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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銀行業在台灣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無法有效的突破現行狀況獲得較好的

營業收入，唯有進入中國增加獲利版圖才有機會增加投資收益，才是解

決銀行業獲利問題之道。 儘管環境很艱困，但台灣的銀行業者很快就在

中國市場建立灘頭堡.除了已設分行的六家台灣銀行業者以外，還有三家

--台灣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和兆豐國際銀行申請成立大陸分行這些

銀行都在大陸有辦事處，大多集中在上海，包括土地銀行、第一商業銀

行和國泰世華銀行都把第一家大陸分行設在上海，有些銀行則選擇離客

戶比較近，彰化銀行、華南銀行和台灣合作金庫銀行分別在蘇州、昆山

和深圳成立分行，這些城市聚集了大量從事製造業的台商，在等待分行



申請獲批的銀行中，台銀、中信銀選擇在上海設分行，兆豐銀則選定蘇

州. 台灣銀行業前進中國大陸佈局，除可擴大台灣銀行業營運規模，強

化國際競爭力外，亦可抒解台商中小企業在大陸的融資問題。不過，值

得注意的是，自大陸於 2001 年加入 WTO 後，入世的承諾逼使其逐步開

放國內金融市場。而在市場先佔的優勢下，外資銀行早已大舉進入中國

市場，紛紛成立子行或分行、甚至參股大陸本地銀行，擴張自身的勢力

版圖。如此一來，連帶也壓縮台灣金融業者未來的准入空間。換言之，

台灣的金融業者進入大陸的利基正逐漸減少中。除此之外，在銀行業者

一窩蜂前進大陸搶食金融市場大餅的同時，相關的經營風險亦不容忽

視。因為在龐大的商機背後，通常亦 伴隨著極大的風險。因此，台灣的

銀行業者有必要先做好完整的規劃與評估，包括進入模式、投資金額、

區域選擇以及業務推展等策略，都需事先擬定西進的策略。  

摘要

(英) 

Over the past 10 years, eight Taiwanese banks established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the mainland. It's easy to see why expansion into China was so attractive. For 

one thing, a common language and culture would give them an advantage over 

foreign and local rivals. For another, China offered them more growth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with to the island's own market, which 

experts say over-crowded with nearly 40 domestic and 30 foreign banks, well 

over twice as many needed to serve the customer base profitably. The MOU 

allows Taiwan's banks to upg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in China, which 

essentially only provide consulting services, to branches, with the promise of 

being allowed to conduct business in RMB. ECFA fast-tracked that process so 

that Taiwanese banks can upgrade rep offices to branches a year after being 

opened, rather than two years under the old regulations. They can also do 

business in RMB after operating a branch for two years, including one profitable 

year -- previously it took three years, with two profitable years.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nalyze the imp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WTO and ECFA, 

decompose and find main profit contributors. Most importantly, we want to find 

one profitable business model for Taiwan banks forward China.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架構 4 第貳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加入 WTO 我國銀行業的挑戰 5 第

二節 加入 ECFA 我國銀行業的挑戰 7 第參章 金融界現況 11 第一節 台灣

金融業現況 11 第二節 中國金融業現況 18 第肆章 金融界現況 25 第一節 

台灣銀行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策略 25 第二節 外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大霧

市場策略 30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43 第一節 研究結論 43 第二節 研究建議 

44 參考文獻 45  

參考

文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 王淑慧（2002）。中國大陸加入 WTO 對其金

融市場的分析兼論台灣金融 業登陸可行性，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

士論文，台南縣。 2.王鶴松（2001）。加入 WTO 對兩岸銀行業經營的

影響，台灣金融財 務季刊，2(1)。 3.王鶴松（2003）。我國銀行業的現

況與未來努力方向，台灣金融財務 季刊,4(4)。 4.王鶴松(2007)。當前金

融問題與政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11-239。 5.王俊

如、張邦茹、謝孟芬。台灣銀行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之選擇， 年健康與



管理學術研討會。 6.吳劍昌(2003)。金融全球化中台灣銀行業佈局大陸

之研究，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縣。 7.李紀珠，簡永

光(2001)。臺灣銀行業赴大陸設立據點的機會與挑戰， 第七屆兩岸金融

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要。 8.李紀珠(2003)。台資銀行在大陸發展現況與限

制，台灣金融研訓院 92 年經 濟金融情勢展望研討會。 9.李紀珠(2007)。

大陸開放金融市場，台灣銀行業的困境與優勢，國政分析。 10.李淑君

(2007)。外國銀行及本國銀行國際化策略分析，元智大學管理研究 所碩

士論文，桃園縣。 11.李蘭甫(1984)。國際企業論第二版。台北:三民書

局。 12.吳其定(2007)。滬、港、台、美四地股市指收與區域經濟成長關

聯性及共 整合之研究-以中、港 CEPA 實施前後期為例，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研 究所碩士論文，桃園縣。 13.吳青松(2002)。國際企業管理理

論與實務第三版，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14.邵之雋(2006)。台

灣信用卡業進入大陸市場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碩士論

文，台北。 15.邱怡仁(2002)。我國銀行業進軍中國大陸之行銷策略研究-

以 S 銀行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碩士學程專班碩士論

文，高雄縣。 16.孟榮榮、王建華(2004)。服務業對外投資理論綜述，美

中經濟評論總。4(4)。 17.胡鍚權(2008)。我國企業國際化策略，移轉訂

價策略與國際化程度之關聯 性研究，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

文，台北市。 18.奚邦祥(2007)。兩岸加入 WTO 後台資銀行赴中國大陸

的投資分析研究，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南市。 

19.韋伯韜、林姿儀、吳孟道(2006)。兩岸金融交流政策與實務研析。 20.

莊敏聖(2007)。台灣銀行業西進大陸台商金融市場之行銷組合策略研

究， 銘傳大學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台北市。 21.黃章德

(2005)。台灣銀行業進軍大陸市場之可行模式及策略，國立中央大 學財

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桃園縣。 22.黃鴻鈞(2007)， FDI 理

論大整理。 23.黃芝韻(2007)。外資銀行入股中國銀行的合作模式與

CEPA 新途徑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縣。 24.

張國雄(2002)。國際行銷學-本土化觀點與全球性思維。台北:前程企業管 

理有限公司，12-23。 25.張浩銘(2003)。由外商銀行在我國發展之經驗探

討我國銀行國際化之策 略，東吳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台北。 

26.張雲涵(2006)。台灣金融業赴大陸發展之機會與挑戰，淡江大學中國

大陸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台北。 27.陳明俊(1993)。台灣國際

市場進入模式與組織調適，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

北。 28.陳勸仁(2006)。台灣證券業赴中國大陸投資問題之研究，淡江大

學中國大 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台北。 29.麥嘉容(2002)。零

售商在大陸市場的進入模式，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 系碩士論文，台

南縣。 30.許逸晟(2003)。台商赴大陸國際化歷程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高雄縣。 31.葉日崧、郭麗華(2006)。投資大

陸對台灣經濟的影響與展望。中華管理評 論，9(1)，1-18。 32.遊素敏

(2007)。台灣銀行業經營績效分析-兼論其赴大陸發展之研究，國 立中央

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桃園縣。 33.楊文彥(2004)。

企業國際化動機、市場進入策略與經營績效關係之研究- 以台灣速食麵

製造業為實證，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台南

縣。 34.蔡介士(1990)。我國產業進入國際化策略之研究－以我國資訊硬



體業為 例，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 35.賴秋吉

(2009)。中國銀行業概述，今日合庫，419，57-78。 36.盧宜屏(2001)。我

國銀行業因應 WTO 國際化要求之發展策略研究，義守 大學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高雄縣。 37.羅暐程(2007)。台灣金融業突破兩岸瓶頸邁向下

一個成長機會-以富邦金 控為例，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高階主管企管

碩士班碩士論文，桃園縣  

論文

頁數 
4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4/26 

轉檔

日期 
2012/05/03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8785238 2012.4.26 15:58 140.136.94.248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8785238 Y2012.M4.D26 15:56 140.136.94.248 M 498785238 

Y2012.M4.D26 15:56 140.136.94.248 M scma2668 Y2012.M4.D26 16:07 

140.136.94.248 M 498785238 Y2012.M4.D26 16:10 140.136.94.248 M 

scma2668 Y2012.M5.D3 14:42 140.136.131.153 M scma2668 Y2012.M5.D3 

14:47 140.136.131.153 M scma2668 Y2012.M5.D3 14:47 140.136.131.153 M 

scma2668 Y2012.M5.D3 14:47 140.136.131.153 M scma2668 Y2012.M5.D3 

14:50 140.136.131.153 M scma2668 Y2012.M5.D3 14:50 140.136.131.153 I 

030540 Y2012.M5.D3 14:58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