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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易經第十三卦：天火同人。卦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

貞。」 

主其事者應洞悉金融改革之先機，文明以行金融監理、中正而應金融

風險，則金融危機並不足懼；若沉醉於短期榮景，則吉中藏凶，金融潰敗

之象隱現，終將繁華落盡。 

所謂金融監理（financial supervision），係指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

金融活動所為之監督及管理
1
。金融機構本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憲法第

149 條），但鑒於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進行金融監督及金融檢查，不僅可能

管制金融機構之經營活動，且通常會限制金融機構之營業自由，基於依法

行政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法治國家要求，自應因應金融環境之變遷，持

續進行金融立法之動態工程，於管制（regulation）、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及再管制（reregulation）之管制循環間謀求最佳模式，兼顧防弊及興利。

申言之，不僅應以成文法（written norms）作為重要之監理工具，建立體

系完備之誡命及監控規範，以資防弊；尚應檢討不合時宜之金融法規，立

法解除不符成本效益之管制措施，以期興利。 

第 1節  金融監理之目的及意涵 

觀諸金融監理之主要目的，一則在於穩定金融體系，對金融機構施以

審慎監理，避免金融危機之發生
2
；二則應採取完善之金融監督技術，嚴密

監控金融機構之營業活動，以保護消費者或投資人權益
3
；三則係維持金融

體系及市場價格之誠信
4
。簡言之，金融監理之目的，則在於維持金融穩

定、公平分配資源、追求經營效率及保障投資人或消費者之權益。 

就金融監理之具體內涵而言，除包括主管機關之金融監督（financial 

                                                      
1  參閱蕭文生，金融監理法制化之研究—以德國法為參考，經社法制論叢第 25 期，2000

年 1 月，頁 30；王文宇，金融法制與金融監理，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 期，2004 年 7 月，

頁 149。 
2  See John Eatwell & Lance Taylor, Global Finance at Risk: The Case for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19, 197 (New Press; Reprint edition, 2001). 
3  See Wendy Lee Gramm & Gerald D. Gay, Ready-Fire-Aim: An Antidote to Derivative Regulation 

by Anecdote, in ROBERT J. SCHWARTZ & CLIFFORD W. SMITH, Jr. eds., DERIVATIVES HANDBOOK: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433- 434 (Wiley, 1997). 

4  Id. at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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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illance）、金融檢查（financial examination）及行政調查（administra-

tive investigation）等主要層面外，並包含主管機關應依所擬定之金融政

策，積極從事金融改革及金融立法。觀諸我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職

權，主要包括：1. 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2. 金融法令之擬訂、修正及廢

止。3. 金融機構之設立、撤銷、廢止、變更、合併、停業、解散、業務範

圍核定等監督及管理。4. 金融市場之發展、監督及管理。5. 金融機構之檢

查。6. 公開發行公司與證券市場相關事項之檢查。7. 金融涉外事項。8. 金

融消費者保護。9. 違反金融相關法令之取締、處分及處理。10. 金融監督、

管理及檢查相關統計資料之蒐集、彙整及分析。11. 其他有關金融之監督、

管理及檢查事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3 條）。可見其金融監理之

具體權限，涵蓋金融政策、金融監督、金融檢查、金融改革及金融立法等

層面。 

第 1項  金融監督 
金融機構之業務種類繁多，交易數量龐大，主管機關應採用適當之監

理工具或監理技術，進行有效之金融監督及管理。一般而言，主管機關監

督金融機構營業活動之範圍，包括人事監控、業務監控及財務監控。其

中，若屬重大之人事、業務或財務等事項，基於審慎監理原則之要求，通

常會採取事前監督之方法，進行形式或實質之審查。亦即，金融機構應事

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核准或核定，否則不得擅自為之。 

主管機關可能藉由金融檢查、監理資料之申報或檢舉等方法，主動或

被動發現金融機構之違法行為，並採取適當之取締、處分及處理措施。就

主管機關之取締、處分及處理之權限而言，主要包括緊急處分、行政裁

罰、命接管或監管、命補足資本、命處分資產或股份等重大權限。其中，

所稱緊急處分權，係指金融機構如有違反法令、章程或有礙健全經營之虞

時，主管機關除得予以糾正、限期令其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而為

各種緊急處分（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4 條；銀行法第 61 條之 1；票券金融

管理法第 51 條；信託業法第 44 條；保險法第 149 條；證券交易法第 66

條；期貨交易法第 100 條），以達有效管理之目標，並防止違法情事之繼續

擴大或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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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  金融檢查 vs.行政調查 
主管機關藉由金融檢查權及行政調查權之行使，可主動發覺金融機構

是否遵法經營，實為進行事後監督之重要行政手段。一般而言，主管機關

對於金融機構之財務或業務事項行使金融檢查權或行政調查權時，亦得行

使資料調閱權或詢問權。實務上，金融檢查權或行政調查權與資料調閱權

間通常具有目的及手段之關係，主管機關為行使金融檢查或行政調查，自

得命金融機構提報相關資料及報告。 

壹、金融檢查權之法制基礎 

一、金融檢查權之歸屬 

（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設檢查局，負責規劃、執行金融機構之監督及檢

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 4 條第 4 款）。基本上，各種金融業法對

於主管機關之金融檢查權皆設有明文，以符合依法行政之要求。又因主管

機關囿於檢查人力及物力之限制，為講求檢查時效，亦得以金融機構之費

用，指定會計師或其他專門職業人員協助進行金融檢查。應注意者，主管

機關依法指定或委託會計師或其他專門職業人員辦理對金融機構及發行人

檢查或查核作業時，不論係以權限委託或行政助手方式為之，均無不可
5
。

茲分論如下： 

1. 為確保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健全經營，主管機關得令金融控

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於限期內提供相關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資

料，並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業

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52 條第 1 項）。又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得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前項檢查事項，並向主管機關據

實提出報告；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所需費用由金融控股公司負擔（金

融控股公司法第 52 條第 2 項）。亦即，主管機關得對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

公司行使檢查權及資料調閱權。 

                                                      
5  參閱法務部民國 95 年 9 月 8 日法律字第 095003338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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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關，或令地方主管機關派

員，檢查銀行或其他關係人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銀行或其

他關係人於限期內據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

（銀行法第 45 條第 1 項）。又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就前項規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中央主

管機關據實提出報告，其費用由銀行負擔（銀行法第 45 條第 2 項）。因

此，主管機關為行使金融監理之權限，並得對銀行或其他關係人行使檢查

權及資料調閱權。 

3.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檢查票券商或其關係人之

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45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

於必要時，得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前項規定事項之檢查，並向主

管機關據實提出報告；其費用，由票券商負擔（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45 條第

2項）。因此，主管機關得對票券商或其他關係人行使檢查權。 

4. 主管機關對信託業之檢查，或令其提報相關資料及報告，準用銀行

法第 45 條規定（信託業法第 42 條第 1 項）。因此，主管機關得對信託業行

使檢查權及資料調閱權。 

5.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令保險業於

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保險法第 148 條第 1 項）。就執行檢查而言，主管機

關得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擔任；其費用，由受檢查之保險業負擔

（保險法第 148 條第 2 項）。又檢查人員執行其職務時，得為下列行為，保

險業負責人及相關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1）令保險業提供第 148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各項書表，並提出證明文件、單據、表冊及有關資料。

（2）詢問保險業相關業務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3）評估保險業資產及負

債（保險法第 148 條第 3 項）。檢查人員執行職務時，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必要，於取得主管機關許可後，得為下列行為：（1）要求受檢查保險業

之關係企業提供財務報告，或檢查其有關之帳冊、文件，或向其有關之職

員詢問。（2）向其他金融機構查核該保險業與其關係企業及涉嫌為其利用

名義交易者之交易資料（保險法第 148 條第 4 項）。由此觀之，主管機關不

僅得對保險業行使檢查權及資料調閱權，且對於保險業負責人及相關人員

得行使詢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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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管機關為有價證券募集或發行之核准，因保護公益或投資人利

益，對發行人、證券承銷商或其他關係人，得命令其提出參考或報告資

料，並得直接檢查其有關書表、帳冊（證券交易法第 38 條第 1 項）。有價

證券發行後，主管機關得隨時命令發行人提出財務、業務報告或直接檢查

財務、業務狀況（證券交易法第 38 條第 2 項）。又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

得隨時指定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檢查發行

人、證券承銷商或其他關係人之財務、業務狀況及有關書表、帳冊，並向

主管機關提出報告或表示意見，其費用由被檢查人負擔（證券交易法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繼續 1 年以上，持有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 以上股份之股東，對特定事項認

有重大損害公司股東權益時，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申請主

管機關就發行人之特定事項或有關書表、帳冊進行檢查，主管機關認有必

要時，依前項規定辦理（證券交易法第 38 條之 1 第 2 項）。應注意者，證

券交易法第 38 條第 1 項係有關證券發行市場之管理規定，其規範範圍在於

有價證券募集或發行之核准；且其適用對象包括發行人、第一上市（櫃）

及興櫃外國公司、第二上市（櫃）外國公司、證券承銷商或其他關係人

（證券交易法第 165 條之 1、第 165 條之 2 準用第 38 條）。問題在於，鑒

於我國於 1988 年 1 月 29 日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時，已兼採申請

核准制與申報生效制；且 2006 年 1 月 11 日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

時，已單採申報生效制，故主管機關於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

行使檢查權時，似不必拘泥於該條項所稱「核准」之文字，解釋上應得對

於有價證券募集或發行之申報生效案件行使檢查權。至於證券交易法第 38

條第 2 項係有關流通市場之管理規定，其適用對象包括發行人、第一上市

（櫃）及興櫃外國公司、第二上市（櫃）外國公司及證券服務事業（證券

交易法第 18 條之 1 第 1 項、第 165 條之 1、第 165 條之 2 準用第 38

條）
6
，具有補充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有關繼續公開制度及即時公開制度之

功能。又主管機關為保護公益或投資人利益，得隨時命令證券商或證券交

易所提出財務或業務之報告資料，或檢查其營業、財產、帳簿、書類或其

他有關物件；如發現有違反法令之重大嫌疑者，並得封存或調取其有關證

                                                      
6  參閱林國全，證券交易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0 年 9 月，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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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證券交易法第 64 條、第 162 條）。因此，主管機關尚得對證券商或證

券交易所行使檢查權及資料調閱權。 

7. 主管機關為保障公益或維護市場秩序，得隨時命令期貨交易所、期

貨結算機構、期貨業、同業公會或與其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關係人，提出

財務或業務報告資料，或檢查其營業、財產、帳簿、書類或其他有關物

件；如發現有違反法令之重大嫌疑者，並得封存或調取其有關證件（期貨

交易法第 98 條第 1 項）。至於關係人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定之（期貨交易

法第 98 條第 2 項）。又主管機關為維護公眾利益或市場秩序，對於有違反

本法行為之虞者，得要求期貨交易之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示有關帳

簿、文據或通知有關人員到達辦公處所說明；其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期貨交易法第 99 條第 1 項）。申言之，主管機關得對期貨交易所、期

貨結算機構、期貨業、同業公會或與其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關係人行使檢

查權及資料調閱權。應注意者，被請求人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依法

得為辯護之人到場（期貨交易法第 99條第 2項）。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我國早期對存貸（儲貸）金融體系之分類，主要分為一般金融與基層

金融，但於 2003 年 7 月 23 日制定公布農業金融法後，則應區分為一般金

融與農業金融。其中農業金融事業，則包括全國農業金庫、農會信用部及

漁會信用部。 

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理業務，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金融監理機關或金融

檢查機構辦理（農業金融法第 7 條第 1 項）。目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農業

金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係委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為辦理金融檢

查。至於農業金融之監理業務，則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負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組織條例第 2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檢查全國農業金庫、信用部或其他關係人之

業務、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或令該金庫、信用部或其他關係人於限期內

據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農業金融法第 7 條

第 2 項）。又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就前項

所定應行檢查事項、報表或資料予以查核，並向中央主管機關據實提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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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其費用，由該金庫或信用部負擔（農業金融法第 7 條第 3 項）。由此觀

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得行使檢查權及資料調閱權。 

（三）中央銀行 

就中央銀行之金融檢查權而言，乃依中央銀行法所賦予之職責，於必

要時，得辦理金融機構業務之查核及各該機構與中央銀行法第 3 章規定有

關業務之專案檢查；並得要求其於限期內據實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

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中央銀行法第 38 條第 1 項）。詳言之，中央銀行具

有訂定及執行貨幣、信用及外匯政策之法定職責，並達成促進金融穩定、

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幣值穩定等法定經營目標，自應掌握充分、即時之金

融資訊，以供決策參考。另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制度之改革，並與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辦理之金融檢查相區隔，中央銀行原則上不再辦理金融機構

之一般檢查，亦不再受託辦理金融檢查。惟於下列情形，中央銀行本於職

責及業務上之需求，仍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報告或金融機構提報

之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對金融機構業務辦理查核

之必要：1. 金融機構之經營可能影響金融體系穩定或支付系統安全與效

率。2. 中央銀行主管之貨幣、外匯或債券等市場出現異常交易。3. 中央銀

行於決定是否提供金融機構融通或採行各項金融調節措施前。4. 依中央銀

行報表稽核分析結果或對金融機構缺失導正過程，有必要進一步瞭解或覆

查。5. 其他為瞭解金融機構對該行貨幣、信用、外匯政策遵循情形。 

此外，為瞭解各金融機構對中央銀行相關規定及政策是否遵循及配

合，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報告內容未予涵蓋或檢查時間、報告內容

不能切合中央銀行需要時，中央銀行亦有必要對金融機構就中央銀行法第

3章規定之有關業務辦理專案檢查。 

（四）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目前我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並非獨立性機關，原則上不得對要保機構

行使金融檢查權，但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履行其保險責任，係屬金融監理之

一環，具公益特性，為使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得因應覆核保費基數、控制承

保風險及履行保險責任之需，應賦予其具有查核權，並明定其查核時機、

方式及對象。具體而言，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得對要保機構辦理下列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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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1. 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及第 23 條第 1 項所定電子資料檔案建置內

容。2. 是否有應終止要保契約情事。3. 履行保險責任前要保機構之資產及

負債。4. 停業要保機構及依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提供財務協助之問題要保機

構違法失職人員財產資料及民事責任追償（存款保險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又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第 4 款規定查核時，

如要保機構與其從屬金融控股公司、該控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或農會、漁

會非信用部門，有不當資金移轉或財產交易，致有損及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金之虞時，存保公司得報經主管機關或農業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對其所

從屬金融控股公司、該控股公司之其他子公司或農會、漁會非信用部門查

核（存款保險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第 24 條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之查核時，得向政府機關（構）、金融機構或有價證券集中保管

機構索取或閱覽相關財產及戶籍等資料（存款保險條例第 24條第 3項）。 

二、金融檢查之方式、目標及特色 

所謂金融檢查，性質上為事後監督，實務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係採

取實地檢查（on-site examination）、報表稽核（off-site examination）及業

務座談等方式。相對地，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則以實地檢查為

主，並以下列方式行之：1. 直接檢查：由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派員編

組持證前往受檢機構採取機動方式之檢查。2. 會同檢查：會同有關機關派

員檢查
7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設定之檢查目標，主要如下：1. 評估金融機構

業務經營方針、風險管理制度、法令遵循、消費者保護及配合政府政策情

形。2. 評估金融機構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盈利狀況、流動

性等財務業務情形。3. 督促金融機構確實改善檢查缺失及追蹤其改善情

形，並由金融機構業務運作中檢討現行法令適用疑義，提出修正建議事

項。其中，所稱評估金融機構之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盈利

狀況、流動性等財務業務情形，即是導入 CAMELs 之適格銀行理念，並加

入以風險控管為判定基準之敏感度觀念（sensitivity），而以 CAMELs 為評

估指標。 

                                                      
7  參閱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業務要點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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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所實施之金融檢查制度而言，在制度革新上有下列二項措施，

別具特色： 

1. 差異化檢查機制。為鼓勵金融業者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檢查局自

2009 年起針對本國銀行實施差異化檢查機制，藉由金融檢查評等及報表申

報資訊系統之綜合運用，並考量法規遵循重大缺失等例外管理事項，規劃

建立綜合評等，將銀行區分為不同風險等級，並配合對其內部稽核工作之

考評結果，透過調整檢查週期及採行檢查深度差異化措施，實施分級管

理。 

2. 本國銀行檢查評等制度。為落實風險導向檢查機制，檢查局建置完

成本國銀行檢查評等制度，並於 2011 年起實施。本國銀行檢查評等係透過

財務健全度、法令遵循、消費者保護及風險管理等 4 個面向之評估，呈現

受檢銀行對監理機關關注事項之執行情形，評等結果區分為 5 級（A~E

級，A 最佳、E 最差），藉由量化之檢查評等等級，反映銀行整體經營健全

度，並透過該制度之實施，有效引導檢查人員加強對銀行整體經營管理制

度之評估，以達風險聚焦之檢查效果
8
。 

（一）實地檢查 

所謂實地檢查，指直接派員或會同有關機構派員辦理實地檢查，又可

分為一般檢查、專案檢查及受託檢查。一般檢查係對財務、業務及整體營

運情形辦理以風險導向為重心之檢查；專案檢查則係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

監理需要，對特定金融機構、特定業務或項目之檢查；受託檢查是依據農

業金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金融監理機關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委

託，辦理農漁會信用部及農業金庫金融檢查。實地檢查為金融監理最重要

之手段，不僅可具體掌握銀行經營狀況、監督銀行之曝險程度，亦可早期

發現問題銀行。 

在金融實務上，金融主管機關主要係對銀行經營之項目進行檢查，並

分別製作檢查表，其後再撰寫金融檢查報告（bank examination reports）。

若以對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檢查為例，主要針對下列項目進行檢查：1. 財

                                                      
8  參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available at http://www.feb.gov.tw/ch/home.jsp?id=18&parent

path=0,4 (last visited on August 6,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