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 H101021 商業銀行業

● H101041 信託投資公司業

● H101051 工業銀行業

● H101061 農業銀行業

● H101081 中小企業銀行業

● H101091 不動產信用銀行業

● H102011 票券金融業

● H104011 信用卡業

● H105011 信託業

● H107011 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機構 ● H101991 其他銀行業

● H801011 金融控股公司業

● HZ02031 公正第三人資產拍賣業務

● HZ03011 金融資產證券化特殊目的公司業

● HZ05011 電子票證業

● HZ06011 電子支付業

公司登記前
應先經許可
之登記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受理許可
營業項目說明 申請之機關

法規依據

備註

H101021

金融監督管 設立、認許、新增

銀行法第 53、54、117 條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商業銀行業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銀行法第 57 條

行局

2. 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3.商業銀行向金管會申請

分公司撤銷

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

合併（備註 3）

銀行法第 58 條

紀人業務，並於獲准兼營

公司名稱變更

合併其保險代理人或保險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經紀人子公司等個案，其

公司所在地變更

合併行為尚無銀行法第

解散

銀行法第 61、66 條

58 條及金融機構合併法
之適用。（金監督管理委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員會 105 年 7 月 25 日金
管銀法字第 10500177190
號函）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外商在台分公司設立

銀行法第 117 條、外國銀

外商在台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行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

外商在台營運資金增加、減少

立及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外商在台訴訟及非訴訟代理人變更

3 條、第 5 條、第 6 條、

外商在台分公司撤銷

第 8 條、第 10 條、第 11

外商在台代表人辦事處設立

條、第 23 條

外商在台代表人辦事處所在地變更
外商在台辦事處代表人變更

1
1080521 修正

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公司登記前
應先經許可
之登記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受理許可
營業項目說明 申請之機關

法規依據

備註

外商在台代表人辦事處撤銷

H10104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信託投資公司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業

行局

銀行法第 53、54 條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銀行法第 57 條

2.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合併

銀行法第 58 條

公司名稱變更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解散

銀行法第 61、66 條

H10105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銀行法第 53、54 條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工業銀行業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銀行法第 57 條

2 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行局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合併

銀行法第 58 條

公司名稱變更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解散

銀行法第 61、66 條

H10106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銀行法第 53、54 條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農業銀行業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銀行法第 57 條

2. 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行局

專業經營。

分公司撤銷
2

1080521 修正

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公司登記前
應先經許可
之登記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受理許可
營業項目說明 申請之機關

法規依據

備註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合併

銀行法第 58 條

公司名稱變更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解散
H101081

銀行法第 61、66 條

金融監督管 設立、認許、新增

中小企業銀行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業

行局

銀行法第 53、54 條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銀行法第 57 條

2. 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合併

銀行法第 58 條

公司名稱變更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解散
H101091

銀行法第 61、66 條

金融監督管 設立、認許、新增

不動產信用銀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行業

行局

銀行法第 53、54 條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銀行法第 57 條

2. 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3
1080521 修正

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公司登記前
應先經許可
之登記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受理許可
營業項目說明 申請之機關

法規依據

合併

備註

銀行法第 58 條

公司名稱變更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解散
H102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票券金融業

理委員會銀
行局

銀行法第 61、66 條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13 條

分公司設立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16 條

1.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2.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公司名稱變更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19 條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票券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
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2 項

H104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信用卡業

理委員會銀

第 4、5、9 條

行局

公司名稱變更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代表公司負責人變更

第 11 條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公司所在地變更

第 11、36 條

變更公司章程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2. 限專業經營

第 36 條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分公司設立

第 12 條

分公司撤銷
解散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第 16 條

H105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信託業法第 10 條、銀行

1.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信託業

理委員會銀

法第 53、54 條

2.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行局

分公司設立

信託業法第 13 條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4
1080521 修正

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公司登記前
應先經許可
之登記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受理許可
營業項目說明 申請之機關

法規依據

合併

信託業法第 15 條、銀行

公司名稱變更

法第 58 條

備註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解散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信託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
條件暨經營與管理人員應
具備信託專門學識或經驗
準則第 3 條第 4 項

H107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授權訂定之短期票券集中

短期票券集中 理委員會銀

保管結算機構許可及管理

保管結算機構 行局

辦法第 13 條

H101991

金融監督管 設立、認許、新增

銀行法第 53、54 條

其他銀行業

理委員會銀 分公司設立

銀行法第 57 條

行局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2..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分公司所在地變更
分公司撤銷
合併

銀行法第 58 條

公司名稱變更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司所在地變更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
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
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解散
H801011

銀行法第 61 條、第 62 條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8、13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金融控股公司 理委員會銀
業

行局

條
公司名稱變更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8 條、

修正章程

第 14 條

2..公司名稱標明專業且限
專業經營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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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公司登記前
應先經許可
之登記項目

營業項目代碼 受理許可
營業項目說明 申請之機關

法規依據

備註

公司所在地變更
經理人委任(總經理)

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
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負責人
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
則第 5 條第 2 項

HZ02031

合併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18 條

解散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0 條

金融監督管 設立、認許、新增

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公正第三人資 理委員會銀
產拍賣業務

行局

拍賣程序辦法第 3、6 條
增資（發行新股）、減資

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
拍賣程序辦法第 4 條

HZ03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56 1. 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金融資產證券 理委員會銀
化特殊目的公 行局

條
修正章程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95

司業

2. 公司名稱中標明特殊目
的公司之字樣

條
解散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96
條

HZ05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1.限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票證業

理委員會銀

7、9 條

2. 限專業經營。

行局
HZ06011

金融監督管 設立、新增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限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支付業

理委員會銀

3、12 條

2. 限專業經營。

行局

6
1080521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