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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國城的華爾街

文/鄔逸卉

華資銀行在休士頓

現況與展望

首都銀行Metro Bank,N.A.
首都完成加州第一銀行併購

首都銀行於1987年成立，由董事長王敦正和總裁

戴建民帶領一些有遠見創建者成立的銀行，首都控

股公司著重在德州發展，從起頭的三百萬的資產發

展到2005年6月30日報公佈的九億九百二十萬美元的

資產。

首都控股公司於2005年6月30日的數據報告，總

資產到了九億九百二十萬美元，該控股公司是透過

子公司首都銀行提供了商業和個人全方位的銀行服

務。首都控股公司有15家全面服務性的銀行，11家

在大休士頓都會區，二家在達拉斯，另外二家在加

州，併購第一銀行之後，首都控股公司變成總部在

德州的華資銀行中最大的獨立股票交換上市公司。

首都銀行控股公司，耐司達克MCBI亦是首都銀

行的母公司10月13日宣佈，併購加州聖地牙哥市的

第一銀行的併購手續正式完成，現金部份總達三千

七百四十萬美元。第一銀行是隸屬加州的銀行，據

2005年6月30日的報告，其資產已到一億八千萬美

元，共有二家分行，分別在聖地牙哥、洛杉磯，該

銀行的服務對象與休士頓首都銀行類似，主要是以

亞裔客戶為主。併購之後，第一銀行仍舊持用原有

的名字，但新組成的董事會將由首都控股公司執行

副董事長，兼總裁及執行長的李敏通擔任新成立的

董事會董事長一職。

李敏通表示，第一銀行的併購是經過周密的考

慮及詳細的籌劃進行，為了擴充德州地區以外的業

八零年代起，休士頓華人開始經營
銀行，以親切的態度，相通的語言
吸引僑胞，開闢出一片江山。

▲執行長李敏通介紹Mitchell W. Kitayama執行副總裁，並兼任第
一銀行的執行長及副董事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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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董事會經過長久的觀察並認同加州確有市場利

潤的存在價值後，非常的小心進行併購，在位置效

應考量中完全考慮以原有的既得利益的策略而行。

美南銀行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已有分行設於糖城和中城，十月份將在達拉斯成

立第三個分行，員工總數有六十多人。

即將在十一月份慶祝成立八週年的美南銀行，現

有資產一億九千萬元，放款率高達93％。

小銀行創造高利潤

小型銀行靠服務取勝，創造出高利潤，美南銀行

市場部副總裁蔡正驊說，以規模來講他們比不上大

銀行，但以人力和資產相較評比，卻能創造出最有

效率的工作績效。

美南銀行寬敞新穎的大廳很少看到大排長龍的隊

▲ 西南區中國城內已有超過十二家華洋銀行，金融交易空前熱烈。

首都銀行 X 檔案

   
首都銀行，成立於1987年，致力於中小企業和商家
為主客戶的策略，先從亞裔市場著手，進而跨入西
裔市場，菲裔Ed.Tioseco為第一任總裁。1998年首都
銀行控股公司股票在NASDAQ上市 ，為德州第一
家股票上市的亞裔獨資銀行，首都銀行在休士頓有
11家分行，達拉斯2家，加州2家。

▲左起執行長歐文斯，董事長李昭寬，董事曹桂卿，信用管理副總裁加
利、市場部副總裁蔡正驊，財務副總裁藍格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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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蔡正驊說，這是因為行員以最快速度為客戶辦

理存貸款手續，客人來到這裡不需要冗長等待，很

快就可以辦完事情。多年貸款經驗，他認為溝通技

巧相當重要，因為以前當老師，他有耐心對客人解

說相關內容付費項目充份說明，才不會在最後付款

關頭發生疑或不愉快，因為他充份了解錢都花在那

裡。

此外美南銀行不斷推出新產品，希望為客戶提

供多元化服務，例如健康醫療保險存款帳戶、Club 

Account，此外銀行最近展開員工全面在職訓練，一

方面將新觀念帶給行員，另外的目的是希望人員除

了對本身工作加注新知識，也能夠對其他相關業務

有一定程度了解，適時可以補位。

恆豐銀行American First Na-
tional Bank

充分發揮團隊合作

目前有三個分行，員工總數72人，資產2億7千萬

元。

談及華資銀行與美國主流銀行的競爭，恆豐銀行

副總裁方海妮表示，華資銀行以服務取勝，所有銀

行資訊集中在同個辦公室，當一位客戶進來，他需

要存款、貸款和國際貿易的信用狀，在她的銀行裡

就可以立即展開同時服務，表現出高效率的專業精

神，曾經在美國銀行工作的方海妮指出，主流銀

行的各部門辦公室有的不設在同一地點，如果要辦

二個不同的業務就要花較久的時間，但是休士頓的

華資銀行集中在百利大道上 ，以社區銀行的姿態服

務客戶，事事講求效率，站在客戶的角度設想，因

此受到客人歡迎。

恆豐銀行在1998年成立，董事長吳文龍即以社區

銀行為宗旨展開業務，由當初的38人開始，每人都

有多年豐富經驗，尤其有成熟的人脈，方海妮說，

恆豐的基本文化即是〞貼心服務，考慮週到〞。

中國經濟的崛起，購買力躍增，對此地華資銀行

有帶動作用，方海妮表示，未來華資銀行仍有相當

的發展空間，因為文化背景不同，華資銀行與美國

主流銀行各有其市場區隔，從前不被主流所重視的

這塊金融版圖，如今已受到重視，百利街上有大通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左)及總裁張永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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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國兩家美國銀行，附近主要街口也有不同的銀

行，但是華資銀行以同文同種的優勢從容應對。 

銀行主管及執行業務

總裁張永男執行董事會制定方針，管理銀行日常

運作。執行副總裁王齊魯負責財務及人事管理，助

理副總裁何懿欣管理整個銀行資金運作，資深副總

裁范希揚負責財務及人員管理，資深副總裁林如蓉

負責銀行營運管理，副總裁方海妮負責市場廣告，

副總裁阮斌芬負責國際部門，副總裁謝淑惠負責銀

行貸款的分析評估。

華美銀行集團EastWest Bancorp

從西岸延申至美南

華美銀行1972年創辦，由7名員工開始，目前總資

產78億，員工總數達千餘人。

華美銀行起源於華裔社區，成長快速，先後併購

聯華銀行、�通銀行，董事長、總裁兼執行長吳建民

表示，不論在零售和商業市場，乃至中美文化，華

美有融合社區和文化的能力，〞兼容並蓄〞是華美

特有的優勢之一。

�匯通銀行於2004年3月29日由加州至休士頓成

立，2005年6月30日加州華美銀行宣佈收購，9月7日

正併入。

原匯通銀行的工作人員不做變動，華美執行副總

裁嚴致仁，9月份到休士頓視察業務，他表示，匯通

當時想到加州以外的地方開設分行，曾經計劃到紐

約，但是碰到911事件，因此把目標一轉，至休士

頓。一年多的業務發展與他們預期的進度一致。

華美銀行在加州有豐富的經驗，熟悉亞裔市

場，有房屋貸款、淨值貸款、小型商業等貸款項

目，也有網路銀行，休士頓這二年旺盛的房屋市

場，將可充份發揮該行在這些業務的運作。

對新移民購買房屋，可以使用變通方式，對信用

和就業有彈性化的認定，幫助移民安居。

華資銀行勢將沿續紐約和洛杉磯的腳步，亞裔以

高科技、商業等發展，使銀行業務受到需要與肯定 

。

德州第一銀行Texas First Na-
tional Bank

德州第一銀行成立於1985年，今年屆滿20週年。

總資產3億4千2百萬元，員工95人。總行設於休士

頓西南區百利大道，分行設於休士頓糖城、西北區

1960分行，達拉斯的李察遜市，以及路易斯安那州

紐奧良的貸款辦事處，皆在華人出入頻繁地點。

▲（左起）德銀總經理山姆貝理斯，董事長吳光宜及副
董曾柏樺。

德州第一銀行 X 檔案

   
曾經在金洋銀行擔任代表的郭明德，1984年應邀出面
籌組德州第一銀行Texas First National Bank ，第一任董
事有林大湑、葉致君、郭宗樑、盧文雄、石福津、賴
憲政、李蔚華、謝增坤、Mickey Leeland。
第一任總裁為美籍人士，目前由山姆貝理斯於今年再
度回到德銀出任      



10 | e報導  Oct. 2005

【專題報導】

休士頓中國城的華爾街

Creating Lifelong Loyal Customers

9800 Centre Parkway, Suit 120
Houston, Texas 77036
Tel: 281-504-1988
Fax: 713-777-4828 
http://www.firstam.com

First American
Title Insurance Company
美國第一產權公司

Janet Chan Shirley ChiuAmy Tan

John Nguyen

專業敬業‧經驗豐富
服務至上‧資料迅速

地產過戶

住 宅 商 業

中央銀行United Central Bank

服務多元化族裔

現在中央銀行的董事會成員有亞洲多個族裔，印

度、巴基斯坦、韓國和華裔，同時也反應在員工的

結構。

中央銀行為移民和亞裔開創事業，提供資金週轉

的服務，在語言和制度上有更便捷的管道，使他們

到新環境安定下來。亞裔人口 最近十年在休士頓一

直呈上升趨勢，使他們樂觀的看待未來的發展，因

為移民有來自原來國家的支持，經濟成長和已經在

美國一段時期所累積的實力 。

休士頓從八０年代單一的石化工業重鎮，轉變為

多種工商業發達的都市，移民在這裡創業、工作，

事業成功的人不乏其例。

亨通銀行Concord Bank,N.A.

專營商業地產貸款
亨通銀行前身為亞美銀行，1993年翁寧成為控制

多數股的最大股東，該行成立於1983年，至2001年

改名為亨通，目前有員工18人，他們最主要的業務

在商業地產貸款，每年有20％至25％成長率，不做

個人貸款。

2001年亨通在現址興建銀行辦公大樓，目前沒有

其他分行。

國泰銀行Cathay Bank

華資銀行中歷史悠久

國泰銀行1962年在加州成立，1999年到休士頓設

立第一個貸款辦事處，2005年10月擴大行營業，遷

至6100 Corporate Dr.一樓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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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休士頓、西南區華埠
           重大開發

以55萬元資本，1000平方呎營業面積起家，國泰

銀行目前資產總值將近61億元。40多年前華裔金融

是被忽略的一群，國泰 在洛杉磯成立第一家，並向

東岸擴展，紐約、麻薩諸塞州東部，北至西雅圖，

南至德州休士頓都有分行，海外方面在亞太區三個

最重要商業中心台北、上海、香港設有據點，總數

達四十個營業地點。

1 9 9 0 年 成 立 控 股 公 司 國 泰 集 團 ， 1 2 月

以＂CATY＂為代號，開始在那斯達克交易。在加州

曾經被評鑑為〞連續十年績優銀行〞，2000年被列

入那斯達克全國市場前100大金融企業，2003年國

泰集團與萬通集團合併，成為最大的亞裔銀行集團

―國泰萬通金控。

國泰銀行1999年到休士頓開設辦公室，採取穩紮

穩打方式作業，業務主要在商業地產貸款，另�及其

他類放款。經理麥樹雄表示，目前德州或是德州地

產都出現向上指標，無論經濟情況好壞，銀行都要

運作，他們不集中在特定類貸款，將風險分散。

1913―休士頓港開放

1941―醫學中心落成啟用

1948―45號高速公路通車

1949―休士頓市面積大幅擴張，由76英畝增加                        

84英畝，總面積達160英畝。

1960―休士頓獨立學區停止種族隔離制度

1962―第一個整體規劃社區明湖市開放

1965―Ashrodome太空人體育館落成

1969―休士頓國際機場啟用

1971―蓋勒瑞亞購物中心營業

1985―西南區中國城內頂好超市興建

1999―西南區百利大道香港城商場落成

2001―黃金廣場啟用

2005―精英廣場落成

2005―敦煌廣場第一期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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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休士頓華資銀行董事會組織

首都銀行 Metrobank

董事長: 王敦正 董事: 洪長銳Tiong L.Ang 

、王芳美Helen F.Chen、

陳富湍Tommy F. Chen、

陳樸May P.Chu、李敏通

George M. Lee、李寬洪John 

Lee、戴建民David Tai、

丁昭信Joe Ting 、Shir-

ley Liu Clayton,Edward 

A . M o n t o , J o h n E 

P e t e r s o n , C h a r l e s 

L.Roff,Danisel B.Wright.

德州第一銀行 Texas First National Bank

董事長: 吳光宜 董事: 楊明耕，常務董事

蘇春美，董事吳文龍、張瑞

生。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山姆

貝理斯 Sam Bayliss，公關

經理楊國貞

副董事長:曾柏樺

華美銀行集團 EastWest Bancorp

董事長: 吳建民 董事:程蔣佩琪，李淵祈，

劉積瑄，Julia S.Gouw,John 

Kooken,Keith W.Renken.

國泰銀行Cathay Bank

董事長: 鄭家發 董事: 陳啟閭、張文友、

邱智正、李樹滋、劉丁榮、

潘志洪、鄧孟輝、鐵達尼

亞、吳平原、程達民、胡國

棟

恆豐銀行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董事長: 吳文龍 董事: 錢武安，張永男，

卓宗成，孫定藩，陳文全，

董事曾永福，王洪瓊慧，

Hashim Lakhang,Rownie 

Miller

副董事長高成淵

中央銀行 United Centeral Bank

董事長:James D. 

Yeh

董事: D.J.Babaria,Dr.

Jo Jo Cheung,Dr.Samu-

el Hong,Young Ho Kim,H.

D.Lee,Jimmin Lee,Sudhir 

Parikh,George Peyrot,Aziz 

Rupani,Scott Tasi,Keith 

S.Yoo,Mohammed Younus

中央銀行控股公

司副董事長:葉宏志

美南銀行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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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水電

2 Bedrooms, 
2 Full & 1 Half Bath(s),  
2 層樓
1963年, 1,012 Sqft, 
Galleria   

$72,000
2 Bedrooms, 
1 Full & 1 Half Bath(s),
1975年, 1,196 Sqft,
Sharpstown 

$91,000
2 Bedrooms, 
2 Full & 1 Half Bath(s),  
2 層樓
1963年, 1,012 Sqft, 
Galleria

$69,000
2 Bedrooms,
2 Full  & 1 Half 
Bath(s)
1979年, 
1,229 Sqft, 
Sharpstown

$89,000
2 Bedrooms, 
2 Full Bath(s),  
2 Garages, 1984年,  
2 層樓, 1,450 Sqft, 
Missouri city

Leasing

        休士頓華資銀行 小檔案

1980年紐約的金洋銀行Golden Pacific Nat´1 Bank到休士

頓成立銀行，是最早進入休士頓的華資銀行，董事長為

莊光雄，第一任代表郭明德，1984年李強華接任經理，

銀行地點在頂好商場的，1985年發生違規吸收存款事

件，被FDIC強制關閉。

1983年，由多位老僑組成亞美銀行Asian American Nst´1 

Bank，董事長關其衛，董事有何明通、金一端、周秉瑩 

、何益明、關其焜、余厚義、Bobo余、Peter秦、Henry 

Lee、Herbert Lee、Stanley Gee，由一美籍人士出任總裁。

1993年在合作大道Corporate Dr.上的亞美大樓內，設立

百利分行，1995年起由董事長翁寧擔任董事長兼總裁，

2001年改名為亨通銀行。

1989年台灣太平洋（電線電纜）集團，在美買下一個有

20多個分行但已倒閉的儲貸銀行，更名為西南太平洋銀

行(Pacific Southwest Bank)，設於Richmond 大道上的休士

頓分行由翁寧籌組成立並出任經理，隨後在西南區華埠

的百利分行由張永男設立、擔任經理。

休士頓分行後來賣給University Bank，百利分行被第一國

際銀行First 1nt´1 Bank 接收。

第一國際銀行First 1nt´1 Bank 由華裔會計師莫志堅於

1993年在達拉斯創辦，任董事長，為北德州第一家純華

資銀行，休士頓的分行即前身為西南太平洋百利分行，

第一任總經理為張哲三。

董事長:李昭寬 董事:謝坤增，候思漢，

李蔚華，曹桂卿，周子勤博

士，黃泰生博士，Binh Ho,Ed 

Malmgren.

執 行 長 歐 文 斯 G a r y 

L.Owens，財務副總裁藍格斯

Joy Langston，信用管理副

總裁加利Attilio Galli

第一國際商業銀行 1ST International Bank

董事長:莫志堅 董事: Ken C. Mok, 

W.R.＂Ralph＂Kerr, Li 

C.Mok,Chun H.Lam,PH.D. 

Ralph Mak,Jerry K.Mok,Yuk 

Chow Mok.

  亨通銀行 Concord Bank,N.A.

董事長兼總裁翁

寧

常務董事兼執行總裁劉

麗媺、資深副總裁兼財務長

黃美青、常務董事黃家麟、

常務董事吳佩華、董事陳青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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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Bank N.A

Metro Bank was created in 1987, with its 
main board focused on developing assets 

and infl uence in Texas. From a starting capital 
of 3 million, it has expanded its assets to 920 
million dollars in 6/30/2005. 

According to the fi nancial statements in 
2005, MCBI, the 
parent company has 
fi fteen overall service 
banks, with eleven in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two in Dallas, 
and another two in 

California. After 
acquiring First 
National Bank, 

Metro Bank became the largest Asian asset bank in 
Texas. 

MCBI announced in 10/13/2005 the closing of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acquisition. 
The total assets 
reached 37 million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fi nancial 
statements, First 
National Bank had 
180 million dollars 
worth of assets, with two branches in San Diego and 
Los Angles. After the merge, First National Bank will 
still maintain its original name, but the new executive 
board will be part of Metro Bank.

Asian American Banks Booming  

in Houston
by Jack Hsiao

▲ Metrobank Chairman Don Wang

▲Chairman C.K.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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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With branches established in Sugar Land and 
Midland, Southwestern National Bank will create 
a new branch in Dallas in October. Its eighth 
anniversary comes up in November. SNB currently 
has assets totaling 190 million dollars, relying on its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to win over investors. 

Also, SNB is constantly creating new innovation 
to please the customers, including health insurance 
saving accounts and club accounts. Furthermore, the 
bank has recently increased employee training to 
instill new ideas and philosophies to its workers. 

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AFNB currently has three branches, 72 employees, 
and 270 million in assets. Like SNB, AFNB is 
also focused on quality customer care. The bank 
places high emphasis on effi ciency and requires its 
employees to place themselves in the customers’ 
shoes. 

AFNB was created in 1998 with many veteran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culture revolves around 
“quality care and consideration.” Because of the 
recent surge in China’s economy, the Asian banks in 
Texas have also felt positive effects. 

EastWest Bancorp

EWB was created in 1972 with only 7 employees. 
Its current assets total 7.8 billion dollar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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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s of employees. EWB originated in Asian 
communities and quickly grew into a reliable 
banking force. 

Through man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WB 
has become larger and is focusing resources into 
the Houston area. The board originally wanted 
to expand to New York, but after 9/11, it decided 
on Southwest USA instead. With the amount 
of experience that it has, EWB offers multiple 
services including mortgages and small business 
loans. 

Texas First National Bank

TFNB had its 2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after 
establishing in 1985. It’s assets total to 342 million 
with 95 employees. It’s main offi ce is located on 
Bellaire Blvd and has branches in Sugar Land, 
Southwest Houston, Dallas, and New Orleans.

United Central Bank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UCB is to provide 
services for immigrants and other foreign citizens. 
In it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language it has 
improved in different avenues. Because of 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sian Americans 
in Houston, UCB is optimistic about its future 
prospects. 

Concord Bank, N.A.

Currently with 18 employees, CB focuses mainly 
on business real estate loans and mortgages. 
Every year it has 20-25% growth, but it doesn’t 
participate in the personal loan market. It currently 
does not have any branches.

Cathay Bank
▲Texas First National Bank celebrated its 20th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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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ay was created in 
1962 in California. The 
fi rst branch in Houston was 
in 1999 and expanded its 
operations in 2005. From 
initial capital of $550,000, 
Cathay has current assets 
near 610 million dollars. It 
has branches in New York, 
Massachusetts, Seattle, 
Shanghai, Taipei, and Hong 
Kong. In 1990, Cathay 
went public and became 
traded on the NASDAQ 
index as CATY. In 2000, it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100 
largest commercial banking 
instit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