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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本書架構 1 

 

 

本書以歷史上的重大年度事件為骨架，並依年代一一探討各事件。除本節

外，我們探討自1975年後的台灣金融改革，並如前述，以年代及事件為主軸進

行分析，並將1949-2014年這段期間分為五個部分來討論，詳述如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台灣銀行演進與版圖：事件結構方法 

第二章 三次銀行法重要修訂與泛官股銀行誕生 (1975年、1989年及2000年) 

第三章 本土金融危機四起 (1985~2002年)─  資金入股房市，關係授信，高估

抵押品和金權政治 

第二部分： 

第四章 第一次金融改革 

第五章 金融制度選擇：金控公司或綜合銀行 

第六章 金控公司之運作與監理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第二次金融改革：建立大銀行 

第八章 消金崛起與雙卡危機 (2005~2006年) 

第九章 金融重建基金 (RTC)─金融整理與再出發與外國銀行由分行變子行 

第四部分： 

第十章 台灣的票券金融公司：業務演進與經營概況 

第十一章 基層金融：信用合作社與農漁會信用部 

第十二章 金融機構周邊單位：共創金融大業 

第十三章 消失的金融機構 

第五部分： 

第十四章 開展業務克服過度競爭I：財富管理與區域中心 

第十五章 開展業務克服過度競爭II：台灣模式之境外金融中心─OBU與OSU 

第十六章 開展業務克服過度競爭III：兩岸關係開放對金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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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記取過去經驗，加強競爭力，邁向未來 

請讀者留意，在本書中，每個章節內容多少會有重疊的部分。此外，由於

時間及版面限制，討論的主題皆為筆者主觀選取之下，認定最相關且重要的事

件。 

表 1-1 重要金融演化歷史事件表與對應章節 

項目 年  月 事      件 章 

1 1949 年 四行二局遷台 1 

2 1960 年 四行二局復業 1 

3 1971~1972 年 8 家信託投資公司成立 1 

4 1975 年 〈銀行法〉大幅修訂分成 4 類銀行 2 

5 1976~1979 年 8 家中小企銀成立 1 

6 1982 年 8 月~1985 年 5 月 信託投資公司擠兌危機 (台北十信，國泰信託)  3, 10, 11

7 1989 年 7 月 利率自由化 3 

8 1991~1992 年 16 家新銀行設立 2 

9 1993 年 貨幣中間目標由 M2 改為 M1B  

10 1993 年 實施 Basel I 4 

11 1995 年 7 月~1996 年 9 月 
基層金融及中小企銀金融擠兌危機 (1995 年 8 月

彰化四信案件)  
3 

12 1997 年 7 月~1998 年 亞洲金融風暴 4 

13 2000 年 
科技股泡沫，本土企業危機，地雷股，銀行逾放

大幅上升 
4 

14 2001 年 2001 年加入 WTO，2002.1.1 正式成為 WTO 會員 16 

15 2002 年 第一次金融改革：258；金融六法修訂 4 

16 2002 年 14 家金控公司陸續成立 5, 6 

17 2004 年 第二次金融改革：合併 7 

18 2005 年 9 月~2007 年 雙卡金融風暴 8 

19 2006 年~2010 年 金融重建基金收購 36 家信合社，外銀購買企銀 9, 11, 13

20 2007 年 實施 Basel II  

21 2007 年 7 月 
臺銀合併中信局。2008 年 1 月 1 日第 15 家金控 

(臺灣) 成立 
5, 6 

22 2010 年 7 月 ECFA 簽訂，台灣銀行業可到中國大陸設立分行 16 

23 2010 年~2011 年 歐債危機的影響銀行受創 13 

24 2012 年 8 月 簽訂人民幣貨幣清算備忘錄 16 

25 2013 年 1 月 人民幣存款上路 DBU 16 

26 2013 年 10 月 逐漸開始實施 Basel III   

27 2014 年 台灣人理財 OBU 與 OSU 15 

28 各年 金融機構周邊單位 12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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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1-1 重要金融事件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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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台灣的銀行版圖分為二個不同的角度：歷史面與股權面，以及目前

銀行的現況進行探討。 

   

   

第二節 台灣的銀行版圖：歷史演進面 

   

   

我們將台灣的銀行演進分為四個階段來探討：1947年前設立於中國大陸

者、1947~1990年設立者、1991~1992年新設者、1992年後重整者。 

一、設立於中國大陸，但 1960 年在台復業 

過去政府未遷移到台灣時所設立的金融機構，稱之為「四行二局」。四行

包括中國國民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與中央銀行，二局為中央信託局

與郵政儲金匯業局。1949年國共內戰，政府遷移來台，四行二局在1960年陸續

在台復業。 

（一）四行 

1. 中國銀行：歷史最攸久的銀行之一，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以大清銀行為

基礎所成立，行使「中央銀行」職能。1949年政府遷台後，在1960年由中

國銀行總管理處國外部在台復業，從事國際貿易與匯兌的專業銀行。1971

年因退出聯合國，將中國銀行改名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在2006年8月

21日正式改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2. 交通銀行：1908年在北京設立，1949年隨政府遷台，1960年復業，1975年

被指定為工業專業銀行。因應當時政府金融改革政策於2006年與中國國際

商業銀行合併，成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3. 中國農民銀行：1933年在漢口成立，為當初貨幣發行銀行之一。1949年隨

政府遷台，1965正式在台復業，主要辦理農業金融業務。2006年配合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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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策，與合作金庫合併，成為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4. 中央銀行：1923年成立，1949年隨政府遷台，1961年復業，而在復業之前

的業務委託於臺灣銀行代理。 

（二）二局 

1. 中央信託局：1935年正式成立，1949年隨政府遷台及營業，2003年改制為

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而為政府金融改革政策整併成大規模銀行，於

2007年併入台灣銀行。 

2. 郵政儲金匯業局：1912年，大清郵政改名為中華民國郵政，在1935年正式

改名為郵政儲金匯業局。1949年政府遷台，1962年復業，2008年改名為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二、日據銀行光復後改制 (1947~1990 年)  

1947年光復後日據銀行改制的銀行，為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臺灣第

一商業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彰化商業銀行、臺灣省合作金庫。 

(一) 臺灣銀行：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日本三和銀行臺灣分行、臺灣貯蓄銀行

改制而成。 

(二) 臺灣土地銀行：日本勸業銀行在臺灣的分行改制而成。 

(三) 臺灣第一商業銀行：臺灣商工銀行改制而成 

(四) 華南商業銀行：華南銀行改制而成。 

(五) 彰化商業銀行：彰化銀行改制而成。 

(六) 臺灣省合作金庫：臺灣產業金庫改制而成。 

三、光復後在台設立之銀行 (1947~1990 年)  

1949年7月政府遷台之後，1991年6月銀行開放民營化之前，這段時期所設

立的銀行，其中包括華僑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高雄銀行與8家中小企業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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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銀行 

1. 華僑銀行：成立於1961年，2007年花旗銀行宣佈合併華僑銀行。  

2. 中國輸出入銀行：成立於1979年，為輸出入信用專業銀行。 

3. 高雄銀行：成立於1980年，前身為高雄市銀行，是目前唯一一家由地方政

府百分之四十持股的銀行。 

（二）8 家中小企業銀行 

中小企業銀行前身為合會儲蓄公司，在1975年7月4日銀行法公布實施中，

規定合會儲蓄公司依法須改為專業銀行，陸續改制為中小企業銀行  (以下簡稱

企銀)。 

1.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1976年改制為台灣企銀，為第一家提供中小企業融資

與輔導為主的銀行。1998年民營化，目前主要股東有臺灣銀行、兆豐金融

控股公司 (以下簡稱金控) 與財政部。 

2. 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1978年改制為台北區中小企業，1998年改名為台北

國際商業銀行。 2005年與建華金控合併，原合併名稱為「台北華信金

控」，2006年改名為永豐金控。 

3. 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在2007年併入英商渣打銀行，目前為渣打銀行在台

子銀行。 

4. 台中區中小企業銀行：1953年成立，1978年改名為臺中企業，現已改名為

台中國際商業銀行。 

5. 台南區企業銀行：1978年改制為臺南企銀，2006年改名為京城商業銀行。 

6. 高雄區企業銀行：1978年改制為高雄企銀，2004年併入玉山商業銀行。 

7. 花蓮區企業銀行：1979年改制為花蓮企銀，2007年併入中國信託銀行。 

8. 台東區企業銀行：2007年併入荷蘭銀行。 

 



第一章 台灣銀行演進與版圖：事件結構方法 

1-9 

四、16 家新銀行設立 (1991 年 7 月~2001 年 6 月) 及全國農業金庫 

（一）16 家新銀行 

1990年初期，台灣順應金融自由化開放民營，1991年7月開始陸續設立新的

銀行。1991年7月核准15家新銀行，1992年6月核准安泰商業銀行，此16家銀行

分別為 (有關之詳細訊息，請參見第三章)： 

1. 目前不存在 (表示該銀行被其他銀行整併，為消滅銀行)：萬通商業銀行、

大安商業銀行  (2002年併入台新銀行)、亞太商業銀行  (2002年改名為復華

商業銀行)、泛亞商業銀行 (2004年改名為寶華商業銀行，2008年2月被RTC 

拍賣售予星展銀行)、中興銀行 (2004年被RTC拍賣售予聯邦銀行)、中華商

業銀行 (2007年受到力霸集團的影響發生擠兌，在2010年，被RTC 拍賣售

與香港匯豐銀行)。 

2. 存在：聯邦商業銀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玉山商業銀行、萬泰商業銀

行、台新商業銀行、富邦商業銀行 (2005年改名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大

眾商業銀行、華信商業銀行  (2002年改名為建華商業銀行，2006年再改名

為永豐銀行)、寶島商業銀行  (2001年改名為日盛商業銀行)、安泰商業銀

行。 

（二）全國農業金庫  

最後，2005年4月成立全國農業金庫，為第17家新設立之銀行，它不同於一

般的商業銀行，主要在於輔導協助農、漁會信用部，辦理農、林、漁、融資及

穩定農業金融，促進農業經濟發展。 

五、信用合作社改制銀行 2 

信用合作社因經營不善或是經營方針上的變更，陸續改制或是併入銀行：

我們將在第11章與第13章討論詳細其細節。 

財政部於1995年公布〈信用合作社變更組織為商業銀行之標準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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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1997年進行改制或概括讓與商業銀行的信用合作社，分別為： 

（一）改制銀行 

1. 台北市第一信用合作社：於2007年改制為大台北銀行，現於2013年10月更

名為「瑞興商業銀行」。 

2. 台北市第三信用合作社：1997年1月改制為誠泰商業銀行。 

3. 台北市第二信用合作社：1999年改制為華泰商業銀行。 

4.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1997年1月改制為陽信商業銀行。 

5. 台中第三信用合作社：1999年改制為三信商業銀行。 

6. 台中第七信用合作社：1997年1月改制為第七商業銀行。 

7. 板橋信用合作社：1997年1月改制為板信商業銀行。 

8. 高雄第一信用合作社：1997年1月改制為高新商業銀行。 

9. 台中六信與屏東一信合併：2000年改制為聯信商業銀行。 

註：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於1911年成立。後來因不良放款，1985年由合作金

庫所接管。 

（二）1997~2000 年前概括讓與商業銀行 

1. 新竹二信用合作社：1997年隨後概括讓與誠泰商業銀行。 

2. 高雄五信用合作社：1997年概括讓與板信商業銀行。 

3. 北港信用合作社：1997年概括讓與華僑商業銀行。 

4. 高雄十信用合作社：1997年概括讓與泛亞商業銀行。 

5. 台中八信用合作社：1997年概括讓與誠泰商業銀行。 

6. 新竹六信用合作社：1997年概括讓與第七商業銀行。 

7. 台南二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中興商業銀。 

8. 台南一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台新商業銀行。 

9. 台南四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萬泰商業銀行。 

10.南投市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慶豐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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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旗山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高新商業銀行。 

12.台南十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大眾商業銀行。 

13.彰化二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第七商業銀行。 

14.台北七信用合作社：1998年概括讓與安泰商業銀行。 

15.台中四信用合作社：1999年概括讓與中興商業銀行。 

16.東港信用合作社：1999年概括讓與臺灣銀行。 

在上述的改制與合併的趨勢之下，信用合作社在金融重建基金2001年7月設

立之前，家數已經從全盛時期的74家減少為48家。 

（三）2001 年 7 月金融重建基金信用合作社併入銀行 

2001年9月14日金融重建基金啟動，建議本國銀行承受之信用合作社，包

括： 

1. 台中巿第一信合社：2001年由合作金庫承受。 

2. 台中巿第五信合社：2001年由合作金庫承受。 

3. 台中巿第九信合社：2001年由合作金庫承受。 

4. 台中巿第十一信合社：2001年由合作金庫承受。 

5. 高雄縣岡山信合社；2001年由誠泰銀行承受。 

6. 彰化縣員林信合社：2001年由陽信銀行承受。 

7. 屏東巿第二信合社：2001年由陽信銀行承受。 

8. 台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2002年8月24日由陽信商業銀行概括承受。 

9. 高雄縣鳳山信用合作社：於2004年10月1日概括讓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四）2001 年 7 月後信用合作社合意併入銀行 (非經由金融重建基金) 

這15家分別為： 

1. 苗栗信合社概括讓與萬泰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2. 嘉義二信概括讓與誠泰銀行 (2001年9月)。 

3. 台南新營信合社概括讓與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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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林斗六信合社概括讓與復華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5. 新竹第五信合社概括讓與萬泰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6. 台東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復華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7. 新竹十信概括讓與台新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8. 嘉義一信概括讓與板信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9. 台南第七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復華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10.台南第六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復華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11.豐原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三信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12.台北一信改制為稻江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13.高雄第二信用合作社概括讓與大眾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14.竹南信合社併入玉山商業銀行 (2001年8月)。 

15.嘉義市第四信用合作社：2012年11月3日玉山商業銀行概括承受。 

因此，信用合作社家數在2001年7月金融重建基金設立之前尚有48家，到了

2012年1月剩下25家。2012年11月3日玉山商業銀行又概括承受了嘉義市第四信

用合作社，從而信用合作社的家數減少為24家 (請參閱第十一章［圖11-1〕)。 

 

 

第三節 台灣的銀行版圖：股權面 

 

 

一、背景 

現今我們有39 (+1) 家銀行，依他們的經營權可分為5類：(1)百分之百官股 

(3家)、(2)百分之25~40政府持股，且有控制權 (泛官股銀行) (6家)、(3)地方政府

銀行  (1家)、(4)民營銀行  (24家)、(5)外國在台子銀行  (5家)。其中一家是「全

國農業金庫」，由於只接受信用合作社轉存款，故一般未列入為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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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泛官股銀行 (9 家+1 家)  

（一）「官有官治」：百分之百官股 (3 家)： 

由財政部所百分之百持股的銀行，稱之為官股銀行： 

1. 台灣銀行：1899年創立，2007年配合金融改革政策，與中央信託局合併。

2008年成為台灣金控的子公司之一。 

2. 中國輸出入銀行：1979年成立，屬於政策性專業銀行。 

3. 台灣土地銀行：簡稱土地銀行，1946年成立，改組日據時代的勸業銀行之

分行，配合當時的政策所建。 

（二）百分之 25~40 政府持股，且有控制權 (6 家)： 

1.「官民有，官治」： 

(1)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2006年，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與交通銀行合併改名為

兆豐。 

(2) 合作金庫銀行：由日據時代所建，1944年成立，原名為台灣產業金庫，

在1946年改名為台灣省合作金庫，2006年併中國農民銀行。 

(3) 第一銀行：成立於1899年，日據時代所建，原名為臺灣貯蓄銀行，1976

年改名為第一商銀。 

(4)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1915年所設立，為日據時代所建，原名為臺灣無盡

株式會社，1948年改名為臺灣合會儲蓄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改名為台

灣企銀。 

2.「官民有，民治」： 

(1) 華南銀行：成立於1919年，日據時代所建，原名為株式會社華南銀行。 

(2) 彰化銀行：成立於1905年，為日據時代所建，原名為株式會社彰化銀

行，1946年改名為彰化銀行。目前台新金融控股公司所持股為22.5%主

導權有爭議，官方持股比重低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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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政府銀行 (僅剩 1 家)  

1. 高雄銀行：1980年成立，前身為高雄市銀行，由高雄市政府成立。目前僅

剩高雄銀行為地方政府銀行。 

2. 台北銀行：1946年成立，前身為台北市銀行，由台北市政府成立。2002年

由富邦集團標下，2005年與富邦銀行合併為台北富邦，目前為民營銀行。 

四、民營銀行 (24 家，將減 1 家)  

經過一連串的金融整併後，台灣現階段的民營銀行為：台北富邦銀行 

(126)、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162)、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3)、台灣工業銀行 (3)、

台中商業銀行 (79)、京城商業銀行 (62)、大台北商業銀行 (21)、華泰商業銀行 

(29)、台新商業銀行 (104)、陽信商業銀行 (95)、板信商業銀行 (45)、三信商業

銀行 (25)、聯邦商業銀行 (87)、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53)、元大商業銀行 (85)、

永豐商業銀行 (128)、玉山商業銀行 (131)、萬泰商業銀行 (48)、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 (42)、大眾銀行 (66)、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42)、安泰國際商業銀行 (5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146)。 

備註1：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15年成立。1949年遷台後，1965年復業，是

民營銀行中歷史最攸久的銀行。 

備註2：萬泰商業銀行於2014年2月被併入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中華開發決

定轉型為商業銀行 

備註3：括號內為目前 (2014年6月) 該行所有的分行數。 

備註4：政府如有持股，在5%以下為財務投資人，不介入經營權。 

五、外國在台子銀行 (5 家)  

透過RTC拍賣或是併購方式取得經營不善的銀行，並將其成立為子銀行： 

1. 花旗 (台灣) 商業銀行：2007年併華僑，並成立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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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渣打  (台灣) 商業銀行：2006年透過拍賣取得新竹商業銀行，並成立子公

司。 

3. 星展 (台灣) 商業銀行：2008年透過拍賣取得寶華商銀，並設立子公司。 

4. 澳盛 (台灣) 商業銀行：2010年購入荷蘭銀行台灣業務，並設立子公司。 

5. 匯豐  (台灣) 商業銀行：2007年透過拍賣取得中華商業銀行，並設立子公

司。 

六、外國銀行在台分行 (35 家)  

有關之詳細資訊，請參見第9章。 

日商瑞穗實業銀行  (3)、美商花旗銀行  (1)、泰國盤谷銀行  (3)、菲律賓首

都銀行  (1)、美商國紐約梅隆銀行  (1)、新加坡商大華銀行  (1)、美商道富銀行 

(1)、法國興業銀行 (1)、德商德意志銀行 (1)、香港商東亞銀行 (2)、美商摩根

大通銀行  (1)、新加坡商星展銀行  (1)、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1)、法商法國巴黎

銀行  (2)、英商渣打銀行  (1)、新加坡商新加坡華僑銀行  (1)、法商東方匯理銀

行 (1)、斐商標準銀行 (1)、加拿大商豐業銀行 (1)、瑞士商瑞士銀行 (3)、荷蘭

商安智銀行  (1)、澳商澳盛銀行  (1)、美商富國銀行  (1)、日商三菱東京日聯銀

行  (1)、日商三井住友銀行  (1)、英商巴克萊銀行  (1)、西班牙商西班牙對外銀

行 (1)。 

備註1：括號內為在台分行－總機構。 

七、中國大陸在台分行 (2 家)  

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金融MOU後，有兩間銀行來台設立台北分行： 

1. 中國銀行。 

2. 交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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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目前銀行現況 (2014 年)：目前結構 

 

一、39 (+1) 家銀行 

在2014年8月，台灣金融市場上有39 (+1) 家銀行與16家金融控股公司。這

39 (+1) 家銀行依他們的成立，我們分為以下6類： 

1. 7家為1946年在台復業之銀行。 

2. 10家為1991年後新成立之銀行 (6家已被合併)。 

3. 1家為2005年新成立之銀行。 

4. 8家中小企業銀行：現均消失改成商業銀行。 

5. 9家信合社改制銀行。 

6. 5家外國在台子公司。 

我們針對銀行演進部分做了以下的總結，見［表1-2〕及［圖1-2〕。 

表 1-2 台灣目前銀行現況表 (2014 年)  

種類 名稱 
成立

(年)
分行數 屬性分類 歷史背景/沿革 

官股銀行 

官方(100%持股) 

(3)  

台灣銀行 1988 163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中國輸出入銀

行 
1979 3 專業銀行

1991 前，遷台新設。 

依政府政策所成立。 

台灣土地銀行 1946 149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依政府政策所成立。 

泛 官 股 銀 行 

(25~40%持股)：

6+1， 1 為全國

農業金庫 

合作金庫商業

銀行 
1946 288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 
2006 107 商業銀行

2006 年，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與交通銀

行合併，改名為兆豐。 

第一商業銀行 1899 189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華南商業銀行 1919 184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台灣企銀 1915 124 商業商銀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為台灣合會所改制。 

全國農業金庫 2005 3 專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依政府政策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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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商業銀行 1915 183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地方政府銀行 高雄商業銀行 1980 35 商業銀行 1991 前，在台新設。 

民營銀行 

上海儲蓄商業

銀行 
1915 67 商業銀行 1991 前，在台復業。 

台北富邦銀行 2005 126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台北與富邦合併。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 
2003 162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世華與國泰所併。 

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 
1959 3 專業銀行

1991 前，在台新設。2014 年二月併萬

泰商業銀行決定轉型為商業銀行。 

台灣工業銀行 1999 3 專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台中商業銀行 1953 79 商業銀行
1991 前，在台新設。 

由台中區中小企業銀行改制。 

京城商業銀行 2006 62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由台南中小企業銀改制。 

瑞興商業銀行 1999 21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由台北市第一信合社改制為大台北銀

行，因名稱與台北富邦相近，因此進

一步改名為目前的名稱。 

華泰商業銀行 1999 29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由台北市第二信合社改制。 

臺灣新光商業

銀行 
2005 104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誠泰和聯信合併。 

陽信商業銀行 1957 95 商業銀行
1991 前，在台新設。 

由陽明山信用合作社改制。 

板信商業銀行 1957 45 商業銀行
1991 前，在台新設。 

由板橋信用合作社改制。 

三信商業銀行 1916 25 商業銀行
1991 前，日據時代所建。 

由台中市第三信用合作社改制。 

聯邦商業銀行 1991 87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為 16 家新銀行之一。 

遠東國際商業

銀行 
1992 53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為 16 家新銀行之一。 

元大商業銀行 1991 85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前身為復華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2006 128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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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為建華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1992 131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為 16 家銀行之一。 

萬泰商業銀行

* 
1992 48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為 16 家新銀行之一。於 2014 年二月

被併入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中華開發

決定轉型為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

銀行 
1992 42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前身為大安商業銀行。 

大眾商業銀行 1992 66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為 16 家新銀行之一。 

日盛國際商業

銀行 
1992 42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前身為寶島商業銀行。 

安泰國際商業

銀行 
1993 52 商業銀行

1991 後，在台新設。 

為 16 家新銀行之一。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1966 146 商業銀行

1991 前，在台新設。 

前身為中國信託公司。 

外國在台子銀行 

渣打國際商業

銀行 
2006 87 商業銀行 併購新竹商銀，並設立子公司。 

星 展  ( 台 灣 ) 

商業銀行 
2008 41 商業銀行 併購台灣寶華商銀，並設立子公司。 

澳 盛  ( 台 灣 ) 

商業銀行 
1992 14 商業銀行

2010 年購入荷蘭銀行台灣業務，並設

立子公司。 

花 旗  ( 台 灣 ) 

商業銀行 
2007 64 商業銀行

併購台灣華僑商銀，並成立花旗  (台

灣) 商銀。 

匯 豐  ( 台 灣 ) 

商業銀行 
2010 46 商業銀行

2007 年透過拍賣取得中華商業銀行，

並設立子公司。 

外國銀行在台營

業據點 

日商瑞穗實業

銀行 
1959 3 國外分行 第一家在台外資銀行分行。 

美商花旗銀行 1964 1 國外分行

 

美商美國銀行 1987 1 國外分行

泰商泰國盤谷

銀行 
1965 3 國外分行

菲商菲律賓首

都銀行 
1970 1 國外分行

美商美國紐約 1973 1 國外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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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隆銀行 

新加坡商大華

銀行 
1995 1 國外分行

美商道富銀行 1992 1 國外分行

法商法國興業

銀行 
1980 1 國外分行

德商德意志銀

行 
1988 2 國外分行

香港商東亞銀

行 
1993 2 國外分行

美商摩根大通

銀行 
1992 1 國外分行

新加坡商星展

銀行 
1983 1 國外分行

香港上海匯豐

銀行 
1983 1 國外分行

法商法國巴黎

銀行 
1981 2 國外分行

英商渣打銀行 1985 1 國外分行

新加坡商新加

坡華僑銀行 
1997 1 國外分行

法商東方匯理

銀行 
1984 1 國外分行

斐商標準銀行 1988 1 國外分行

加拿大商豐業

銀行 
1990 1 國外分行

瑞士商瑞士銀

行 
1990 3 國外分行

荷蘭商安智銀

行 
1989 1 國外分行

澳商澳盛銀行 1980 1 國外分行

美商富國銀行 1992 1 國外分行

日商三菱東京

日聯銀行 
1993 1 國外分行

日商三井住友

銀行 
1995 1 國外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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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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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體系歷經上述演變，之後都是商業銀行。而台灣中小企業金融體

系在政策引導下再度產生變化，中小企業專業銀行及部份信用合作社，在政府

的輔導下逐漸往商業銀行型式轉變。2014年2月，中華開發銀行 (兩家工業銀行

之一，亦為專業銀行) 併萬泰商業銀行，並決定以萬泰商業銀行為存續銀行，

而原來工業銀行的業務轉成創投。目前 (2014) 現存的法定的三種銀行類型，幾

乎只剩下一種，即商業銀行，請參考［圖13-4〕(於第十三章詳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