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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我國銀行國際競爭力評比說明 
 

一、 評比之緣起及目的 

 
自 1999 年起有鑑於台灣加入 WTO 在即，銀行將面臨國際大型

金融機構之競爭壓力，因此，為了提升國內金融業者經營體質、強化

國際競爭力，我們決定進行銀行國際競爭力評比工作，以確保銀行在

穩定經營中達到良性競爭進而全面提昇金融競爭力的目的。  
第一階段評比的對象，僅包含上市櫃銀行，且評比項目僅包含財

務資料。第二階段評比的對象擴大為台灣所有銀行。本次為第三階段，

不僅評比對象包含台灣所有銀行，評比項目更包含財務績效與非財務

績效。配合金管會主委顧立雄的併購政策，非財務績效項目包含領導

者遠見與經營策略及國際市場發展能力。 
評比計劃由台大財金系黃達業教授主持，並由台大會計系劉啟群

教授、台大經濟系林建甫教授以及政大金融系霍德明教授共同主持。

從 1999 年至今, 我們儘可能納入所有撥冗參與評比座談會的產官學

界諸君之寶貴意見，務必使本評比工作更能兼具本土特色與國際性視

野。儘管我們在評比過程中力求客觀公正及模型的穩定性，但仍難免

在評比過程及結果有思慮不週之處，尚請受評機構多多見諒，並期盼

金融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各界賢達不吝惠予指正，使未來金融機構評比

更能獲得大家的支持與信賴。 
2018 年金管會通過「金金併」誘因原則，除了申請當買家的金

控、銀行必須符合大股東適格性，且非公股行庫外，新增 4 項條件，

分別為「資本充實」、「經營能力佳」、「有國際市場布局發展能力」及

「企業社會責任良好」，銀行局副局長莊琇媛表示，最後一項將參考

公司治理評鑑、CSR 等，「不能有企業形象負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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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比項目資訊之來源 
 

財務報表資訊係評估企業之起點及基礎，綜合考量財務及其他非

財務性資訊，並針對企業競爭環境特性評估企業基本體質及績效。 

 

 

 企業經濟活動  

 營運 投資 理財  

    

財務報表資訊    非財務性資訊 

1.資產負債表    1.領導者遠見與經營策略 

2.損益表    2.國際市場發展能力 

3.現金流量表    3.產品（服務）技術優勢 

4.其他揭露    4.競爭利基 

   5.其他 

綜合評估 
 

    

 
企業體質及績效 

 

 

 

三、 評比項目 
 

評比項目之資訊主要取自金融機構公佈之財務報表及金融管制

機構之出版品，將評比內容依其特性區分為六大類，包括財務結構與

償債能力（流動性）、經營能力、獲利能力、規模及成長性、領導者

遠見與經營策略、國際市場發展能力。 

各評比類別則再細分為數個評比子項目，例如獲利能力類便包括

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以及純益率等。評比項目若有助於金融

機構經營績效者，則稱為正向評比項目（例如：資產報酬率）；反之，

則為負向評比項目（例如：逾放比率）。然後，依據正向及負向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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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原始計算之數值，運用（1）平均數及標準差，或（2）數值大小

級距等方法轉換該評比項目之分數。 

 

四、 評比項目分數之轉換 

 
(一)正向評比項目 

 

步驟一： 

計算各金融機構評比項目( Xi ) 

Xi 最大之金融機構該項評比項目為 100 分( Xmax ) 

Xi 最小之金融機構該項評比項目為 60 分( Xmin ) 

步驟二： 

計算該項評比項目( Xi )平均數(μ)及標準差(σ) 

步驟三： 

計算各金融機構該項評比項目之轉換分數 

[(Xi - μ) / σ)] * 8 + 80 

 

 (二)負向評比項目： 

步驟一： 

計算各金融機構評比項目( Xi ) 

Xi 最小之金融機構該項評比項目為 100 分( Xmin ) 

Xi 最大之金融機構該項評比項目為 60 分( Xmax ) 

步驟二： 

計算該項評比項目( Xi )平均數(μ)及標準差(σ) 

步驟三： 

計算各金融機構該項評比項目之轉換分數 

[(Xi - μ) / σ)] * (-8) + 80 

 

將各類別之評比項目轉換分數，依其權數計算各類別金融機構之

排名，再依據各類別之分數計算綜合評比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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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金融中心--銀行國際競爭力評比模型 (公開版) 
      項      目 定     義 權  數 方向 

 1.財務結構與償債能力     0.2   

1 
第一類自有資本占 

風險性資產比率 
第一類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 0.60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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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比率 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負向 

 2.經營能力     0.3   

1 營業成本率 營業費用/(淨利息收入+淨手續費收入+投資收益)    負向 
2 逾放比率 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0.20   負向 
3 備抵呆帳覆蓋率 備抵呆帳/逾期放款 0.25   正向 
4 每員工本期平均損益 稅前損益/員工人數    正向 
5 手續費收入占比 手續費收入/總收入 0.40  正向 
 3.獲利能力     0.2   
1 資產報酬率 稅前損益/平均資產總額    正向 
2 調整後資產報酬率 綜合淨利/平均資產總額 0.30   正向 
3 股東權益報酬率 稅前損益/平均股東權益    正向 
4 調整後股東權益報酬率 綜合淨利/平均股東權益 0.30   正向 
5 純益率 稅前損益/(利息收入+手續費收入)    正向 
6 調整後純益率 綜合淨利/(利息收入+手續費收入)    正向 
 4.規模與成長性     0.2   
1 資產總額 Ln 資產總額 0.75   正向 

2 淨利息收入成長率 
(本期淨利息收入-上期淨利息收入)/ 

上期淨利息收入    正向 

3 淨手續費收入成長率 
(本期淨手續費收入-上期淨手續費收入)/ 

上期淨手續費收入)    正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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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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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淨值成長率 (本期淨值-上期淨值)/上期淨值    
 5.領導者遠見與經營策略     0.05   

1 銀行同業互評 
由受評銀行董事長/總經理就銀行領導者遠見與經

營策略(含政策執行力與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互評 
0.70     

2 專家學者評審 
由評比單位邀請專家學者就銀行領導者遠見與經

營策略(含政策執行力與企業社會責任)進行評審 
0.30     

 6.國際市場發展能力 
 

  0.05   

1 銀行員工的國際金融專業度 
銀行員工持有國際金融證照包括 CFA,AFMA,FRM 及

CAMS 的證照總數量。 
0.60 

     

2 
銀行對現有員工國際金融專

業獎勵度 

銀行對現有員工取得 CFA(0.4)/AFMA(0.4)/FRM 

(0.1)/CAMS(0.1)等國際金融證照的獎勵度。 
0.20   

3 
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國際金融

專業重視度 

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取得 CFA(0.4)/AFMA(0.4)/FRM 

(0.1)/CAMS(0.1)等國際金融證照的重視度。 
0.20   

備註:(1)CFA 指特許金融分析師,AFMA 指高級金融管理師(含 FMA,FMA+,CFMA),FRM 指金融風      

     險管理師(含 PI,PII),CAMS 指洗錢防制師;(2)銀行對現有員工取得國際金融證照獎勵度 

     以及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國際金融證照重視度的評審主要依據各銀行的網頁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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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董事長/總經理鈞鑒: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與台灣金融教育協會於近期內進行銀行國際競爭力

評比研究計畫。評比項目中包含銀行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同業互評。請您對下列

各銀行整體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包括領導者遠見與經營策略(含政策執行力與企

業社會責任)以及國際市場發展能力予以評價並在以下適當欄位中打 V。本問卷

採匿名方式，貴銀行亦納入評分。(本問卷調查對象僅限各銀行董事長及總經理) 
 

銀行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同業互評問卷 
 

 A (5 分) 

表現優良 

B (4 分) 

表現良好 

C (3 分) 

表現普通 

D (2 分) 

有待加強 

E (1 分) 

急需改善 

臺 灣 銀 行      

台北富邦銀行      

高 雄 銀 行      

臺灣土地銀行      

合庫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兆豐國際商銀      

國泰世華銀行      

花旗(台灣)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遠東國際商銀      

元大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銀      

日盛國際商銀      

安泰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      

匯豐(台灣)銀行      

台灣新光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銀      

渣打國際商銀      

台中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全國農業金庫      

瑞興商業銀行      

星展(台灣)銀行      

澳盛(台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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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教授鈞鑒: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與台灣金融教育協會於近期內進行銀行國際競爭力

評比研究計畫。評比項目中包含銀行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項目。請您對下列各銀

行整體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包括領導者遠見與經營策略(含政策執行力與企業社

會責任)以及國際市場發展能力予以評價並在以下適當欄位中打 V。本問卷採匿

名方式，敬請教授於6/24 (二)前以電子郵件回函至ntucsbf@ntu.edu.tw。謝謝。 
 

銀行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專家學者評審問卷 
 

 A (5 分) 

表現優良 

B (4 分) 

表現良好 

C (3 分) 

表現普通 

D (2 分) 

有待加強 

E (1 分) 

急需改善 

臺 灣 銀 行      

台北富邦銀行      

高 雄 銀 行      

臺灣土地銀行      

合庫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兆豐國際商銀      

國泰世華銀行      

花旗(台灣)銀行      

上海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遠東國際商銀      

元大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銀      

日盛國際商銀      

安泰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      

匯豐(台灣)銀行      

台灣新光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銀      

渣打國際商銀      

台中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全國農業金庫      

瑞興商業銀行      

星展(台灣)銀行      

澳盛(台灣)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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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國際市場發展能力調查表 
 

敬愛的銀行人資長 鈞鑒: 

 

     台灣大學金融研究中心與台灣金融教育協會於近期內進行銀行國際競爭力

評比研究計畫。評比項目中包含銀行非財務性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市場發展能力

(其中又以銀行員工的國際金融專業度最重要)。銀行員工的國際金融專業度主要

以銀行員工持有的國際金融證照包括 CFA,AFMA,FRM 及 CAMS 的總數量來衡量。 

     此外,貴行對現有員工取得國際金融證照獎勵度以及貴行招聘新員工對國

際金融證照重視度的評審,主要依據貴行的網頁公告內容,也請人資長在以下適

當欄位中填寫。敬請人資長將以上資料於6/24 (二)前以電子郵件回函至ntucsbf 

@ntu.edu.tw。倘若貴行未回覆，則貴行金融證照通過人數將以 0位計算。謝謝! 

 

銀行名稱：                             
 

證照簡稱 證照全稱 貴行持有張數 

CFA 特許金融分析師 張 

AFMA 高級金融管理師 (含 FMA,FMA+,CFMA) 張 

FRM 金融風險管理師(PI,PII) 張 

CAMS 洗錢防制師 張 

員工持有國際金融證照 CFA/AFMA/FRM/CAMS 證書總數  0.60 

銀行對現有員工取得 CFA 

國際金融證照的獎勵度 
 0.08 

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取得 CFA 

國際金融證照的重視度 
 0.08 

銀行對現有員工取得 AFMA 

國際金融證照的獎勵度 
 0.08 

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取得 AFMA 

國際金融證照的重視度 
 0.08 

銀行對現有員工取得 FRM 

國際金融證照的獎勵度 
 0.02 

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取得 FRM 

國際金融證照的重視度 
 0.02 

銀行對現有員工取得 CAMS 

國際金融證照的獎勵度 
 0.02 

銀行招聘新員工對取得 CAMS 

國際金融證照的重視度 
 0.02 

 

                      銀行人資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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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比結果: 

中信銀奪冠 

2017 年底，中國信託商銀的資本適足率高達 16.18%，財務結構

穩健，在財務結構及償債能力項目中排行第四。經營能力方面，中國

信託商銀有 400 多萬張的有效信用卡，加上優質的服務，2017 年共

創造了近300億(297億)的手續費收入。手續費占淨收益比重高達38%，

遠高於同業平均 21%，使中國信託商銀在經營能力項目排行第三名。

獲利能力受惠於與統一超商合作，取得的資金成本較低。資產面則因

海外據點(包含 OBU)的利率較高，貢獻了整體獲利的一半，使稅前 ROA

達 1.20%，稅前 ROE 達 12.80%，使中國信託商銀在獲利能力項目排行

第四名。規模與成長性方面，中國信託商銀排名第二。整體而言，中

國信託商銀在財務與非財務指標中排名第一。 
 

在「正派經營」、「親切服務」的經營理念下，中國信託銀行締造

許多令人驕傲的創新服務，例如：發行臺灣第一張信用卡、成立第一

家銀行客服中心、首創臺外幣兌換機等。憑藉不斷精進與創新求變的

精神，持續領先金融同業。2017年合併資產規模達新臺幣 3.76兆元，

高居臺灣所有民營銀行之冠，銀行品牌價值連續五年蟬聯臺灣銀行業

第一名。 

 

前後兩次由原花旗銀行高階主管陳聖德及利明獻，帶領花旗銀行

人馬進駐中國信託銀行，將外商的經營管理策略導入中國信託銀行，

使中信銀行的競爭力大幅提升，並獲得「小花旗」的稱號。除了財務

績效以外，中國信託銀行也善盡社會責任及發展嚴密的內控制度，而

這些非財務項目的努力，最終都會反應在財務績效上。數位方面，中

信積極推動數位金融，2016 年成立區塊鏈實驗室並加入 R3 區塊鏈聯

盟，2018 年 3 月挖腳 IBM 台灣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總經理

賈景光出任任中信技術長，同年 4 月推出 Home Bank APP，至今已達

220 萬客戶。此外，亦將金融服務串連至通訊軟體 LINE，只要刷卡就

可從 LINE 上收到訊息，fb 臉書粉絲團人數亦為同業第一。2018 年 3

月，IDC 將亞洲最佳銀行頒給中信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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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銀緊追在後 

京城商業銀行前身為台南區中小企業銀行，係由台南區合會儲蓄

公司改制而成。「京城」寓意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代表新注入

的服務精神；並於正式更名後，啟用新的企業識別系統為台南市花－

「鳳凰樹」，象徵本行立足府城、花開全台。 

歷 經 六 十 餘 年 之 發 展 ， 京 城 銀 實 收 資 本 額 為 新 台 幣

11,512,342,650 元；為拓展經營範圍，民國 84 年設立台北分行，為

本行第一家跨區經營之分行，隨後配合主管機關解除中小企業銀行跨

區遷移之限制，陸續遷移部份分行至國內各大都會區，目前共有 67

個營業單位(含 OBU)，員工人數逾 900 人。 

京城銀是一家很不一樣的銀行，消金業務占比約 1 成左右，並直

接放棄信用卡業務，將重點放在企業金融與債券投資。一般的銀行將

吸收的存款貸放出去，但京城銀行卻選擇將大額的資金購買債券，債

券種類包含本國及國外債券。京城銀行所購買的債券，95%以上都是

投資等級的債券，藉由分散投資美洲、亞洲、歐洲、中東，以及公用

事業、原物料、金融機構、能源等不同產業的方式，來降低投資風險。 

由於京城銀規模不大，分行家數不多，又沒有金控其他事業群的

奧援，因此京城銀行試著走出自己的道路。藉由提高自有資本比率，

以增加風險的承擔能力。將資金拿去購買海外債券，雖然要承受信用

風險與匯率風險，但海外債的收益率超過 5%，因此 2017 年京城銀行

的存放款利差為 2.17%，高於同業平均的 1.37% 

由於京城銀行慎選優質客戶，將多餘資金拿去購買債券，而且企

業金融的違約比率本來就比消費金融低，加上京城銀行採取保守的會

計政策，發生呆帳就盡快打銷，並提列適當的準備，因此京城銀行的

逾放比率僅 0.02%，備抵呆帳覆蓋率高達 6,394%，使京城銀行在經營

能力的項目排名第一。 

由於京城銀行的策略為用充足的資本去承擔投資風險，受惠於海

外債券的高殖利率，使京城銀行的稅前 ROE 高達 18.35%，獲利居同

業之冠。在財務結構及償債能力、經營能力、獲利能力的項目中分別

排名第二名、第一名、第一名，整體排名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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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最受同業及專家信賴 

玉山商業銀行由黃永仁先生發起成立，是一家沒有財團背景，沒

有政府支持，完全由專業經理人經營的商業銀行。透過策略選擇與制

度設計，玉山銀行迅速竄起，不但在公司治理層面連續 4 年獲得證券

交易所公告前 5%企業的殊榮，財務績效在整體台灣的銀行業中排名

第?名，表現非凡。 

2017 年玉山銀行的淨收益中，手續費占比為 35%，其中財富管理

業務占 5 成，信用卡業務占 3 成。手續費占比高的原因，來自玉山銀

行的服務品質。玉山銀行的新人必須參加一個月密集的「文化訓」課

程，將服務的使命灌輸到每位行員的潛意識中，並首創「大廳接待員

制度」，由戴著白手套的行員站在門口鞠躬問好，引領客戶進入大廳。 

目前大廳接待員制度雖被其他銀行仿效，但玉山銀行的績效獎懲

制度，卻是獨樹一格。玉山銀行沒有個人的季業績獎金，而是強調整

體的團隊合作，部門間彼此協調支援，運用團隊的力量進行跨售交叉

行銷，讓客戶享受一站購足的便利服務。 

由於與眾不同的企業特質與文化， 用心培訓每一位員工，透過

共同實踐用「心」服務的承諾，加上致力提供金融創新，這兩項不可

替代且不可模仿的核心競爭力，逐漸在財務面向上看出成效。近年來

玉山銀行的獲利能力不斷成長，經營績效持續提升，整體排名大幅進

步，2017 年排名第?名。 

每年道瓊永續指數都會因應國際 ESG 趨勢增加及調整評比項目，

今年特別增加人權(Human Rights)、政策影響(Policy Influence)

及外部性衡量(Impact Measurement & Valuation)等類別項目。玉山

是少數台灣金融業有入選 DJSI 道瓊永續指數的金融機構，玉山在所

有 25 個類別表現皆高於業界平均，特別在人力資源管理及誠信經營

這 2 項獲得全球最高分滿分的肯定，顯示玉山長期秉持誠信經營，持

續精進人力資源，已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2017 年底，玉山銀行有 321 萬張的有效信用卡，在業界排名第三

名，加上「大廳接待員制度」的高品質服務，2017 年共創造了 148

億元的手續費收入。手續費占淨收益比重高達 35%，遠高於同業平均

21%，使玉山銀行在經營能力項目排行第四名。 

在非財務績效方面，在董事長與總經理的同業互評當中，玉山銀

行獲得 4.84 分的最高分，滿分為 5 分，學者教授也給玉山銀行 4.75

分的最高分，代表玉山銀行的經營策略備受業界與專家肯定。綜合各

項指標，玉山銀行在整體財務及非財務績效指標排行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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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銀行敬陪末座 

華泰銀則因資產品質不佳，逾放比率高達 1.8%，居同業之冠，導

致經營能力項目排名最後。獲利能力方面，由於資產品質不佳，呆帳

費用吃掉 3/4 的淨收益，加上營業費用，華泰銀 2017 年虧損 12 億，

是唯一ㄧ家虧損的銀行，導致華泰銀在整體排名中敬陪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