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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台資銀行大量台商客戶在大陸經營，過去侑於政府未能開放市場讓銀行

業跟隨產業到中國設立營業據點，使銀行面臨金融服務斷鏈、優質客戶

流失與國際競爭力不足的危機。伴隨著台灣與中國陸續簽署《海峽兩岸

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等三項金融監理合作瞭解備忘錄》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以及《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建立了兩岸金融合

作框架，也開啟兩岸銀行業者進行實質營運的大門，台資銀行對於西進

中國市場發展無不冀予厚望。 然而，國銀自 2001 年到中國設立辦事處，

直到 2010 年才取得進入中國市場營運的門票，這 10 年當中，其他國家

的金融業者搭程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順風車，積極搶攻大陸佈局，不論

在設置營業網點，或是參股中資銀行，皆取得良好的先機與成果。台資

銀行西進中國市場的腳步，已較其他國家業者至少落後 5-10 年。 為縮短

本國銀行經營大陸市場的學習歷程，本研究藉由觀察二家與台資銀行背

景相關且於中國市場深耕多年的星展銀行(中國)與華一銀行，探討台資銀

行與個案銀行中國經營策略的共同性與差異性，藉以發掘有利台資銀行

借鏡學習的經營方向，最後參考國銀本身的利基與處境，歸納出適合台

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各項營運策略如下： 1、擴大投資規模，包含：拓展

營運網點、參股、改制為外商獨資銀 行等。 2、深耕台商市場。 3、進行

金融創新與研發。 4、配合中國施政規劃進行業務發展。 5、持續進行策

略聯盟，包含：透過台商協會轉介客戶、搭配擔保公 司、再保公司或政

府部門提供信用加強、同業合作等。 6、建立良好政商關係。 7、經營品

牌形象。 8、人力資源國際化與本土化策略。  

摘要

(英) 

Many of Taiwan-capital banks’ customers run business in China. In the past, 

Taiwan-capital banks were not allowed to open branches to serve those industries 

running business in China, which results to financial services breakage between 

banks and customers and loss of core competence. After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of cross strait banks, securities, future and 

insurance）and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build up 

the frame of financial cooperation cross strait and open the gate for banks cross the 

strait to practice practical business. Taiwan-capital banks have high expectation on 

their development in Chinese market. However, since 2001 Taiwan-capital banks 

started to open offices in China, and not allowed to do business until 2010. During 

these ten years, financial service operat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enjoyed their 

achievement and advancement by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Chinese government 

open the market of financial services, enlarged their service network, and 

participated joint capital with Chinese bank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capital 

banks in China is at least 5-10 years behind that of foreign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s. To shorte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Taiwan-capital banks running 

business in Chinese market, this study is to look into th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s of management strategy in China of Taiwan-capital banks and DBS and 

First Sino Bank , who have similar background as Taiwan-capital banks and have 

many year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business in China, and to find out what 

Taiwan-capital banks can learn from DBS and First Sino Bank in term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final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niche and situation of Taiwan-

capital banks to conclude various management strategy suitable for Taiwan-capital 

banks to adopt in terms of their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below: 1、To enlarge 

investment scale,including increase operation network, joint-stake, becoming 100% 

foreign bank…etc 2、To build up strong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ese 

corporate customers in China. 3、To proceed financial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4、To comply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increase business 

development 5、To continue the progress of strategic alliance, including 

customers transfer through Taiwanese business association, cooperate with 

guarantee companies, underwriter, or credit reinforc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same industries 6、To build up good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politician and businessmen 7、To work on brand image 8、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huma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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