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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比目的 

銀行業的財務結構特殊，經營業務所需的資產主要是來自存款戶

的資金，股東出資僅占一小部分，和其他產業有很大的差異。當銀行

經營不善面臨擠兌時，存款戶辛苦賺的血汗錢可能血本無歸，股東的

損失僅占很小的比例。而政府為了保障社會大眾的積蓄，並維持金融

秩序的穩定，往往拿納稅人的民脂民膏處理問題金融機構。 

本研究中心希望發揮學界奉獻社會的使命，對銀行業進行財務績

效評比，增加社會大眾對銀行業的了解。使財務績效優良的銀行規模

擴大，市場上的資金做更有效率的配置，並使經營不善的銀行規模逐

漸萎縮，減少政府處理問題金融機構的成本。 

二、評比內容與方法 

本次評比計有 23 家上市、上櫃銀行，針對(一)財務結構與償債

能力、(二)經營能力、(三)獲利能力、(四)規模及(五)成長性共五大

項目進行評比。每一大項中，又分為數個子項目，例如，在財務結構

與償債能力部分，計有負債占資產比率、調整後自有資本占風險性資

產比率及流動比率三個子項目。在經營能力方面，採催收比率、總資

產週轉次數及每員工營業收入額三個子項目。而成長性同時考量存款

與放款兩個項目。將各子項目資料轉換為評比分數，並賦予各子項目

權數加權平均而得該大項目之分數，最後將五大項目再依權數計算總

評比分數，依序排名。 

在評比過程中，必須將各金融機構原始財務資料加以處理，有些

項目對該金融機構本身具有正面的貢獻，故列入正向評比項目，分數

越高代表績效越好。有些項目則對該金融機構本身造成負面的影響，

因而被列入負向評比項目。例如，以財務結構與償債能力而言，自有

資本占風險性資產比率就是正向評比項目，但是負債占資產比率卻是

負向評比項目。 

在正向評比項目方面，先計算該項目之平均數及標準差，再按照

公式 [(Xi - μ) / σ]* 8 + 80 將各金融機構評比項目轉換為常態

分數。負向評比項目則依公式 [(Xi - μ) / σ] * (-8) + 80 予以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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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項目 

評比項目 定義 評比方向

 1.財務結構與償債能力 

 (1)負債占資產比率  負債/資產  負向 

 (2)自有資本占風險性資產比率 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  正向 

 (3)流動比率  流動資產/流動負債  正向 

 2.經營能力 

 (1)催收比率  催收款/放款總額  負向 

 (2)總資產週轉次數  營業收入/平均總資產  正向 

 (3)每員工營業收入額  營業收入/員工總人數  正向 

 3.獲利能力 

 (1)資產報酬率  稅後損益/平均資產總額  正向 

 (2)股東權益報酬率  
稅後損益/平均股東權益淨

額  
正向 

 (3)純益率  稅後損益/營業收入  正向 

 4.規模 

 (1)資產  資產總額 正向 

 5.成長性 

 (1)存款成長率  
(本期存款總額-上期存款總

額)/上期存款總額  
正向 

 (2)放款成長率  
(本期放款總額-上期放款總

額)/上期放款總額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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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比結果: 

兆豐銀站穩銀行業龍頭寶座 

兆豐銀行在中國商銀於 2006 年合併交通銀行後，資產總額躍升

第二強，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果，經營效率數一數二。獲利能力方

面也相當亮眼，2009 年的獲利能力排名甚至超越獲利王富邦，僅次

於國泰世華銀行。除了規模大成長有限外，整體而言，兆豐銀的資本

結構強健、資產品質優良、獲利能力極佳，使其躍升為銀行業龍頭。

若兆豐銀行在本(10)月獲准將中國代表處升格為分行，未來的發展潛

力無窮，其他銀行極難動搖兆豐銀的冠軍寶座。 

國泰世華 中信銀 互別苗頭 

2009 年度全球股市止穩回升，有助於信用卡與財富管理業務提升，

利息收入與手續費收入增加。然而由於中信銀美國子行持續虧損及認

列連動債損失準備，壓縮獲利，獲利能力排名降至第 17 名，經營效

率亦受到影響。但中信銀的財務穩健，在2009年資本適足率達14.56%，

加上規模排名第 5，使其在 2009 年總排名仍可排名第 3。在 2010 年

上半年，中信銀受到金融風暴的影響減少，獲利能力重登第 5名，總

排名進步 1 名，僅次於兆豐銀行。 

由於國泰世華銀行近幾年來積極調整放款結構，以承作擔保放款

為其經營重點，並由過去偏重消金業務，轉為企、消金業務比重接近

各半。加上手續費收入逐漸復甦，及 CDO 提存壓力減輕下，在 2009

年的獲利能力排名躍居第 1名，總排名第 2名，表現相當亮眼。在資

產規模方面，國泰世華銀行僅次於中信銀，兩家銀行競爭相當激烈，

在 2010 年國泰世華銀行的總排名小幅下降 1 個名次，次於排名第 2

的中信銀。 

台北富邦位居第 4 

台北富邦銀行充分發揮金融的綜效優勢，即使在金融風暴期間，

都能穩定獲利，在 2009 年的獲利排名為第 3名。近幾年富邦的經營

策略由保守轉向積極，在 2009 年台北富邦銀行的存款與放款均成長

10%以上，成長性排名位居第一。台北富邦銀行在 2009 年與 2010 年

上半年的總排名皆位居第 4名，有進步的潛力。 

萬泰銀虧損連連 

萬泰銀主要業務為消費金融業務及信用卡業務，受到景氣衰退的

影響，為近年來獲利嚴重虧損的主因。存放款金額不斷萎縮，資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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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在 2010 年 6 月僅剩 1325 億元，規模在台灣 23 家上市櫃銀行中退

居最後。由於規模不斷萎縮，財務槓桿比例下降，加上有新資金挹注，

改善其財務結構，萬泰銀行的財務結構與償債能力排名反而位居第 1

名，但總排名為 20 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聯邦銀、日盛銀與高雄銀吊車尾 

受金融海嘯衝擊，中小型與區域銀行獲利能力大幅衰退，再加上

授信成本負擔短時間不可能下降，更加壓縮銀行的獲利空間，使得這

些銀行的資本水準也將因此削減。此外存款逐漸流失、放款業務逐漸

萎縮，再加上逾放比率居高不下，資本適足率過低等因素，導致聯邦

銀、日盛銀與高雄銀在 2009 年的財務績效排名中，財務結構與償債

能力、經營能力、獲利能力、規模及成長性的排名皆位於後段班，毫

無起色。在 2009 年與 2010 年上半年的排名均為最後 3 名。然而日盛

銀行與日本新生銀行合作，調整經營方針，在 2010 年轉虧為盈，擺

脫總排名墊底的窘境。 

遠東銀行進步最多 

遠東銀行於 2009 年 6月購買友邦國際(AIG)信用卡公司之信用卡

業務及應收帳款資產，同年 10 月經由公開標售程序，取得慶豐銀行

19 家國內營業據點，更於 2010 年 1 月推出網銀服務，經營能力與獲

利能力均衝至第 6名，表現相當亮眼。在兼顧分行實體與虛擬通路的

經營策略下，遠東銀行的總排名由 2008 年的第 18 名，2009 年的第

16 名，在 2010 上半年大幅提升至第 9 名，進步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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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09 年上市櫃銀行財務績效評比結果 

2009 年上市櫃銀行財務績效評比結果 

 

名次 

財務結構

與償債能

力排名 

經營能力

排名 

獲利能力

排名 
規模排名 

成長性排

名 
總排名 

1 萬泰銀 兆豐銀 國泰世華 合庫 台北富邦 兆豐商銀 

2 中信銀 京城銀 兆豐銀 兆豐銀 大眾銀 國泰世華 

3 台新銀 安泰銀 台北富邦 一銀 玉山銀 中信銀 

4 京城銀 國泰世華 大眾銀 華銀 台中銀 台北富邦 

5 兆豐銀 永豐銀 合庫 中信銀 國泰世華 合庫 

6 元大銀 萬泰銀 華銀 國泰世華 安泰銀 永豐銀 

7 國泰世華 玉山銀 彰銀 彰銀 彰銀 玉山銀 

8 永豐銀 台新銀 玉山銀 台北富邦 遠東銀 台新銀 

9 台北富邦 台北富邦 永豐銀 臺企銀 新光銀 華銀 

10 大眾銀 中信銀 遠東銀 永豐銀 臺企銀 彰銀 

11 遠東銀 遠東銀 臺企銀 玉山銀 華銀 一銀 

12 安泰銀 元大銀 新光銀 台新銀 永豐銀 安泰銀 

13 新光銀 合庫 一銀 新光銀 兆豐銀 京城銀 

14 玉山銀 台中銀 元大銀 大眾銀 中信銀 大眾銀 

15 華銀 彰銀 台新銀 遠東銀 元大銀 元大銀 

16 彰銀 大眾銀 聯邦銀 元大銀 一銀 遠東銀 

17 台中銀 一銀 中信銀 聯邦銀 高雄銀 台中銀 

18 高雄銀 新光銀 高雄銀 台中銀 合庫 新光銀 

19 一銀 華銀 安泰銀 安泰銀 台新銀 臺企銀 

20 聯邦銀 聯邦銀 京城銀 日盛銀 聯邦銀 萬泰銀 

21 合庫 臺企銀 台中銀 高雄銀 京城銀 聯邦銀 

22 日盛銀 高雄銀 萬泰銀 京城銀 日盛銀 高雄銀 

23 臺企銀 日盛銀 日盛銀 萬泰銀 萬泰銀 日盛銀 



 

6 

附件二:2010 上半年上市櫃銀行財務績效評比結果 

2010 上半年上市櫃銀行財務績效評比結果 

 

 
 

名次 

財務結構

與償債能

力排名 

經營能力

排名 

獲利能力

排名 
規模排名 

成長性排

名 
總排名 

1 萬泰銀 萬泰銀 京城銀 合庫 高雄銀 兆豐銀 

2 京城銀 兆豐銀 國泰世華 兆豐銀 大眾銀 中信銀 

3 中信銀 玉山銀 台新銀 一銀 永豐銀 國泰世華 

4 台新銀 安泰銀 台北富邦 華銀 元大銀 台北富邦 

5 兆豐銀 永豐銀 中信銀 中信銀 台中銀 合庫 

6 元大銀 遠東銀 遠東銀 國泰世華 安泰銀 台新銀 

7 大眾銀 京城銀 日盛銀 彰銀 玉山銀 玉山銀 

8 遠東銀 國泰世華 兆豐銀 台北富邦 台北富邦 永豐銀 

9 新光銀 台新銀 新光銀 臺企銀 遠東銀 遠東銀 

10 台北富邦 台中銀 玉山銀 永豐銀 中信銀 京城銀 

11 國泰世華 中信銀 華銀 玉山銀 國泰世華 華銀 

12 彰銀 台北富邦 聯邦銀 台新銀 華銀 彰銀 

13 永豐銀 新光銀 彰銀 新光銀 臺企銀 一銀 

14 玉山銀 元大銀 合庫 大眾銀 一銀 新光銀 

15 華銀 合庫 永豐銀 元大銀 新光銀 元大銀 

16 日盛銀 大眾銀 一銀 遠東銀 台新銀 安泰銀 

17 台中銀 彰銀 元大銀 聯邦銀 聯邦銀 台中銀 

18 安泰銀 華銀 台中銀 安泰銀 彰銀 大眾銀 

19 合庫 一銀 高雄銀 台中銀 合庫 臺企銀 

20 高雄銀 高雄銀 臺企銀 日盛銀 兆豐銀 萬泰銀 

21 一銀 臺企銀 安泰銀 高雄銀 日盛銀 高雄銀 

22 臺企銀 聯邦銀 大眾銀 京城銀 京城銀 日盛銀 

23 聯邦銀 日盛銀 萬泰銀 萬泰銀 萬泰銀 聯邦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