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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將提撥雜誌收入半數之金額支持「資深金融人才社會回饋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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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版金融監理沙盒之最新發展

文化部引領前瞻文化建設起跑

銀行積極參與影視產業投融資

再生能源綠能金融發展高峰會

2018年全球經濟與股匯市分析

台灣獨有的文化與年輕人的創意是影視產業最重要的養分，

只要有足夠資源，絕對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

藉由建構影視投融資專業體系，發揮金融挹注影視的量能，

將能在文化經濟藍海中，共創雙贏。

影視產業
金融機制之探索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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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札

今
年以來，配合政府非核與

低碳政策所開展的各項綠

能融資，規模已達上兆且持續成

長，其中，不論公股行庫或民營

銀行，都在努力尋求計劃風險與

放貸獲利間的合理平衡，為我國

充沛的剩餘資金，創造企業獲利

與社會進步的共同契機。而在此

過程中，我們更見到政府針對各

項法令環境，適時回應修訂，讓

我國過去尚未普及的專案融資模

式，在此次「綠色金融」的發軔

經驗中，得以逐步開始應用於銀

行實務，為我國重要產業融資奠

定新的資金管道。

台灣本來就是充滿機會與開創

彈性的活力之島：就經濟而言，

從樟腦、茶葉到陽傘、計算機，台

灣持續在國際經濟上占重要地位，

除了凸顯出台灣能善用天然與人力

資源，尋求最適發展產業外，更能

迅速的調整資源配置，以避免大規

模失業及因應經濟情勢動盪。也正

是如此的歷史發展路徑，台灣逐

步建構出豐沛的資金剩餘與宜人

自在的生活環境，同時支撐著民

主與平等的社會發展。

然而，雖然也有如紡織業以

機能布料呈現全新面貌的成功

典範，但對於其他許多製造業

與服務業，近年來在加值轉型的

過程中，彷彿正碰到一個似有若

無的網，總無法如過去一般順利

平穩。原因可能是國際地緣政治

的丕變，或是兩岸特殊的情勢關

係，但絕不是台灣本身的資源條

件限制，更不是台灣人因應挑戰

的彈性不足。

回顧台灣影視內容產業的發

展，過去諸如電影、電視、音

樂、小說，匯集著華文創意菁

英，引領華文文化潮流發展。只

是，當韓流與對岸的創作興起，結

合金融投融資能量所展現的爆發

力，一時之間，壓抑了台灣本有

自由思維與多元文化應有的市場價

值，甚至造成創意出走的壓力。

是以，欲突破文創產業的發展

困境，若能如綠能產業般，在適

當政策配合下，包括培養完整的

國際行銷影視中介產業、完片擔

保或保證收購的保證機制、具備

鑑別度的信用評等機制等，讓金

融機構或創投得以動員資金參與

文創產業的發展，尤其文化部亦

成立「影視投融資專業協力辦公

室」，專責協助各類影音創造人

取得資金。假以時日，將有機會

串聯起兩造的認知落差，建立起

緊密的文創投資發展夥伴關係。

當然，來自於文創工作者對於金

融機制的更深入了解，以及對於

彼此產業思維的相互尊重，才是

緊密夥伴關係的關鍵基礎。

在達成非核家園的過渡期中，

台灣正忍受著空氣懸浮微粒的威

脅，就如同當年為了經濟發展產

生廢水、重金屬汙染，以同胞的

健康與後代環境作為代價；然

而，只要方向正確，我們終究可

以建立起休戚與共的台灣新價

值，團結向未來邁進。鎖定未來

的產業標的，充分發揮金融的資

金通融機能，將是台灣展現再次

彎道超車的契機。我們擁有完整

的法治體系以及充分參與的公民

社會，若能拋棄意識形態的堅

持，以開放心態討論共同的發展

目標，則這次超車的目標，將是

機會與平等的對等重視，永續與

發展的平衡成就。回顧台灣百年

來歷次的產業調整，以我們擁有

的強韌彈性，過去做得到，這次

也一樣做得到。

令人期待的金融動能

黃崇哲
 台灣金融研訓院副院長

《台灣銀行家》雜誌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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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台
灣的金融監理沙盒法規

終於過關，相對於先前

已有監理沙盒法規的國家，如

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

尼等都是海洋法系國家，此次

台灣的監理沙盒上路，可謂在

大陸法系國家中開先河，對於

台灣的金融科技發展，踏出了

重要的一步。

台灣在現有的法規中，能拉

出沙盒這樣一個「框架」，讓有

潛力的金融科技能在這個框架下

做嘗試。比起海洋法系國家，允

許使用較寬鬆的guideline進行嘗
試，大陸法系法律體系相對嚴

格，因此必須透過監理沙盒提供

法律空間，必須克服可能牴觸原

法的系統性衝突，如今能順利完

成，實為可貴。

但光是靠著監理沙盒法規是不

夠的，最重要的還是仰賴：1、
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
資金支援；2、創新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3、更友

善的金融業與科技業環境，才能

真正養出很多「獨角獸」。從美

國、中國這兩大產生最多金融科

技「獨角獸」的市場，並出自於

金融沙盒，便知上述3個關鍵條
件之重要性，但台灣的確需要先

透過監理沙盒來改變當前過於嚴

格的監理環境。

沙盒「入學易，畢業難」？

監理沙盒有2個最重要關卡，
一是進入前的審查，二是「畢

業」資格的裁量，由於業者一旦

進入了沙盒，等同可以不受既有

法律限制，若業者能畢業，也就

是主管機關認為業者所推出的業

務、技術，確實有市場空間，值

得政府修法來開放。

因此，業者的正式畢業，等同

宣告金管會轄下包括銀行局、保

險局、證期局等重要單位，必須

開始調整相關法規來幫助業者發

展。

監理沙盒上路
對新創業者的挑戰

現職：立法委員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美國艾森豪獎金得主

郭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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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至少先給1年，最長可延至3
年。倘若做得好，還能「提前

畢業」，考量現實的環境因素

與困難，新創業者在進行試驗

時，預期恐怕會很辛苦，特別

是面對已有一定規模、財力的現

有業者，還有新創業者在執行初

期，可能遭到既有業者抵制或政

府限制，倘若不多給予一些時

間，新創業者失敗的可能性很

大。

新創業者可能被「穿小鞋」

坦白說，想要進行創新實驗的

然而，監理沙盒法規通過之

後，業者可能碰到「入學易，畢

業難」的處境，為了讓整個審議

機制禁得起考驗，不會受到政

府的保守思維限制，我們特別

規定了學者專家「不得少於二

分之一」，盡可能透過學者專

家共同參與，讓各種有機會成功

的金融科技可能性，在沙盒裡

面實現。

正因為如此，相對於金管會

原本提出的版本，1年之後能再
額外申請最多展延18個月，立
法院財委會進行評估後，拍板

沙盒期間可展延至3年，第一階

美
國
和
中
國
是
「
獨
角
獸
」
最
多
的
國
家
，
共
通
點
是
網
路
公
司
非
常
龐
大
，

加
上
創
投
基
金
足
以
提
供
夠
用
的
資
金
，
金
融
實
驗
才
得
以
蓬
勃
發
展
。

立法院財委會日前初審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可望為新創業者開啟踏入金融
領域的大門。

達
志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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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在
今年11月，中國國務院
成立了「國家金融穩定

發展委員會」，可說是大陸

金融監管制度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事實上，從今年7月中
召開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

議，7月25日中國金融穩定
報告出台，到11月初正式成
立了「國家金融穩定發展委員

會」，中國官方正有層次、系

統的進行金融監管制度改革，

以及去槓桿化的宏觀調控，這

對於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將

帶來良性及深遠的影響。

中國大陸過去是以銀監會、

保監會、證監會三會分立來採

取「分業管理」模式，但最近

幾年類似於金融控股公司模式

的混業及跨業經營，又重新在

市場上活絡，例如，2011年

6月的平安保險集團併購深圳
發展銀行，就是一例。

而自從2004年開放銀行
「撈過界」跨業投資、經營保

險、證券業之後，近6、7年
來，另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

各銀行從過去銷售基金公司的

商品，轉為直接由銀行成立基

金管理公司，然後以銀行旗下

通路優先銷售自家的基金，以

這種方式將銷售基金的獲利悉

數回歸銀行，獲取更大的基金

銷售利潤。

對金融業展開混業監管

而在金融業展開混業、跨業

經營的同時，另一個近幾年來

受到大陸高度矚目的問題，在

於金融業的槓桿過大，使得大

陸的總體經濟一旦出現問題

時，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

險馬上出現，而混業與跨業的

經營，更可說加劇這個效應，

對於這個問題，大陸監理機關

早就集體研商應對之策，整個

規劃隨著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

會議的展開、國家金融穩定發

中國正系統化改革
金融監管制度

現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經歷：政治大學金融學系主任、興國管理學院
校長、第一金融控股公司獨立董事兼第
一銀行常務獨立董事、台灣土地銀行常
務董事、中國輸出入銀行常務理事、台
灣金融控股公司董事、台灣期貨交易所
董事

朱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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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一是審議金融業重大規

劃；二是除了「一行三會」，

還須協調發改委、財政部等部

委；三是應對國際金融風；四

是監督地方政府。

走向「功能性」監管模式

除了管理金融業的跨業、混

業經營模式之外，包括P2P、
電子商務、行動支付攸關

「金融創新」的業務，也將

一併納入「國家金融穩定發展

委員會」列管，可見得未來

「國家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在大陸金融監管體制上的重要

性。

而這種打破原本三會分立監

管的「行業別」監管模式，漸

走向「功能性」監管的做法，

除了對於外資的跨國金融業在

中國市場的營運有所影響之

外，其實最受影響的仍是中國

本地的金融業。一直以來，中

國大陸都存在「影子銀行」問

題，這不僅加深金融市場的系

統性風險，也使得真正的金融

業壞帳問題難以估計，未來這

種走向功能別監管的做法，將

令金融業從事的多元業務，諸

如理財、消費、貸款、不動產

業務等，全部以「國家金融穩

定發展委員會」為最高監管單

位，來統合三會進行管理，這

展委員會的成立而走向成熟。

事實上，包括一行三會，早

在5、6年前，就開始警覺這
個隱憂，因此已固定針對跨業

及混業的金融業經營如何監管

來開會、協調，如今，這些金

融業雖然沒有金控之名，但這

些跨業、混業經營的模式，實

質上已形同金融控股公司。

而在今年7月召開的第五次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除了三

項任務、四大原則之外，設立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

會」已具體出現在會議結論，

雖仍然維持銀監會、證監會、

保監會三會分立的模式，暫不

將一行三會合併，但透過設

置「國家金融穩定發展委員

會」，把層級拉高到直屬於國

務院，並以該委員會來統合一

行三會，這也使得儘管三會並

未合併，但透過這樣的管理架

構，已能收「統合」之效。

正如同國家金融穩定發展委

員會成立所期許的目標，該會

成立將解決目前「一行三會」

的架構之下，跨領域金融監管

標準不統一，存在著規則衝突

或監管真空的問題，因此也將

補上分業監管的短板，金融混

業監管架構及統一監管機制也

因此即將來臨。而除了上述對

金融業展開「混業」監管的意

義之外，還有至少4項重要內

一
直
以
來
，
中
國
大
陸
都
存
在
「
影
子
銀
行
」
問
題
，

未
來
一
行
三
會
統
合
管
理
，
將
使
政
策
指
令
能
更
有
效
的
貫
徹
。



樂觀與不安共存的
2018年全球經濟

當
接續出爐的統計數據，

接連2年呈現出全球經
濟持續擴張的趨勢，使主要預

測機構大多認為2018年景氣
會更好。就連率先提出新平

庸（New Mediocre）說法
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
逐步調整其形容經濟樣貌的用

字，從今年1月的「轉變中的
全球經濟」（A Shifting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4月和

7月的「動能增溫」（Gaining
Momentum）及「復甦穩固」
（A Firming Recovery），直至

10月全球經濟上行趨勢「正在
增強」等，足見全球經濟真的

「動起來了」。

既然如此，為何經濟學家

們仍不願放下，近年秉持的

「目前看似強勁的全球經濟

成長率，仍將低於歷史常

態」觀點？主要是當前固然

有絕大部分經濟體「同步性」

（synchronized）擴張、消費
與投資兩具重要的成長引擎穩

定運轉，以及「金髮女孩式經

濟」（Goldilocks Economy）
初現等3個特徵支撐經濟成長
穩步向上，卻也布滿各種衝擊

力不容忽視的風險。

經濟成長引擎穩定運轉

先就促使全球經濟成長引擎

穩定運轉的面向來看，若以經

濟規模加權，2017年9月經濟
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
員國中，已有77％的經濟體領
先指標呈現上揚，雖略低於前

月的81％，卻已是2009年10
月以來次高（詳見圖1）。如
此高度的同步性擴張，意味著

當前全球經濟成長不是依靠單

引擎。縱有一、兩個國家經濟

成長不如預期，影響也不大。

同時，以美國為例，在標準普

爾500（S&P 500）企業中，
已發布第3季財報的465家公
司（截至11月15日），就有

311家企業（約67％）營收
超乎預期，有359家企業（約

75％）盈餘超乎預期。也就是
說，從經濟與企業獲利成長均

具有高度同步性來看，當前全

球經濟具有韌性，不容易出現

意外的下滑。

其次，這波全球景氣擴張多

少啟動了消費與投資兩具重要

的成長引擎。舉例來說，今年

10月份美國與歐元區消費者信
心指標分別高達125.9及-1，
不僅是2001年以來最高，更
遠高於有紀錄以來平均94.5

迎接2018年的到來，全球經濟看似可望維持穩定成長趨勢，
惟市場上仍存在許多風險變數，可否延續成長動能還未有定數。

2018年全球經濟分析》

撰文：梁國源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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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迄今）及 -12
（1985年1月迄今），且兩地
區薪資成長雖不高，失業率卻

趨勢下滑，就業人數也增加，

帶動總薪資成長，顯見大西洋

兩岸最大經濟體的消費者，有

能力且有意願消費。更甭說

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剛結束的

「雙十一」消費潮，創出驚人

的銷售數據，證明其透過電子

商務的技術躍進，協助中國經

濟結構向消費轉型。

更重要的是，彭博社調查指

出，2017年S&P 500企業的資
本支出年增率高達7.47％，為

2012年以來最高，且市場預期
在訂單仍有能見度下，明年的資

本支出可望進一步的擴張，凸顯

出企業信心大獲提振的事實。而

且，這波企業資本支出的擴張不

限於美國，今年歐洲STOXX600
指數及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成分股

企業的資本支出也高達11.37
％及9.7％，分別創下2006年
及2010年以來最高。隨著投資
的增加，將進一步帶動勞動需

求提高，又會反饋於消費的支

撐，讓全球景氣循環穩定處於

久違的擴張階段。

低庫存、低通膨趨勢持續

第三，當前景氣擴張情勢剛

出現經濟成長超過趨勢，但通

膨低於趨勢的「金髮女孩式經

濟」特徵。具體的說，就存貨

變動情形來看，美國ISM製造
業指數中的存貨指數，2015
年1月至2017年10月平均值
為低於擴張的48.9，顯示廠商
近3年仍在去化庫存，而台灣
製造業PMI中的客戶庫存指數
在今年前10個月，也是連月處
在象徵客戶庫存偏低的50分界
點之下；若就通膨率的變化而

言，受惠於國際原物料價格續

低、自動化生產帶動製造業生

產力的提升，且電子商務讓企

業調價難度提高，使全球通膨

率至今仍位於低檔，尚未見景

氣循環反轉向下的跡象（如存

貨累積過多及需求過熱促升通

膨率）。難怪最新公布的美國

銀行基金經理人調查報告中，

有高達56％大型基金經理人，
認為未來一年全球經濟將處在

「金髮女孩式經濟」，創下經

濟成長率與通膨率合併觀察後

的新高紀錄。

由此可知，如果沒有「意

外」的話，2018年全球經濟
可望維持穩定的成長趨勢，

包括IMF、OECD、世界銀行
（World Bank）及馬基特（IHS
Markit）等預測與調查機構不
僅上修經濟成長率預測，且有

志一同的認為2018年全球經濟
成長會加快（詳見圖2）。
問題是，2018年真會如
此「風平浪靜」嗎？別的不

（圖1）OECD領先指標及其擴散性

資料來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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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貢獻看新興國家
中、印、東協五國扮先鋒

儘
管預期有美元升息和聯準

會縮表的執行，但在美國

經濟表現持穩、歐元區有較明

顯復甦的依託，以及中國大陸

今年的總體表現較預期好的情

況下，幾乎所有國際經濟預測

機構，均看好2018年新興國家
的表現。除了依託於先進國家

的景氣推升出口能量，新興國

家的持續改革，提升就業和薪

資，有助於內需消費增長，形

成新興國家成長的一個動力。

當然，新興國家的挑戰並不

是沒有，不夠健全的金融體系

體質，脆弱的匯率和股市，以及

政府負債的壓力，仍然會左右著

新興國家的成長，有些國家表現

會比預期好，有些國家也許遇逆

流，但我們深信持續在調整中成

長，許多結構性的政策紅利支

持，會是新興國家在2018年
的基調。甚至在未來的3至5年

新興國家在2018年的基調，將是持續在調整中成長。其中，亞洲地區新興國家的
成長動能遠高於全球平均，尤其，中國大陸更是帶動亞洲新興國家成長的樞紐。

2018年新興市場經濟》

撰文：張大為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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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重要新興國家2018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資料來源：IMF2017/10預測

地區╱國別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全球 3.2 3.6 3.7
先進國家 1.7 2.2 2
美國 1.5 2.2 2.3
日本 1 1.5 0.7
歐元區 1.8 2.1 1.9
亞洲地區 5.4 5.6 5.5
新興國家 4.3 4.6 4.9
中國大陸 6.7 6.8 6.5
俄羅斯 -0.2 1.8 1.6
東協五國 4.9 5.2 5.2
新加坡 2 2.5 2.6
馬來西亞 4.2 5.4 4.8
泰國 3.2 3.7 3.5
菲律賓 6.9 6.6 6.7
印尼 6 6.2 6.3
越南 6.2 6.3 6.3
柬埔寨 7 6.9 6.8
緬甸 6.1 7.2 7.6
孟加拉 7.2 7.1 7
斯里蘭卡 4.4 4.7 4.8
印度 7.1 6.7 7.4
巴西 -3.6 0.7 1.5
墨西哥 2.3 2.1 1.9
土耳其 2.9 2.4 3.3
南非 0.3 0.7 1.1



律賓）又將扮演關鍵性角色。

IMF對這三大國家╱地區的

2018年經濟成長預測分別為中
國大陸6.5％、印度7.4％及東
協五國5.2％，其中IMF在今年
多次調升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

預測。印度雖然近3年是全球
重量經濟體中經濟成長的領先

者，但IMF今年10月則因印度的
廢鈔及GST統一稅制因素調降了
印度經濟成長預測達0.5個百分
點（由7.2％調降至6.7％），
顯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穩

定度仍是較為樂觀的。東協五

國則是穩定的維持5.2％水平，
如果加上越南，則東協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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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新興國家對於全球經濟的

頁獻度會繼續大幅提升。

亞洲經濟成長率5.5％，
遠高於全球平均

進一步看IMF對新興國家的
經濟成長率預測，亞洲地區在

2016年至2018年的經濟成
長率分別為5.4％、5.6％、

5.5％，幾乎維持著5.5％的
成長水準，並遠高於全球平均

經濟成長率（詳見表1）；其
實我們看重要新興國家今年來

的股市漲幅（詳見表2），就
很清楚看出除了俄羅斯為負成

長外，其他新興國家的股市漲

幅大都超過10％，甚至達20
％以上，遠勝於先進國家的美

國、日本、英國、德國和法

國，即已顯示新興國家所得到

的經濟成長信心和資金挹注，

充分反映在股市表現上。

尤其是亞洲地區新興國家

2016年至2018年的平均經濟
成長率則保持6.4％的高成長水
平，遠高於全球新興國家經濟成

長的水準（主要是俄羅斯、巴

西和南非才由經濟低檔進行轉

速，經濟成長都低於2％），可
確信亞洲新興國家將是全球經濟

成長的最重要推手。其中中國

大陸、印度和東協五國（新加

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

整體經濟成長率將會表現得更

為優越。同時值得關注的是，

亞洲國家間的貿易總量持續提

升，使得亞洲新興國家減低對

先進國家的出口倚賴，並造就

亞洲新興國家成長的新契機。

由於中國大陸扮演帶動亞洲

新興國家成長的樞紐，因此本

文分析將側重於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拚經濟轉型，
續保中高速成長

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在中

共十九大結束後習近平地位更

為穩固情況下，必然全力拚經

（表2）重要新興國家基本利率與股市漲幅情況

資料來源：各國證券交易所

國別
現行基本
利率（％）

前次利率
（％）

調整時間
今年來股市
漲幅（％）

11/22
收盤指數

中國大陸 4.35 4.60 2015/10/23 10.53 3,430.46
新加坡 0.34 0.39 2014/3 19.07 3,430.02
馬來西亞 3.00 3.25 2016/7/13 4.98 1,723.54
泰國 1.50 1.75 2015/4/29 11.03 1,713.13
菲律賓 4.00 3.75 2014/9/11 20.83 8,265.68
印尼 4.25 4.50 2017/9/22 11.06 5,988.29
越南 6.25 6.50 2017/7/7 36.77 932.66
寮國 4.50 5.00 2015/8/17 - -
柬埔寨 1.42 1.39 2013/12 - -
緬甸 10.00 12.00 2012/1 - -
汶萊 5.50 5.50 2003/1 - -
孟加拉 6.75 7.25 2016/1/14 23.71 6,281.87
斯里蘭卡 7.25 7.00 2017/3/23 3.79 6,464.44
印度 6.00 6.25 2017/8/2 26.05 33,561.55
巴西 7.50 8.25 2017/10/25 23.55 74,594.61
智利 2.50 2.75 2017/5/18 27.88 5,199.04
墨西哥 7.00 6.75 2017/6/22 5.60 48,185.71
俄羅斯 8.25 8.50 2017/10/27 0.59 1,147.61
土耳其 8.00 7.50 2016/11/24 35.61 105,267.80



全球政經環境與企業獲利
成牛市延續關鍵

2017年已接近尾

聲，投資人

也將開始計算今年在股票市場

的投資報酬率，在今年年初，

若告訴投資人今年全球股市會

一路上漲，能接受的恐怕寥寥

無幾，但這就是市場，總是朝

多數人認為不可能的那個方向

走。

截至筆者完稿為止（詳見表

1），主要國際股市以香港恆
生指數漲幅最大，達32.72

％。印度SENSEX指數與南韓
綜合指數漲幅約25％，漲幅
居於第二級；美國道瓊工業指

數、台灣加權指數、日經225
指數、印尼綜合指數與德國

DAX指數漲幅介於10％至20
％之間，屬於第三級；上證指

數、巴黎證商指數與英國時報

指數漲幅落後全球股市，都在

10％以下。
探究2017年全球股市牛氣
沖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

項：

全球總體經濟加速復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每一年會有兩次針對《世界經

濟展望》發表看法，其資料豐

富並且會以最新的國際政經狀

況更新數據，方便觀察者追蹤

全球經濟景氣持續復甦，政經情勢穩定，創新科技帶動需求，產業獲利可期，
綜觀股市市場或有震盪，但請保持信心，在2018年多頭仍有可為。

2018年全球股市走勢》

撰文：李澤澄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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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經環境趨向穩定，因此美國華爾街分析師仍看好未來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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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發展趨勢。

根據筆者長期研讀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

文章，2016年中之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開始指出全球經

濟進入復甦週期，進入2017
年，該組織的看法更加樂觀，

數度指出世界經濟復甦力道不

斷增強。以2017年10月所公
布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之數

據（詳見表2），以全球經濟
成長率為例，相較7月時預測
的2017年3.5％及2018年

3.6％，已經上調至2017年

3.6％，2018年3.7％，分別
上調0.1個百分點。
當然，最近1、2年全球經濟
開始復甦是不爭的事實，過往

幾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發表

的經濟展望數據也都上修全球

若干區域的經濟成長率預測，

不過，10月份所公布的最新預
測數據上修區域相當廣泛，除

了印度之外，幾乎全球所有區

域的經濟成長率都做了調升，

顯示2017年全球經濟表現確
實相當理想。若說企業獲利是

評估股價的最終標準，當企業

每股盈餘獲得調升，股價就會

上漲，相對的，經濟成長率是

評估指數的最終標準，當經濟

成長率獲得調升，指數也會跟

進上漲，那麼2017年全球各
區域或國家經濟成長率持續上

（表1）2017年全球主要市場股市表現

（表2）世界經濟展望最新預測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10月10日

地區 主要股市或市場 2016/12/31 2017/11/17 區間漲跌幅

亞洲
股市

台灣加權指數 9253.50 10701.64 15.65％

上海綜合指數 3103.64 3382.91 9.00％

南韓綜合指數 2026.46 2533.99 25.05％

日經225指數 19114.37 22396.80 17.17％

恆生指數 22000.56 29199.04 32.72％

印尼綜合指數 5296.71 6051.73 14.25％

印度SENSEX指數 26626.46 33342.80 25.22％

歐洲
股市

巴黎證商指數 4862.31 5319.17 9.40％

道瓊英國參考指數 317.11 329.87 4.02％

德國DAX指數 11481.06 12993.73 13.18％

美國
股市

道瓊工業指數 19762.60 23358.24 18.19％

S&P指數 2238.83 2578.85 15.19％

NASDAQ指數 5383.12 6782.79 26.00％

費城半導體指數 906.47 1321.31 45.76％

預測經濟成長率（％）
與2017年7月預測差距

（百分點）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世界產出 3.1 3.6 3.7 0.1 0.1

先進經濟體 1.6 2.2 2.0 0.0 0.1

美國 1.6 2.2 2.3 0.1 0.2

歐元區 1.7 2.1 1.9 0.2 0.2

日本 0.9 1.5 0.7 0.2 0.1

新興市場和發
展中經濟體

4.3 4.6 4.9 0.0 0.1

俄羅斯 -0.2 1.8 1.6 0.4 0.2

中國 6.7 6.8 6.5 0.1 0.1

印度 7.1 6.7 7.4 -0.5 -0.3

巴西 -3.6 0.7 1.5 0.4 0.2

資源來源：作者整理



Fed新主席+3大變數
將牽動美元走勢

今
年第1季新台幣兌美元升
值了6％，使得出口業與

人壽業出現龐大的匯損。現在

2017年已近尾聲，展望2018
年，我們關心的是，美元走勢

要怎麼看？或者換個角度，新

台幣還會繼續升值嗎？

若要解讀美元走勢，我們必

須注意到，驅動美元匯率變化

的重要因素有3個。第一，美
國貨幣政策動向；第二，川普

財政刺激方案在國會的進展；

第三，歐元走勢對美元的間接

影響。

法學背景聯準會主席增添
不確定性

在美國貨幣政策方面，美國

聯準會主席葉倫任期到明年2
月3日，川普在11月2日決定

提名現任聯準會理事鮑威爾

（Jerome Powell）出任下一任
主席。那麼，鮑威爾真的會延

續葉倫的貨幣政策思考嗎？此

政策上的不確定性有待市場去

驗證。

首先，鮑威爾在普林斯頓大

學讀的是政治系，而在喬治城

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換言

之，他是40年來第一個沒有經
濟學背景的聯準會主席。

不禁令人回顧，上一次由

法學背景的人來擔任聯準會

主席是發生在卡特時代的米

勒，任期從1978年3月8日
到1979年8月6日。一般普
遍認為他是一個失敗的聯準

會主席，在面臨石油危機時

代的高通膨與高失業的兩難

時：到底是要以貨幣緊縮來

優先處理通膨？還是要以貨

幣寬鬆來優先解決失業？他

選擇了後者，抗拒升息。但

是情勢演變成通膨惡化了，

而就業卻也沒有因此改善，出

現了所謂的「停滯性膨脹」

（stagflation）。
美國聯準會主席是有任期保

障的，最後卡特想出了一招，

調動米勒去擔任財政部長，

重新任命伏爾克接任聯準會

主席。然而，這個人事調整來

得太遲了：卡特付出了重大代

價，在1980年爭取連任時，
被共和黨雷根以經濟倡議所擊

敗。換句話說，川普提名鮑威

爾也可能要承擔風險的。

過去伏爾克將焦點對準通

膨，硬是把聯邦資金利率升

到20％，終於把通膨壓了下
來，即使會造成1981年經濟
衰退也在所不惜。在通膨的預

美國總統川普提名聯準會（Fed）現任理事鮑威爾接任下屆聯準會主席，
展望2018年，美元後市將有何發展與影響，全球金融市場持續關注。

2018年貨幣市場預測》

撰文：吳嘉隆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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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的合夥人，曾在華爾街工
作，這是他相較葉倫勝出之

處。可是這並不等同他有總體

經濟學的扎實訓練，他在面

對貨幣政策所處之總體經濟形

勢，足以做出正確判斷，這或

許將是他不如葉倫的地方。

有美國媒體報導，鮑威爾應

該可以延續葉倫的政策路線，

因為從他的投票紀錄中發現，

都跟葉倫保持一致。但問題在

於，當有葉倫這個判斷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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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心理降下來之後，美國經濟

終於迎向復甦。這段歷史告訴

我們，在總體經濟發生新狀況

時，聯準會主席必須有能力做

出正確判斷，並在眾多理事與

經濟幕僚不同意見當中果決定

奪。

聯準會新主上任之際，市
場易震盪

鮑威爾曾經在凱雷集團當了

時，鮑威爾可以跟著舉手就

好，將來沒有了葉倫，鮑威爾

必須靠自己。那麼他的政策思

考會是如何呢？在這一方面，

市場自然會去檢視鮑威爾過去

的發言紀錄，而這仍是不夠真

槍實彈的。

華爾街或金融市場往往有一

個不成文慣例，每當聯準會新

主席上任後，或是對未來政策走

向有疑慮時，市場容易出現重大

震盪，好像是在考驗新任主席

聯準會現任理事鮑威爾將於2018年2月取代葉倫，成為新一任聯準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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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國傾國家之力
向全球展示金融科技武力

2017年新加坡金

融科技大展

（2017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11月中旬舉行，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 thor i t y o f S ingapore,

MAS）和新加坡銀行公會串聯

政府資源和產業界力量，快速

將活動推進到全球水準，3萬名

參與者來自100個國家，有政

府官員、國際金融機構董總座

和研發主管，到上千家金融科

技新創團隊、超過500個中介

單位，以及更重要的400位創

投、法人投資者的國際金主，

同時在新加坡展會期間聚集。

新加坡金管局長孟文能

（Rav i Menon）在開幕致

詞時表示，新加坡正在建立

成為「智慧國家」（Sma r t

Nation），利用技術的力量支

持生活的便利，提高企業生產

力，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要

達到這樣的國家環境，需要有

智慧的金融中心。」

以金融科技2.0
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推動智慧國建設」是新加

坡總理李顯龍在今年8月國慶

演講中，提出的國家發展前瞻

指引，和學前教育、對抗糖尿

病同列為「國家和人民的長久

利益」。他特別點名金融領域

的問題：新加坡雖然手機數量

比人口數目還多，卻在電子支

付、大數據等方面仍落後其他

國家。

在2017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新加坡金管局推出金

融科技11大項，擴及電子支

付、人工智能（AI）、大數據

分析、區塊鏈DLT、跨境貿易

金流等，完全回應總理府的政

策指引，孟文能並強調，新加

坡要進入「金融科技2.0」，

藉由金融科技把新加坡的國際

金融中心樞紐地位，進一步發

揮效益。例如，新加坡率先推

行的監理沙盒新創實驗，此次

亦成為深化東協國家金融包容

生態系的功能，在MAS與世界

銀行共同建立的東協金融創新

網絡「AFIN」上，試推沙盒創

新。

在展會之前，主辦單位承襲

去年做法進行Fintech年度十強

競賽，獎金豐厚之外，隨後舉

行的2017年度投資者峰會，

2017年新加坡金融科技大展於日前盛大舉行，
不僅要展現從政府到民間的協作力量，更要在全世界爭鋒、
推動永續成長的積極作為中，讓金融科技成果全面啟動。

直擊新加坡金融科技大展現場

採訪、撰文：陳麗緹

越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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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先了解核心主體的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在

星國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實

際上是極為不同於台灣的狀

況。MAS同時身兼新加坡貨

幣政策制定、匯率管理者，外

匯儲備和銀行業流動性的管控

源，也就是一般中央銀行的工

作；加上所有金融機構的綜合

監管機構，包括銀行業、保險

公司、資本市場中介機構、財

務顧問和證券交易所都統一

由MAS擔任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意即，MAS可以站在中

央銀行的立場，調節貨幣政策

台灣銀行家2017.12月號 35

各國創投業、法人投資經理上

千人共同參與「交易日」，單

是為新創事業聚集的早期投資

資金就高達20億美元，把會

場氣氛帶到最high點。MAS
首席金融科技長Sopnendu

Mohanty說：「新創企業最痛

苦的早期募資過程，在這裡瞬

間化解了。」

星版金融科技生態系

水到渠成

在認識新加坡強力運作

Fin tech鏈結國際和產業的同

以追求經濟成長，維持物價，

更能積極參與金融體系建制與

改革，促進新加坡金融服務業

的健全發展，為能推進新加坡

金融產業的國際表現，MAS直

接採用國際公司治理、國際會

計準則等，也讓跨國金融機構

在選擇新加坡作為區域金融中

心時，不必面臨重新適應或法

規調整的落差。

據此，新加坡在傾國家之

力建構金融科技及其環境

時，MAS可以一手勾勒政策藍

圖，另一手又與國內外業者合

作。新加坡金管局長孟文能在

2017新加坡金融科技大展（2017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共3萬名來自100多個國家的參與者，把新加坡Fintech快速推進到全球水準。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提
供



台灣銀行家2017.12月號40

封面故事

台灣獨有的文化與年輕人的創意是影視產業最重要的養分，

只要有足夠資源，絕對可以拍出更好的作品。

藉由建構影視投融資專業體系，發揮金融挹注影視的量能，

將能在文化經濟藍海中，共創雙贏。

影視產業
金融機制之探索與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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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撰文：張鴻

近
年來台灣影視產業的發展，有許多顛覆

性的轉變。2008年電影《海角七號》
以總票房5.3億元，創下台灣電影史票房紀
錄，進而催生原本因資金不足而擱置已久的

電影《賽德克‧巴

萊》重啟拍攝，該

片不僅在票房及國

際影展表現亮眼，

更成功打進海外

市場；此外，今年

幾部極具原創性內

容的台劇如「植劇

場」系列、《通靈

少女》、《麻醉風

暴2》，在電視及
網路平台獲得高收

視率，為台灣影視

產業注入強心針。

文化部部長鄭麗

君在接受《台灣銀

行家》雜誌專訪時

表示，「台灣擁有

專訪文化部長鄭麗君談台灣影視產業前景

豐富的在地素材及故事，透過影視產業的形塑

及露出，將可承載豐富的文化意義並具備商業

價值。」從今年金鐘獎、金馬獎的參賽作品

中，便可見其端倪，不僅取材多深耕台灣文化

媒合資金資源
建構文化金融體系
國內影視產業者普遍面臨製作成本過高，以及難以取得足夠資金的問題。
政府將從內容力提升、投融資資金、通路拓展等面向建構文化產業生態系。

文化部部長鄭麗君認為，台灣文化發展多元，造就許多豐富的素材與故事，若能持續深耕，將有助於拓展文化產業
至海外市場。

文
化
部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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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等實驗性典範案例，並爭取到200多億元
的前瞻基礎建設經費（數位建設64.7億元、城
鄉建設158億元），期待在超寬頻時代，以台
灣原生文化內容豐富民眾的數位生活。

在數位建設的3項計畫中，「國家文化記憶
庫及促進數位加值應用計畫」將從過去數位典

藏國家型計畫延伸，促進在地知識數位化，提

供文化資料收存取用，以建構台灣文化DNA；
「推動超高畫質電視內容升級前瞻計畫」將從

公廣集團與民間業者雙軌，催生面向海內外市

場，打造更多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的《通靈少

女》；「新媒體跨平台內容產製計畫」則將鼓

勵民間業者善用OTT（Over The Top）等新媒
體平台，以及AR、VR新科技特性革新技術，讓
台灣故事IP更加多元應用，期望從挖掘故事、
再生創作故事出發，從影視、動畫、劇場、遊

戲、角色等與各內容相關產業的角度，透過科

技及跨域整合實驗創新的方式，形成全新的工

作或生產模式，以完備產業價值鏈及整體影視

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藝術在多元文化的衝擊

與融合中，演化出特有風貌，然而台灣藝術發

展的歷史至今多未被系統化知識建構；許多珍

貴的歷史文獻，影音資料、藝術品及相關手稿

與文物仍散落各地，甚至部分劣化損壞亟待搶

救；尤其對岸企圖將台灣藝術納入中國藝術史

體系，讓台灣的藝術史主體性面臨極大挑戰。

為了厚植台灣文化力，文化部也特別將「重建

台灣藝術史」計畫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

目前更與教育部商討在大學設立台灣藝術史研

究中心的可能性，國美館也將啟動軟硬體擴充

計畫，未來還會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擴充典

藏研究推廣能量，藉此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

量，一起推動重建台灣藝術史的工作。

價值，形式與內容也都較過去大膽且多元。

除此之外，不少資深演員帶領新秀演出的傳

承典範，對厚植產業人才深具意義。這不僅是

創作人實現夢想的舞台，也讓許多國外投資人

看見台灣電影的可能性，若能結合國內外資金

雙管挹注，相信能帶動台灣電影產業長足的進

步。

雖然國內影視產業普遍面臨製作成本不足，

民間資金對影視投資不甚熟悉，但為能縮短資

金方與影視業者間的認知落差，協助影視業者

填補資金缺口，文化部已於行政院文化會報提

出「擴大影視產業投融資，健全生態系」報告

案，將從內容力提升、投融資資金及通路拓展

3大面向加強推動，並與國發基金、金控、銀
行、保險與創投業者合作，引進至少120億元
資金，協助影視業者取得投融資資金，為更多

好的內容提供充足的資金後盾。

＞＞推動以IP為核心的影視音發展

鄭麗君也進一步指出，台灣具有豐富的文化

素材，年輕人的創意能量更是源源不絕，如近

期台灣自製的線上遊戲《返校》所展現在地歷

史深刻記憶的故事文本，以及電視劇「植劇

場」系列帶動觀眾對於多元戲劇類型及新演員

的關注，都是廣受市場好評的成功案例。如何

將台灣原生故事成功轉化成內容，並建立以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為核心的影視音跨域
加值合作，使台灣創作的生命力被國際看見，

強化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是文化部責無旁貸的

重要任務。

而文化部持續執行「影視音產業發展中程計

畫」提增內容產製及辦理「文化內容科技應用

創新產業領航旗艦計畫」輔助IP開發、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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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王金雯

文
化輸出」對一個國家而言有著多方面的重

要意義，經濟貿易上的、外交宣傳上的。

藉由軟性的宣傳與認知，形塑出一個國家在國

際社會間的品牌形象，所以安霍爾特（Simon
Anholt）提出國家品牌概念時，將傳統文化與
流行文化設定為「國家品牌六邊形」（Nation
Brand Hexagon）之一邊（編按：包括人民、
觀光、出口、投資與移民、文化與遺產等6大要
素）。其中流行文化指的就是影視音等產值較

高、影響較大的文化內容產業，經過多年的市場

實踐下來，影視等文化作品的海外輸出就是國際

影視行銷。

在名稱上，我較屬意日韓將影視音ACG等文化
產業直接定義為內容產業（Contents Industry），
因為這些不能拿來吃、喝、用的產品，是精神商

品，已經最大乘載了一個地區或國家特有的文

化屬性，重複強調文化二字反而使定義越增模

糊與抽象，難以明確的制定政策與戰略。

過去台灣的電視節目國際影視行銷，嚴格來說

一開始是被動的，沒有一個正式的國際行銷部

門，大多是負責購片的影片組，兼著做節目海

外授權，在當時是先有了海外市場（香港、東南

「

台灣影視挑戰》

亞）對台灣電視節目的需求後，才產生海外版權

的銷售。

進入2000年之後，有線電視台競爭激烈，廣
告大餅不夠分，於是海外的版權收入成為有線電

視台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主要是戲劇與綜藝節

目的授權收入，電視台透過片商賣版權給當地電

視台做發行，收到了版權金對電視台或製作方來

說，就等於完成了海外銷售，國際影視行銷由此

開始漸漸受到重視。

因為語言能力的關係，除了中港新馬是直接與

當地電視台交易版權以外，多數是間接透過片商

的交易方式，如果做不到與當地市場直接深入的

交流，也難以深耕當地市場進而培養忠實觀眾。

當產業遇到瓶頸就需要升級或轉型，升級轉型

的高成本，在沒有明確的獲利前景下，大多數的

電視公司卻步不前。今年日本剛出了一本由大場

吾郎老師所研究出版的《日本電視節目海外展開

60年史——在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的夾縫中》，
包含了日劇、動畫、綜藝等日本節目的海外發

展，從1960年代的草創期，歷經成長期、停滯
期、混亂期等歷史梳理，為國際影視行銷提供一

個很好的基本論述，值得借鑑。

升級國際影視行銷力
才能真正打動國外買家
台灣影視作品如何能真正走入國際市場，不僅須直接與當地市場媒體平台實地接觸，
更應直接參與製作拍攝的過程，影視國際行銷才能做到實質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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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國際禮儀、

智慧財產權等基本

知識要有，更要了

解國際影視趨勢，

如果只知道自家作

品而缺乏對國際影

視作品的了解，少

了與對方在常識上

的交集，有可能在

商談的階段會被國

外買家認為見識不

廣，進而對作品也

打了折扣，因此國

際行銷認證、專業

化，需要企業或機

關單位來制定一個

門檻標準。

＞＞專業中介機構提供海外資訊及宣傳

影視的海外宣傳分成B2B及B2C兩部分來看，
台灣影視行銷人才的強項多在國內，針對不同族

群運用各式各樣的行銷工具為作品做宣傳，但到

了海外就難掌握宣傳。台灣的影視公司不夠國際

化的話是做不到的，此時需要有一個中介機構來

協助，不只幫助國內公司走到海外市場，也提供

國內公司海外市場的業界資訊，增加對國際市場

的了解，以協助制定出國際行銷戰略。

有 了 一 個 中 介 機 構 ， 就 可 以 固 定 提

供Newsletter、線上資料庫、線上媒合、舉辦電
影及戲劇項目的Pitch大會，協助業者做好生意，
但本身不宜介入，否則就成了片商，失去了專業

中介機構的精神。開發海外市場是一件需要企業

家精神的事情，中介機構也須具備這樣的特質，

＞＞加強國際行銷人才的專業能力

雖然很不想又拿日韓來舉例，但對於可取的優

點我們還是要大器的承認並虛心改進。日韓的電

視台、製作公司及經紀公司的總經理或高層主管

大多有留學歐美的背景，受美國流行文化影響較

大，國際行銷部門人員具備雙語或是三語能力。

例如日本電視台的國際部門當中，日英、日中、

日法等雙語人才是必備的，還有俄語、瑞典語等

人員，可以看出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長期布局。

因日韓電視台具備一定的規模，國際行銷人員

是考試進去的正式職員，自有一套他們的人才培育

計畫；但台灣影視業界中小公司較多，也較沒有培

育人才機制，而製片量又不足以成立部門專職海外

行銷，因此銷售海外對他們來說就是委託給片商

代售，但畢竟外部的人在作品拍攝時，並不在片

場，更需要專業的溝通與作業。

國際行銷人員是作品的門面，語言能力、國際

台灣電影業者參加北京電影市場展推廣本土電影，力拚我國內容產業外銷。

黑
劍
製
作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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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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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侍安宇

影
視產業是高附加價值且具外部經濟的產業，

除了放映版權收入之外，周邊產品如電玩遊

戲、影音專輯、書籍，以及劇中出現的手機、食

品、服飾、化妝品等商品皆能間接嘉惠相關產業。

當影星身價水漲船高的同時，隨之而來的經紀收

入與代言效應亦將倍數成長，拍攝現場或景點更

可配合觀光旅遊政策，吸引國內外觀光客前來旅

遊與消費，帶動龐大觀光商機，創造綜合效益。

＞＞「韓流」為韓國帶進龐大經濟產值

根據韓國進出口銀行（Korea Eximbank）海外經
濟研究中心推估，韓國文創產業出口每增加100美
元，會使韓國的手機、家電等IT產品平均輸出增加
約400美元，甚至推估韓劇《太陽的後裔》間接
輸出及生產誘發效果為5,800億韓元、附加價值
效果為2,000億韓元、相關消費商品與韓流觀光
達1,500億韓元，綜合效益達到1兆韓元以上。亦
即100億韓元左右的影視輸出額，可創造1兆韓
元左右的經濟效益，輸出誘發效果達100倍。
換言之，韓流能推動韓國3C產值，文創商品

全球影視趨勢》

出口對其他消費性產品有帶動效果。而在亞洲地

區，韓國電視劇、音樂等出口對手機、電腦、化

妝品出口皆有明顯帶動效果，亦會吸引外國人至

韓國觀光。回顧1980年代，台灣自電影新浪潮
開始，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等知名導演的作

品，在國際影展屢獲極高評價，因而提升台灣電

影的價值，並有助於強化我們的國家形象。

＞＞數位科技將驅動娛樂媒體業成長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2017年6月
發布之〈2017-2021年全球娛樂暨媒體業展
望報告〉（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7-2021）曾預估，2016至2021
年全球娛樂暨媒體市場（包含書籍、B2B電子商
務、電影、數據消費、電競、網路服務、網路廣

告、網路影音、雜誌、音樂、報紙、戶外廣告、

廣播、傳統電視與家庭影片、電視廣告、電玩遊

戲及虛擬實境等17種行業）之年平均複合成長
率（CAGR）為4.2％（詳見圖1）。
台灣與全球之年平均複合成長率差距不大，將達

影音串流平台崛起
內容產業輸出新契機
影視產業對於一國不僅具商業價值，若能向外輸出達到文化傳播推廣之效，
讓不同國家了解其人民生活方式與特有價值，
展現國家文化底蘊與藝術涵養，將可創造龐大的經濟產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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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市場規模預計達到175億美元。而北美、
歐洲及較富裕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的娛樂

暨媒體市場規模較大，但市場成長動能趨緩；反

觀其他國家規模雖小，但卻具市場成長潛力。

台灣娛樂暨媒體市場規模約175億美元，與瑞
士、荷蘭及瑞典等西歐國家相當，但年人均消費

支出僅750美元，明顯落後歐美先進國家（如英
國1,447美元、瑞士2,000美元及美國2,260美
元）。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印度及巴西

等國娛樂暨媒體市場規模大，年人均消費支出仍相

當低，例如中國大陸為222美元、印度為32美元，
未來仍有相當大的市場成長空間（詳見圖2）。
報告中亦預測未來主要驅動成長的4個行業分
別為網路影音6％、網路廣告4.3％、電玩遊戲

2.7％及網路服務0.5％。由此可知，網路影音
及線上串流隨著行動裝置快速發展，因機動性

強與打破時間限制等特性，將是未來重要發展

趨勢。提供影音串流服務的Netflix、Amazon
Prime、Youtube、Hulu等OTT業者在年輕族群間
大受歡迎，正在進行一場寧靜革命。電影、電

視、音樂與電玩遊戲等產業將更進一步由實體走

向網路串流及虛擬實境，數位科技引領未來產業

的發展。

＞＞台灣影視可藉網路平台進軍國際

台灣影視產業在企業規模小及國內市場規模小

的背景下，技術、人才、資金、行銷及通路等相

較於先進國家，競爭力依然脆弱。除稅負減免、

引導企業及金融機構投融資、政府編列預算投入

等財務支援外，透過國家的力量，培養人才、提

升數位內容技術及構建製作基礎設施，以協助業

（圖1）2016∼2021年全球娛樂暨媒體市場之規模與成長預測

資料來源：整理自PwC〈2017-2021年全球娛樂暨媒體業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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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紹樑

兩
岸在60年代進入冷對抗，當時大陸如火
如荼進行文化大革命，台灣則以中華文

化復興運動反制，包括舉辦金馬獎，意即從金

門、馬祖做「文化反攻」。

50餘年以後，金馬獎已成為舉世華人最重視
的電影大獎。此外，台灣音樂也早已風靡兩岸

內容產業省思》

四地，什麼《中國好聲音》、《中國好歌手》

節目，都有台灣歌王、歌后、詞曲大師打擂

台、點評或指導的身影。

但好萊塢仍稱霸，韓流日益風靡。甚至在最

近的中共十九大的報告都倡言「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這些鮮明的對比，值得我們省思台

灣內容產業的現況、挑戰與發展。

＞＞文創產業必須被視作「產業」

首先，我們要有信心。台灣的影視音人才一

直都有在國外得獎，或出人頭地，這表示我們

本土的「生產要素」深具競爭力。而解嚴後民

主開放的社會，更會是長期支持內容產業的奧

援。

其次，我們要虛心檢討，推動文創產業必須

先體認它是「產業」。也就是必須與營利性及

獲利心結合，否則生產要素無法有效利用、組

織，形成產業。國外常說The show business
is still a business，即是此理。準此，政府的輔
導應該具備市場性，終究要讓業者可以斷奶自

立。業者也要放下藝術至上的身段，收斂文人

內容產業走向良性發展
金融挺文創才能雙贏
台灣內容創作人才一直在國外都有相當亮眼的表現，而如何讓台灣具備足以躍上
世界舞台的文創競爭力，須讓產業走向注重原創性與市場性的良性發展。

影視音產業新關鍵字：

BAT、FAANG、OTT
古早，電影≠電視≠音樂。現今，你儂我儂而

通稱「內容產業」。在影視音產業面對數位匯

流、streaming串流不息的當下，有幾個英文
縮寫名詞反映產業現況與趨勢，不可不知。

BAT：指百度、阿里巴巴與騰訊三巨頭，寡占
中國視頻市場。

FAANG：指臉書、蘋果、亞馬遜、網飛、谷
歌，寡占美國視頻市場，甚至全球眾多人口的

眼球。

OTT：亦即over the top，指「頂上傳播」，
原是籃球術語，表示以電信傳輸直接訴求受眾

的模式，可謂現下最流行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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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眾人皆知：推動外銷！因為國內市場規模

太小。舉凡好萊塢、韓國、英國（披頭四被女

的氣息，甚至誠實納稅。

當然，台灣總也會有「文創志業」，也就是

具備大眾魅力，但不具營利性的業者，它們有

些是有所「不為」（指不為了「營利」），如

知名交響樂團體與舞集；也有一些是不能：想

獲利但還做不到。不論何者，這些志業滋潤

文創領域的土壤，也有一定的貢獻（詳見右

圖）。

＞＞推動文創外銷以擴大市場規模

第三，政策推動者與業者必須省思，台灣過

去6、70年的經濟發展，其成功的因素為何？

台灣文創產業要能外銷，必須要市場需求與投資相輔相成。

商
周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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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志」業與「事」業示意圖

資源來源：作者整理

文創「志」業

文創「事」業

上市(櫃)
文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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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楊中天  整理：蔡美萱

國
片《海角七號》大賣，在2008年暑假檔
期時的票房超過5億元，堪稱台灣電影界

的奇蹟，之後接棒的《艋舺》、《賽德克‧巴

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雞排

英雄》、《大尾鱸鰻》等也都有亮眼的表現，帶

動國內掀起國片潮流，讓國片市場從谷底翻揚。

成功打造《賽德克‧巴萊》電影中的馬赫坡部

落茅草屋、霧社街日式住宅群、武德殿、公學校

等場景，讓不少台灣人驚豔原來台灣也有這樣技

術的阿榮影業被譽為「台灣夢工廠」。阿榮影業

執行副總經理楊中天表示，2008年的《海角七
號》後，國片每年都有一些票房破億元的大片，

從那時候開始到去年，國片其實是蓬勃發展的。

＞＞國片榮景續航
除輔導金更需銀行投資

當市場還沉浸在這股榮景，以為進戲院看國片

仍是全民運動時，其實台灣影視產業已悄悄降

溫，雖然行政院新聞局（現為文化部）1993年首
度正式發放輔導金支撐國片繼續產出，尤其2008
年《海角七號》5億多元的票房，讓大家重新看到

融資機制探討1》

國片的希望。然而今年過年至暑假檔期，多部原

本外界看好的國片，票房卻都不如預期，顯示國

片到了需要重整的階段，這是剛好、甚至最佳的

整合與重組機會。

影視產業景氣好的時候，大家著眼的是明年成

長幅度，都想把自己的餅做大，比較沒有機會、

也不會想要一起坐下來談更遙遠的前景。今年國

片不像前2年這麼賺錢，促使各界團隊意識高漲，
靜下心來思考到底該如何整合台灣的影視產業。

台灣的銀行善盡「散財童子」的任務，但影視

產業卻還是找不到錢，這是長期以來面臨的問

題。劇組有創意、有好的劇本，卻不知如何吸引

銀行借款、投資？不少還有向民間借款、抵押房

子，或者有幸領了輔導金，但第一桶金的輔導金

仍不足以拍完作品。

每一部影視作品從製作到最後的上映，無時無

刻都在考驗著團隊，必須在有限的預算內完成，

而究竟銀行為什麼不敢借款、投資給劇組？主因

還是投資影視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包括專案會不

會半路夭折？能否如期拍完、能否在預算內拍

完？拍完後作品能否達到預期水準？這些都考驗

銀行對影視作品的授信。另外，看不懂劇本、不

保證機制+財務控管
降低投資影視風險
面對日韓劇、陸劇強勢席捲全球影視市場，
台灣影視產業應進入結構性整合階段，讓源源不絕的創意能逐一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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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或是電視台，如HBO、Netflix、公視等，
在作品開拍前與製作團隊訂定合約，要求在固定

時間內，以一定價格保證購買其完成作品），讓

影視團隊不僅讓銀行相信這部作品會在預算內完

工，而且可以明確交代每個時間點的具體支出。

為了讓影視作品順利在預算、預期內完成，建

議在影視劇組中導入隨片會計、財務總監、會計

師等職務。現在很多片子往往都執行到一段落或

拍完了，才開始整理發票、收據，所以常出現

不停追加預算的情況，可能一部作品原定預算

5,000萬元，到最後盤點支出時，才發現竟然多
花了2、3,000萬元。
劇組導入隨片會計後，現有團隊一定會不習

慣，因為他們被迫每天要把單據收好，每天有哪

些支出、記得打統編等都成了例行事務，才能

連買便當、飲料等各項瑣碎支出都可以隨時掌

控。除了隨片會計外，再搭

配財務總監，以及會計師簽

證，就可讓作品完成度與資

金消耗進度完整連結，如此

一來，避免影視作品在拍攝

期間，不清楚實際花費與預

算的差異，造成錢花完了，

戲拍不完；或是必須不停追

加預算，但是作品遲遲還是

未能完工的窘境。這並非無

法做到，當劇組慢慢習慣此

模式之後，未來只會越做越

好。

透過保證機制與財務控

管，不僅降低影片拍攝成本

超支、不能如期拍完、中途

停拍等不確定性，也多一層

確保作品得以完成的保障。

懂影視生態，也是影響銀行對影視產業授信趨於

保守的原因。

＞＞落實保證機制
導入財務控管是關鍵

因此如何透過結構性整合，搭配保證機制、財

務控管，啟動影視產業的正向循環，才能讓台灣

源源不絕的創意逐一被實現。對銀行來說，不管

是融資授信或投資，最重視的仍是影視作品能否

如期完工。而所謂保證機制，包括了完片擔保

（completion bond，在國外影視產業，完片擔
保公司與製作團隊訂定完片擔保合約，製作公

司給付固定費率，完片擔保公司監督確保作品如

期、如預算的完成，必要時，更換需要的工作人

員，或是賠償額外的損失）、保證收購（由OTT

影視產業長久以來面臨資金匱乏的問題，如能健全保證機制與財務控管，將有助於動員資金挹注影視產業。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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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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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盧陽正  整理：楊晴

不
少台灣影視製作團隊能力並不輸他國，但

眼前影視內容產業資金斷鏈問題嚴重，金

主、投資人難尋，加以金融機構重視是否有擔保

品的借貸情況下，有時團隊出資者動輒還須將辦

公室、房屋當抵押品，才能借到款，面臨「不在

乎票房，只在乎還

款」的現實問題。

但假設台灣能借

鏡參考韓國做法，

創造出自己的影視

產業信用評等機

制，引進由政府主

導，所建立兼具擔

保與信評之機構。

從政府的公信力來

保障，或許有機會

順利向金融機構取

得更充裕的貸款資

金。

以好萊塢獨立製

片為例，海內外影

視製作財務預算

融資機制探討2》

結構主要分為3大來源：權益投資（Equity）、
版權預售金額（P r e - s a l e s）以及補貼支持
（Supporting Money）。權益投資主要來源為
風投，占比可以從20％至100％不等，好萊塢
「補貼支持」占比可以達2.5成，其餘資金不足

建立影視融資評等模型
協助銀行信用評估
台灣文化創意資源並不亞於其他國家，但資金缺乏卻常導致影視作品無法與之匹敵，
如能透過建立兼具擔保與信評之機構，或許有機會讓資金動員更加順暢。

台灣影視產業面對資金斷鏈問題，有賴政府與民間一同解決。

商
周
圖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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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意見，但不能作為在資本市場中的投資建議。

這對銀行而言，就像一份「風險評估報告」，銀

行可以看得懂中小企業的產品風險，進而根據這

筆貸款可能具備的風險，評估計算出可核貸的金

額。

國際上有3大信用評等公司，分別為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穆迪（Moody's）、
惠譽（Fitch）等國際評等公司，台灣則有中華信
用評等，為投資者提供信用評等、分析研究等服

務，通常會針對基金、債券、上市公司等進行信

用評等。

台灣影視產業是否可以套入這樣的評等概念，

幫助動員更多資金挹注，值得各界深思。一般而

言，國際評等公司通常會有三個B、三個A等的
設計，一般來說，三個B以上國際評級可代表不
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動，仍然有償還能力，假設三

個B以下，可能代表環境變動下，銀行認為償債
能力相對弱。

久而久之，信用評等多被視為企業進入資本市

場的通行證，也具有融資成本評價的考量，有利

於企業向金融機構爭取任何條件，例如申請貸款

衍生出的手續費用等，甚至可以為管理部門提供

有效監管的重要依據。

假設內容信評機制建立，再加入相關保證機制

（如完片擔保、保證收購等），就可進一步分散

拍片品質、財務監督等風險。像是完片擔保在美

國、英國、日本、香港、中國大陸沿革已久，主

要透過商業合約模式，將評估出的必要風險包裝

在完工保證中。最重要的是，不僅可以為製片做

保證，也會介入協助財務監督、拍片品質管理

等。

以成龍即將在2017年12月上映的《機器之
血》為例，該片斥資人民幣4億元，便是尋求美
國電影金融公司（FFI）完片擔保模式來製作，

部分就需要透過貸款（Loan）支持。
但以此結構套在台灣的影視產業上，一部

3,000萬元的影視製作財務預算，可能卻會產生
了2,400萬至2,700萬元的貸款需求。原因一，
由於版權預售收入屬於作品完製後進帳的資金，

即便估計銷售金額可達整體作品財務預算的2
成，初期製作仍會產生資金上的缺口。

其二，如果想向金融機構借貸以彌補資金缺

口，一般金融業者會要求「權益投資」占比至少

要達1到2成，且很大情形會出現「補貼支持」
一毛都沒有。

而影視內容產業業者仍必須面對這殘酷的現

實，即便提供金融機構DD（實地查核），也可
能無法順利取得這麼高的貸款。因為金融業者一

般都會合理質疑，可以完成拍片、完片品質會如

預期嗎？有足夠的保證機制嗎？

這些疑問都直指一個核心問題：「有能力償還

貸款嗎？」多數金融業會因此希望再增提實質擔

保品，因為看不到實質的財務保證，都將對未來

收款增添更多不確定性。在一般情況下，一部

3,000萬元的影視製作財務預算，即便取得中
小企業信保基金的信用保證，最多也只能申請到

1,200萬元的貸款，中間產生至少1,000萬至

1,200萬元的資金缺口。而此時台灣的影視產業
該怎麼辦？

＞＞韓國政府成立技術信用保證機構

韓國則透過政府國家力量的介入，成立「技術

信用保證機構」，最值得台灣參考的是，該機構

針對中小企業發展的技術設計或內容，出具一紙

評等報告，提供給銀行貸款的保證參考。

信用評等多是獨立第三方從技術面來研判，各

經濟主體與金融工具的信用風險層級，並發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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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薛雅菁

提
到今年國片《大佛普拉斯》的幕後推手，

除了華文創公司的製作團隊外，就屬文化

部與中信創投這兩家重要投資者了，而中國信託

深耕台灣文創產業，力挺主管機關「金融挺文

創」政策，是最早支持政府文創產業政策的金融

機構之一。

中信創投董事長王志剛表示，勇於嘗試新興

事業投資的中信創投成立於2003年，是中信
金控百分之百投資。2010年就看準趨勢，將
文創投資業務獨立出來，2014年起更成立文
創投資中心，深耕投資文創產業，從國片擴展

到華研國際音樂、霹靂國際、誠品生活與華文

創等。

＞＞文創產業4大發展趨勢

「不管任何投資都必須要從宏觀的趨勢面來

看。」他分析，文創產業有4大趨勢，第一，數
位化將成主流。以音樂來說，根據統計，2016
年全球音樂產值約有158億美元，其中有50％為
數位音樂貢獻，實體音樂只占34％，現場演奏有

創投建言》中信創投董事長王志剛

14％。根據IFPI全球音樂報告指出，數位音樂產
值在2016年正式超越實體音樂，而關鍵點正是
線上音樂串流服務。

第二，由於網路、雲端服務與大數據興起，讓

文創產業服務者能清楚掌握消費者人口學，進而

針對目標市場提供符合胃口的產品服務。同時產

品服務提供者也可以根據消費者的回饋隨時修改

產品。以手機小說為例，創作者可一邊寫作一邊

根據網友回饋修改結局，讓小說成為作家與網友

共同創作的作品。

第三，產品通路更加多元化。除了傳統的電

視、電影院、實體書之外，更多虛擬網路平台

的興起，如騰訊、愛奇藝與優酷等，消費者從

以往看電視、電影轉而用手機與平板電腦閱讀

收看，形成多元化的載具與通路。其中，新載

具的比重越來越吃重，越來越多人使用手機來

追劇。

第四，付費收看成為主流。以2016年中國大
陸的連續劇收入為人民幣604億元為例，其
中有117億元為付費在線上影音平台收看，
約占20％，此外55％為廣告收入，而25％

掌握4大趨勢
深耕投資文創產業
今年最風光的國片無疑是黑色幽默電影《大佛普拉斯》，
不僅獲2017年台北電影節5項大獎，也入選多倫多影展、釜山影展與東京影展，
又在金馬獎評選中獲得多項肯定，如此佳績可謂再次鼓舞了台灣國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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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開拍前就已售

出68億元的版權
費，以中國各省分

的版權再加上海外

市場，可謂賺到天

價版權。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付費內容崛起趨

勢下，騰訊旗下電

子書出版社閱文集

團10月26日在香港
掛牌交易，以每股

55元上限定價，發
售1.51億股，共募
集了83億港元（相
當於11億美元）的
資金。由閱文超額

認購倍數突破600
倍，吸引40萬人搶
購來看，顯示手機

收看付費內容已成為主流，獲得投資人的青睞。

相較於中國，台灣的表現仍有突破的空間。

根據統計，2015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總家數為

62,985家，較2014年成長1.24％；但近年來
受到國際景氣影響，整體產值只比2014年微幅
成長0.57％，不如當年度整體GDP成長0.72
％。王志剛分析，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在於文

創產業並非生活必需品，隨著景氣趨緩，民眾對

於非必需品的需求也隨之減少。

＞＞台灣創新能量充沛、文化多元

但他認為，台灣文創產業發展仍有優勢，主要

看好台灣年輕人創新創意，不管是瑞士日內瓦國

為版權收入。

＞＞中國文創抓準趨勢，表現亮眼

在這4大趨勢下，中國文創產業不管在內容與
產值上，都表現得相當亮眼。以電影為例，從

2006年開始，即以每年25％來成長，預估到了

2019年票房將超越北美與印度，成為世界最大
市場。以最近在中國大陸創下紀錄的《戰狼2》
為例，上映2週即有人民幣50億元的收入。再以
電視劇來說，近年來火紅的宮廷劇，隨著水漲船

高，版權費也相當驚人，以《甄嬛傳》續集《如

懿傳》為例，由騰訊獨家版權，1集版權費高達
人民幣900萬元（約合新台幣4,500萬元），在

中信創投董事長王志剛肯定台灣創新量能，期望各界共同為台灣文化經濟產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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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蔡美萱

著
重文創產業早期投資的林弘全認為，重振

台灣文創可從具原創性的破口切入，輔以

加強扶植30歲以下年輕人，台灣影視音出口盛
世將指日可待。

林弘全不僅曾是台灣最大社群網站「無名

小站」的創始站長，

2006年讓無名小站
風光嫁入雅虎，之後

與合夥人創辦全台最

大綜合性群眾募資

平台「 f l y i ng V」，
以及發想全台第一個

創意實驗基地「濕地

venue」。
同時，他的另一個身

分便是豐利管顧董事

長，為加入扶植台灣文

創事業，豐利管顧以創

投的角度積極參與文化

部的文創投資，致力促

進台灣影視音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

創投建言》豐利管顧董事長林弘全

談起為何推動新創事業發展，他表示，矽谷當

地年輕人創意、創業的生命力蓬勃，而且資金流

動性佳，促使矽谷成為全球主要新創事業的起源

地，反觀台灣卻少了這股生氣，為了推動台灣創

新創業的氛圍，2011年他離開雅虎的當時，一

加強扶植文創新秀
呵護創意種子
面對韓流、陸潮等外來文化攻台，為提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
各界皆期盼能集結文化能量，共同帶動台灣文化經濟活力。

豐利管顧公司董事長林弘全認為，台灣文創產業不應與市場規模大的國家相比，必須走出小國文化經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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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內地票房首週尚可，但第二週卻遭遇了

政府包場的《集結號》猛攻，徹底敗下陣來。

另外，中國大陸影視產業巨擘萬達集團近年分

配旗下影城對上映電影選擇的方式，都是先看主

要演員，再決定於上映影城的多寡，而不是看劇

本。之所以會有通路端說了算，掌控一部片子上

映與否、影廳多寡現象的出現，與中國大陸電影

產量豐沛，現有影廳數量無法負荷有關，所以即

使上了院線，也不代表能回收成本。

林弘全指出，中國大陸2012、2013年當
時，一年電影的產出有2,000多部片，而能在影
城上映的院線片只有700部左右，且700部片子
中僅100多部能成功回收。也就是說，中國大陸
只有三分之一的電影能上院線，其中，不到五分

之一能回收。這顯示了電影票房很集中，影視是

心就想投入新創事業的早期投資。

而為推動我國文創產業發展，國發基金自

2010年5月匡列新台幣100億元投資文創產
業，並委由文化部執行，經過一連串公開評選，

豐利管理顧問得標成為進行文創創投的12家公
司之一。

＞＞影視音投資在台缺乏完整產業鏈

之後文化部的文創二期計畫，豐利管顧再度得

標，對於台灣文創投資，豐利管顧這幾年的投資

聚焦產業鏈中段的供給者，而非鎖定國片等終端

投資標的。林弘全坦言，即使劇本看了不少，但

還是不敢投資電影，主因影視音投資在台灣尚未

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他說，這是錢兜出來

的產業，預算砸下去

後，就能做出一個不錯

的影視作品，尤其，現

在行銷必須先砸下一定

預算後，效果才會顯

示，但若不賣海外版

權，其實是很不容易回

收的。除了燒錢外，突

如其來的意外也容易使

投資慘遭滑鐵盧。例如

導演陳可辛的作品口碑

都很好，可惜的是，每

次片子上映時都會遭遇

不可抗力的變故，2005
年電影《如果愛》票

房被當年的《無極》秒

殺，2007年的《投名
狀》電影上映之後，在 政府不僅應多給予年輕創作者資源，且須讓發展空間具有彈性。

商
周
圖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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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與

為維繫地球資源環境永續，

追求乾淨安全的再生能源是全球趨勢，

政府更將綠能建設列為重要政策之一，

因而衍生龐大的投資、融資需求。

如何在符合風險可控前提下，

有效引導國內外資金挹注、發展綠色金融，

值得各界共同加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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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採訪、撰文：張舒婷

蔡
英文政府大力推動綠能政策以來，「再生

能源發展」始終位居要津，2025年「非
核家園」即將正式到來，屆時再生能源發電比

率占比將提高至20％，其中
風力發電來到4.2GW（含離
岸3GW與陸域1.2GW）、
太陽光電來到20G W（含

地面型 1 7 G W與屋頂型

3GW）。
倘若要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

電，勢必需要大量的資本支

出，在此過程中，金融業者扮

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於金

融業者而言，這當然是契機，

不過，機會到來的同時，往往

也伴隨著不少挑戰。如何在發

展再生能源發電的路途中，讓

投入的業者與金融圈齊力找到

最大的商機所在，將風險降至

最低，將是未來幾年最值得探

討的議題。

再生能源金融高峰會

有鑑於此，由台灣金融總會、中華民國銀

行公會主辦，台灣金融研訓院、歐洲在台協

會協辦的「再生能源金融高峰會」，邀集國

導入國際經驗
力推台灣綠色金融
面對氣候變遷，追求再生能源、維護自然資源與環境永續已刻不容緩。
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再生能源金融高峰會」，邀集國內外專家分享相關經驗，
以期達到促進產業與金融發展、經濟轉型綠色低碳之目標。

台灣金融研訓院於11月3日舉辦「再生能源金融高峰會」，邀請許多重量級代表一同與會，各界對綠能
發展之重視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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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金融業、綠能相關業者的高階主管與

會，深入討論政府再生能源政策與前景、綠

色金融政策，並分享國際間相關的授信、投

資成功案例。

台灣金融總會代理事長黃調貴指出，為了抵

禦氣候變遷、地球暖化的影響，綠能產業已是

大勢所趨，也是未來值得大量資金投入的領

域。

銀行公會理事長呂桔誠也表示，日本、德國

等先進國家無不積極發展綠能建設與再生能

源，為了協助政府勾勒2025年「非核家園」的
美麗願景，並因應再生能源殊異的產業模式，

各界都已經動起來，不僅政府致力於建立公正

獨立的第三方認證單位，金融界也持續建立不

同的投融資管道，供未來政府、業者可籌措資

金。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強調，政府推動再生

能源政策的決心不容置疑，台灣不僅需要乾淨

的能源，更需要綠能產業作為新經濟引擎，帶

動相關產業的鏈結與發展，並且已加速建立第

三方驗證機制，協助金融業者更能掌握投資風

險。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提到，行政院已核定

由金管會提出的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內容涵

蓋授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才培育、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展、資

訊揭露、推廣綠色永續理念等7大面向，共
計25項措施，促進金融市場加速支持綠能產
業。

經濟部能源局副局長李君禮指出，要推動再

生能源發電，台灣有獨特的機會與優勢，也有

先天與後天的挑戰與限制。除了位於亞熱帶、

日照充足之外，台灣海峽離岸風能資源充沛，

而且綠能產業鏈相當完整，技術、人才、管理

經驗亦都具備，同時政府也將規劃相關產業園

區與施工船隊。

國發會副主委曾旭正表示，最具指標性的

「沙崙綠能科學城」也已列入前瞻基礎建設

中，將在科學城內，設立學校、研究機構與

產業聚落，預計2021年吸引超過2,200人
進駐，法人、廠商的民間投資金額合計達40
億元。

關於太陽能光電、陸域風電、離岸風電等配

套建設與措施，目前都持續進行中。而國內外

專家也普遍看好台灣發展綠能商機的潛力，政

府、民間該如何攜手合作，引導民眾更重視永

續發展的綠色經濟，促使綠色消費與日常生

活緊密結合在一起，是發展再生能源之首要任

務，才能進一步創造金融、綠能產業、全體社

會三贏局面。

行政院政務委員吳政忠期許台灣能成為未來亞洲離岸風電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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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撰文：曾旭正

當
前的台灣在經濟、社會、安全等方面，都

同時面臨結構性的挑戰，必須採取統合性

的、國家級的行動才足以克服困難，找到新階

段的出路。譬如在經濟發展上，產業必須積極

創新轉型，因此政府提出「五加二產業創新計

畫」作為未來產業政策的重點；在社會發展方

面，因應人口少子化與老年化的趨勢，政府積

極推動長照2.0計畫與人口專案等；在國土安全
方面，面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水患，必須治水與

抗旱同步推展；為了建立非核家園並兼顧用電

需求，必須努力發展各種綠色能源、提升電網

效能等。面對上述發展課題，台灣必須盡速啟

動兼顧軟硬體的整體政策。

此外，在國際競爭越加劇烈的趨勢中，相較

於其他競爭夥伴，台灣的基礎建設也急需加

緊直追。根據WEF〈2016-2017全球競爭力
報告〉，台灣基礎建設競爭力全球排名第13
名，惟仍落後新加坡（2）、香港（1）、韓國
（10）等國；其中我國一般基礎建設之品質
（第20名）與鐵路基礎建設之品質（第10名）
等2項雖然排名均較2016年進步1名，但仍有

綠能發展政策》

相當大的進步空間。整體而言，台灣的基礎建

設，在質與量上都應積極推動，才足以強化國

家的競爭力，給予外界更大的信心。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正是回應上述情勢的國家

級行動，透過投入必要的實體建設來調整產業

結構並刺激經濟發展，運用優質的設計來提升

城鄉環境水準。前瞻計畫包含8項建設，綠能建
設是其中之一，它既要肩負電力供應，更要台

灣邁向非核家園；此外，也要藉此穩健發展綠

能產業作為下一階段台灣的特色產業。以下即

說明前瞻計畫中綠能產業建設的內涵。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第一

階段將以4年為期，總預算不得超過4,200億
元，其中，綠能建設的預算金額為277.5億
元。主要計畫內容包含3項：完備綠能技術及
建設、加速綠能科學城建設、建置前瞻技術驗

證。

完備綠能技術及建設

綠能技術及建設主要針對太陽能光電、風

3大綠能前瞻建設
達成非核家園和經濟發展
為建立非核家園並兼顧用電需求，必須加速推動各項綠能發展。
正因如此，綠能位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8項建設之一，
預計於2025年前完備相關政策目標與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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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電與地熱發電，其中，太陽能光電是早

自2016年中即已推動「太陽光電2年計畫」
作為打底的工作，至2 0 1 8年年中將完成

1,520MW的太陽能光電板設置，屋頂型與地
面型同步推動。其後持續推動，至2025年將累
計完成20GW的設施容量。
至於風力發電部分，有鑑於台灣海峽擁有世

界級的優秀風場，因此在陸域發電外，更加強

推動離岸風力發電。在2025年之前，預計要
設置陸域風力發電1,200MW，離岸風力發電

3,000MW。過去台灣只有陸域風機的設置經
驗，今年已完成2支離岸風機的示範機組，未來
將有策略的逐步推動，基本原則是優良風場先

行，次級者接續開發；淺海的部分先做，深海

者後續。由於台灣的風場條件好，加上看到政

府推動的決心，歐洲許多有經驗的能源公司都

主動來台爭取合作的機會，台灣可以藉此機會

提升技術，扶植本土的能源產業。

加速綠能科學城建設

不論風力發電或太陽能發電，都必須持續研

發新的技術，提升發電效能與裝置方式。台灣

推動綠能產業，不只要解決自身發電的需求，

更期望在全球綠能技術發展的領域占有一席之

地。因此，設置綠能科技聯合研究中心和綠能

技術的試驗場域是十分必要的，前者由科技部

主導，整合大學與業界的研發能量，在科專計

畫的支持下，有系統的推動綠色能源的研發。

而試驗場域則由經濟部負責，主要在於提供研

沙崙綠能科學城是一智慧生態城市，與大自然共生發展，並以「人」為本建構社區必要的生活系統。（此為模擬圖）

國
家
發
展
委
會
提
供



台灣銀行家2017.12月號 77

撰文：林志吉

我
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溫管法）

已明定「綠色金融」為中央有關機關應

推動的事項，行政院並已請國發會、金管會、

財政部等中央部會協力推動綠色金融及溫室氣

體減量之誘因機制，引導我國朝向綠色低碳成

長。

綠色金融於《溫管法》並無定義。國際間對

於綠色金融的定義或範疇概念不一，主要係指

可促使經濟個體（包括金融業者與其他）於進

行融資、投資等行為決策時，將環境風險、成

本與效益等外部因素，納入財務規劃考量的做

法。舉凡碳稅、碳交易、再生能源F I T躉購制
度等議題，都常見於國際間討論綠色金融之範

疇。

倘以金融業角度而言，綠色金融係指金融業

把環境保護當作業務發展的基本政策，在進行

授信或投資的決策過程中，要評估企業等資金

需求者對於環境潛在的外部影響，相較於傳統

金融業務，更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發展綠色金

融屬於落實金融業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本文

以下也偏重於此限縮概念的說明。

綠色金融政策》

國際推動綠色金融3大類型

觀察國際間推動綠色金融的做法，大致可分

為3大類型：1、透過政策性專案投資、優惠貸
款或放款保證等政府資源的挹注，帶動民間投

融資用於綠色產業；2、建立自願性綠色投融資
準則如赤道原則、責任投資原則、永續保險原

則，供金融業者自願遵循；3、鼓勵市場發展多
樣化的綠色金融商品，吸引具環保意識的資金

挹注綠色領域。

行政院已於2017年11月6日核定「綠色金融
行動方案」，未來須由經濟部、財政部、國發

會、環保署、國發基金、金管會等部會協力合

作推動。此方案係配合我國非核家園、能源轉

型、環境減排等重大政策，經參酌國際相關做

法，並因應我國在地法制環境與國情所研議。

方案內容涵蓋授信、投資、資本市場籌資、人

才培育、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

展、資訊揭露、推廣綠色永續理念等7大面向，
計25項措施（詳見圖），實際上已經是整合了
前述國際上的3類做法。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引導台灣朝綠色低碳成長
追求環境永續之低碳綠色經濟模式，已成為全球風行潮流。
且需大量資金投入支持，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商機也應運而生，
各項措施與人才訓練將是未來的重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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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標為協助綠能業者，尤其是太陽光電

與離岸風電發電業者，取得發展所需之相關資

金。故短期重點在於宣導赤道原則等國際綠色

相關自願性投融資原則，並藉由強化培育了解

綠能產業金融人才，推出加強授信、投資、籌

資面向之金融措施，促進金融市場可自行運作

支持綠能產業。而中長期目標則希望藉由各

部會協力推動對環境友善的規範措施，促使金

融市場引導實體產業、投資人、消費者重視綠

色永續，讓台灣轉型為綠色低碳經濟、綠色投

資、綠色消費與生活。

我國推動綠色金融已見初步成果

金管會已積極循序推動綠色金融，並已有初

步重要成果。包括：1、我國綠色債券市場於

2017年第2季建置，預計2017年底掛牌發行
的綠色債券規模可達200億元；2、2016年10
月1日起，實施「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
產業放款方案」（包含適用於綠能科技產業）

成效良好，截至2017年9月底新增放款餘額為

3,639億元，達第一期預期目標1,800億元之

202.17％；3、2017年9月25日發布「鼓勵
保險業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投資方案」；4、完成
多項開放措施，包括：開放保險業資金投資國

家級投資公司所設立之國內私募股權基金、開

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投信事業）可轉投資子

公司擔任私募股權基金普通合夥人，引導投資

機構等資金參與包括綠能科技、循環經濟等綠

色產業、銀行授信限額等法令鬆綁；5、督促
銀行公會修正銀行授信準則，自2017年7月5
日起，將赤道原則精神條款適用範圍，由「專

案融資」擴大至所有「企業授信」業務；6、
在金管會呼籲下，市場上已有綠色信用卡、綠

（圖）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方案措施涵蓋7大面向、25項具體措施

授信

投資

資本市
場籌資

資料來源：行政院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主要措施

授信面向：

•「獎勵本國銀行辦理新創重點產業放款方案」
•推廣赤道原則
• 研擬支持綠色融資市場運作之配套措施（如：第三方
認證機制、公股銀行╱國發基金參與以提高民營銀行
授信意願）

投資面向：

•鼓勵保險業投資我國綠能產業
• 開放保險業資金投資——國家級投資公司所設立並用
於投資綠能新創重點產業之基金

•推廣責任投資並編製永續指數
•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私募股權基金業務
資本市場籌資面向：
發展綠色債券市場，透過非租稅誘因，鼓勵發行與投資

人才培育面向：
強化培育了解綠能產業之金融人才（含開設高階主管專
班）

促進發展綠色金融商品或服務深化發展之面向：

•適時研議編製綠色債券指數
•適時研議鼓勵投信事業募集發行國內綠色基金
•研議發展綠色保險
•鼓勵信評機構提供綠色信評服務
資訊揭露面向：
整合跨部會ESG相關資訊俾利金融業查詢
推廣綠色永續理念面向：
辦理綠色金融業務評鑑、對投資大眾宣導

人才培育

促進發展綠色
金融商品或服務
深化發展

資訊揭露

推廣綠色
永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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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陳麗緹

世
界各國加速發展綠能產業，追求經濟體轉

型低碳綠色經濟，對於金融業的意義，金

管會的觀點是「把環境保護當作基本政策，在

投融資決策過程中，評估企業對環境潛在的影

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成本、效益、風

險，納入營運業務中」。金管會銀行局長邱淑

貞在再生能源金融高峰會上提醒，國內銀行機

構主要是商業銀行，授信人員習慣於傳統融貸

模式，對於國際銀行業倡議的綠色金融主軸，

已轉向專案融資大型計畫的做法，兩者授信模

式完全不一樣，本國銀行應有向外商銀行學習

的必要，加快相關人才的培育。

專案融資占資產融資比重大升

政府推動的綠色經濟現階段重心在再生能源

投資，國人過往仰賴傳統銀行貸款支應投資資

金，或是引進國際批發銀行開發包裝的「綠色

金融商品」，如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指

數、綠色ETF、碳交易金融等。國泰金控總經
理李長庚指出，現在全球資金投入狀況，非傳

金融業新商機》

統銀行的專案融資占資產融資比重大幅提升，

彭博新能源金融資料庫統計，自2014年的45
％，上升到2015年的52％。
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亞太區專案
計畫財務顧問部門主管Laurent Margoloff亦指
出，北歐地區離岸風力發電市場及至2017年7
月底，正在興建的發電目標8.1GW，半數投資
資金是屬於專案融資，採取無追索權貸款（non
recourse senior debt）模式，主要融資供應在

2016年底就近乎完全確定，英國籌募41億英
鎊，荷蘭、德國、比利時3個市場期募得32億
英鎊；而英國、比利時和德國在2017年再追加
募得37億英鎊。
目前再生能源最優先行動的離岸風電，

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開發商以歐洲企業為

主，歐洲銀行業亦是全球離岸風電專案融

資的活躍金融機構，包括法巴銀、法國外

貿銀行（N a t i x i s）、西班牙土生金銀行
（Santander）、荷蘭ING安智銀行、ABN-
AMRO、Rabobank、MUFG、SMBC等，連西
門子（SIEMENS）集團旗下的融資公司也相當

向外銀學習
開拓國際專案融資市場
綠能發展是政府重要政策之一，同時也因此開啟金融業的新商機。
然而國內如何從傳統融貸轉向專案融資模式，
應可借鏡外銀經驗，並加快相關人才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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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至於歐系大型銀行的英商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HSBC）、巴克萊銀行、西班牙BBVA、
德商德意志銀行、德國商業銀行等，日系銀

行MIZUHO也跟進。
至於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歐洲投資
銀行（EIB）因屬於歐洲跨國政府合資的公共股
東構成，手上原本就有許多基礎建設、環保能

源的專案計畫在進行，像EBRD已共投資超過

1,000億歐元於4,555項計畫，透過投資來推
動經濟轉型，旗下的「綠色能源特別基金」用

於投融資受援國的綠色減碳市政建設，有智慧

電表、大眾運輸、廢棄物汙泥管理等。

專案融資著重「未來」各項評估

依照現在我國政策推動綠色經濟的快速發

展，在2020年達到再生能源發電量234億度，

資金需求約新台幣

6,135億元，而加總
各部會的長期規劃，

及至 2 0 2 5年要達

515億度，業者預期
資金規模將擴大到3
兆元，「資金需求大

到沒有任何一家銀行

可以吃得下來。」李

長庚認為，專案融資

著重「未來」，包括

要會評估專案未來需

求的現金流量及其充

沛度，要會評估經營

團隊的專業度，要會

評估融資企業的未來

前景，特別的是，專

案融資計畫多屬長天期貸款，動輒20、30年，
銀行最大的挑戰是要將「對於未來的預測，做

為現在的融資依據與條件」。

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經理Dr.
Fabian Schluter在分享德國離岸風電融資模式
時，特別強調，正是因為風電等再生能源的特

殊風險性，包括「未來」的國家法規變動、技

術研發突破等的不可測，更是需要專案融資的

計畫結構方式，作到資產既能保全、融資風險

又能分散的程度。

資本密集的大型開發計畫，如發電廠或收費

高速公路興建，最需要專案融資，台灣近期因

推動再生能源而使得離岸風力電場的開發與興

建，成了最典型的台版案例。渣打銀行專案及

出口金融部門主管Nikita Baryshnikov指出，
專案融資最大的特色是授信條件須朝「無追索

權」或「有限追索權」的方向規劃，專案開發

法國巴黎銀行來台分享歐洲綠能專案融資經驗。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提
供



台灣銀行家2017.12月號 83

撰文：謝翰璋、郭沐鑫、吳佳璇

因
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於2016年

11月4日開始生效，我國政府承諾於2030
年將減碳20％，更於2050年將減碳50％，實
為艱鉅之挑戰，由於我國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化

借鏡歐盟經驗》

石能源依存度仍高，面對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趨勢

與國家非核家園共識，我國政府提出「綠能科技

產業創新推動方案」（FY106-109），亦為「五
加二」創新產業計畫之一。聚焦創能、儲能、節

以第三方驗證
建構完整離岸風電生態系
透過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引進國際專家合作，協助國內金融業者了解其工程、
財務、保險等風險評估面向，是建構我國再生能源開發生態系的重大突破。

（圖1）再生能源投（融）資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計畫與其他部會分工關聯

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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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系統整合4大主軸，打造綠能創新產業生態
系，研發下一代新興綠能產業技術，藉由活化太

陽光電、風力發電、智慧電表等綠能產業，建立

產業網絡中心輸出至國外市場。

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之一為推行「太

陽光電2年計畫」及「風力發電4年計畫」，配
合2025年非核家園政策，發展目標為太陽光電

20GW及離岸風電3GW，達到再生能源占比

20％目標，估計離岸風電開發資金約新台幣1兆
元，龐大資金實需金融及保險業者共同投入。

降低金融機構投入再生能源風險

由於離岸風電開發資金約高達兆元，如此龐大之

開發資金需要金融及保險業者共同投入，如何降低

金融機構投入此等產業之風險，成為首要重視之課

題。取經國外經驗以第三方驗證方式，將開發案場

建置技術透過文件化、標準化，得以降低產業發展

風險以及提升金融業者信心，共創綠能未來。

因此行政院於2017年3月1日規劃建立第三方
檢測驗證中心，透過此再生能源投（融）資之第

三方檢驗中心所簽發之測試與驗證結果，藉以評

估發電設備、設施與計畫之性能與可執行性，以

提供金融及保險業者作為專案融資及核保風險管

理之可靠評估，吸引金融及保險業者投入再生能

源產業，使得再生能源產業得以永續發展（詳見

圖1）。本計畫並於3月11日經總統裁示將「再
生能源投（融）資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計畫」預

算列入特別預算。

德離岸風場開發均須經第三方驗證

除了開發業者之商業需求會委託第三方驗證公

司執行離岸風場專案驗證外，歐洲離岸風電主要

開發國家，如德國與丹麥，也都在國家法規中強

制要求所有離岸風電開發案都必須要有第三方驗證

機構出具證書以確保品質，如德國海事局（BSH）
為德國離岸風力發電主管機關，而於海事局發布

之最低設計要求標準（Minimum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ve Design of Offshore 
Structures with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內容提及審核及認可要求。根據德國海
事局所發布的準則，可將離岸風場開發過 程 分 成

5 個階段，分別為規劃（Development） 、
設 計 （Design） 、 執 行（Implementation）、營
運（Operation）以及除役（Decommissioning）。
德國海事局要求離岸風場開發商必須依據經其認

可之專家（Recognized Expert）的意見（亦可為第
三方驗證機構證書），用以確認所有離岸設施完全

符合主管機關所認定之規範或其他技術規範，作為

審核業者於德國經濟海域內設立風場之標準（詳見

圖2）。因此於德國內所有離岸風力發電廠都必須
具有第三方驗證機構所出具之驗證證書。

另外丹麥在「73號行政命令」（Execut ive
Order no. 73 of 25 January 2013）中提及，
所有安裝在丹麥陸域、領海及用於能源開發之專

屬經濟區之風場，須符合該行政命令要求，行政

命令中明確指出離岸風場之風力機轉子掃掠面積

超過 200 M2時，該風場即須通過專案驗證，以
確保安全及可行性，又專案驗證要求項目至少應

包含 IEC61400-22（CNS 15176-22）提及之
必要項目，而風場開發商應向第三方驗證單位提

出專案驗證申請，通過驗證取得證書，後續仍應

持續維持證書之有效性。

目前世界上最大離岸風電開發商沃旭能源

（Orsted），現正在為開發中之荷蘭Borssele離
岸風場，尋找第三方驗證機構，認證機構將驗證

設計基礎是否具有充分和適當文件紀錄，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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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撰文：藍弋丰

台
灣人對能源的認知，幾十年來，大體上只

有限電與反核，談到能源，彷彿就只有擁

核反核之爭的核能議題，卻無視核能從來只是台

灣能源組成的一小部分，發電也只是整體電力系

統環節的一部分，當討論能源問題時，台灣上自

政府，下至民間，對能源的關心只在於：會不會

缺電、會不會限電、台積電要用掉多少電力，如

何滿足其需求等，將能源視為是附屬於其他產業

的支援領域。

面對能源領域近年來的全新發展，許多台灣

人視為畏途，害怕新的能源技術會產生許多新的

問題。在此同時，台灣人又對當前的產業發展感

到憂心，現有的電子產業雖然並非完全沒落，

許多企業還能賺進相當的營收獲利，但是成長

性已經大不如前，或甚至是已經開始萎縮，這

讓台灣人心惶惶，從政府到企業到人民，每天都

在質問下一波產業是什麼？苦苦追尋下一個商機

在哪裡？

何謂下一波產業、下一個商機？讓我們回想過

去的成功，台積電誕生之前，全世界的半導體產

業只有整合元件大廠，也就是晶片由同一家企業

能源產業商機》

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自己封裝測試、自己銷

售，這使得產業非得具備龐大規模才能生存，這

樣的「恐龍時代」維持了相當一段時間，但當年

的張忠謀卻認為，可以發展專業的晶圓製造，建

立台積電，相對應的會有許多IC設計公司可以不
必擁有自己的晶圓廠，而是委託給台積電，再由

日月光、矽品這樣的專業封裝測試公司專門封裝

測試，產業由垂直整合轉為垂直分工。

台積電做到了，整個半導體產業從「恐龍時

代」進入大變革時代，這其中當然有許多障礙需

要克服，但是這些障礙就是商機，在這過程中開

啟一整波的產業機會，如今無晶圓廠的IC設計公
司蓬勃發展，成為台積電的主力客戶群，也同時

養大了一連串的從光罩到封裝測試上下游產業，

開啟了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榮景。

從我們自身過去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明白，

下一波產業、下一個商機，就是當有個規模龐大

的產業從「恐龍時代」開始要大變革的關頭，其

中會產生無數未知數與障礙，但是解決這些障礙

的解決方案，就是下一波產業的商機所在。而當

今世界上哪個規模龐大產業開始進行變革？正是

將能源轉型的問題
變成能源改革的商機
面對當前能源的新趨勢與發展，全球能源產業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
所有能源問題都可能是未來的產業商機，台灣應視能源改革為國家新經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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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產業。

資誠：2030年前將出現電業大變革

台灣許多綠能支持者往往怪罪台電因循保守，

其實這個批評可說半對半錯，台電固然是因循保

守，但全球電業原本全都是因循保守，不是台電

特別頑固。電業過去40年來大體上沒有太大的
變革，可說就是地球上碩果僅存處於「恐龍時

代」的巨大產業，但是，恐龍時代終有結束的一

天，電業也是如此，早在2013年，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對全球電業高階主管作問卷調查，就

顯示全球電業已經預見電業會在2030年以前有
翻天覆地的變革，接下來，全球電業巨擘將這個

認知付諸行動，從過去的消極抗拒，轉而全面擁

抱新趨勢，而這明確標示著下一波產業、下一波

商機所在。

商機已經很明確，國際能源署（ I EA）過去
對於電業變遷的預測一向保守，如今也快速調

高對新能源各相關發展的預期，在2017年發
表的〈數位化與能源2017〉（Digitalization
and Energy 2017）報告中，描繪包括需量
反應（Demand Response）與電動車在內，

5,000億美元商機的能源遠景；能源商機不
僅在於硬體，隨著各種物聯網技術進軍能源領

域，產生大量數據，因而誕生廣大的軟體服務

空間，市調公司GTM認為，隨著用戶端安裝智
慧電表，以及電力公司本身於輸配各環節加裝

各種監控、感測、數據即時回傳，開啟了數據

分析服務的廣大市場，美國電力公司至2021
年將投注於用戶分析軟體上的預算高達200億
美元。

這個商機之巨大，從全球巨擘開始動員可見

端倪，奇異早於2014年發表白皮書《分散式
能源的崛起》，投入14億美元開創分散式能源
部門。光看最近，2017年第4季，就有兩起重
大購併案，美國智慧電表巨擘I t ron斥資8.3億
美元購併智慧電網物聯網企業銀泉網絡（Silver
Spring Networks Inc.），瑞士機電大廠ABB則
斥資26億美元買下奇異的工業解決方案部門，
該部門主要即為提供電力解決方案。

台灣電力能源幾乎仰賴核電，在環保意識抬頭下，核廢料衍生的環境生態問
題，使得政府與民間重視推動綠能發展。

商
周
圖
庫



加速整合AI應用
啟動台灣產業轉型契機

近
年來，各界喊著發展AI
（人工智慧）喊得震天價

響，究竟AI商機的餅有多大？
根據IDC（國際數據資訊公
司）的估算，全球人工智慧的

市場規模將從2014年的172
億美元來到2019年的486億
美元。麥肯錫的研究報告則指

出，至2025年，AI的顛覆性技
術將給全世界帶來多達14兆至

33兆美元的經濟效益。
有鑑於此，政府已對外宣

示，2017年正式進入「AI元
年」，科技部也估計，未來將

投入160億元建立AI的研發平
台與服務。由此可預見的是：

未來各個行業都存在大量AI人
才缺口，所以國內也積極培育

相關的數位人才與產業。

對於長年以科技製造業聞名

的台灣，有哪些機會與挑戰？

對於金融業而言，又該如何面

臨這波AI浪潮？這是全業界最
關注的。

為了配合政策，並成為推動AI
產業鏈發展的推手，資訊軟體

協會號召產官學界攜手合作，

11月16日共同成立「AI大數據
智慧應用促進會」，目標是成

為國內第一大AI智慧應用服務
的推動平台，期盼未來無論是

在B2B（企業對企業）或B2C
（企業對消費者）領域，都能

讓AI應用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

產業AI化、AI產業化

根據AI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
的統計資訊，目前報名參加AI大
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的單位，

已來到415家，其中375家
都是一般產業主，其餘則是學

校、研究單位、政府機關等。

「Soft power is changing

the world（軟實力正在改變全
世界）。」資訊軟體協會理事

長邱月香於成立大會致詞時指

出：「AI的出現，讓大家重新
思考軟實力與硬實力加乘後的

影響力。」

此時此刻，「AI大數據智慧
應用促進會」成立，還有一項

意義：台灣產業轉型，正面臨

「五缺問題」（缺水、缺電、缺

工、缺地、缺人才）的瓶頸，

如今AI技術銳不可當，各界專家
齊聲指出，AI大數據智慧應用
或許是五缺問題的關鍵解方。

經濟部長沈榮津表示，不論

商業、農業，甚至是營造業，

都有越來越顯著的自動化趨

勢，運用人工智慧技術促進

「產業AI化」、「AI產業化」，
也是政府既定的重要政策。促

進會甫成立，便吸引超過400
個單位加入會員，其中9成都是

人工智慧已成為下一波科技新藍海，而以科技製造見長的台灣更不應該缺席，
為能推動產業鏈加速密切合作，AI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已正式成立。

AI產業鏈將進入整合期

採訪、撰文：張舒婷

產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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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金融科技
開創金融新藍海

人
工智慧（A r t i f i c i a l
Intelligence, AI）的概

念最早由美國史丹佛大學教

授John McCarthy在1955年
提出，他將人工智慧定義為一

種產生智慧機器，特別是針對

智慧電腦程式的科學與工程，

其目標為使電腦具有類似人類

學習般的功能，以解決複雜問

題。

AI發展迄今已有60多年，
從規則基礎、統計分析演算法

到深度學習，歷經四波發展

歷程，首先是第一階段的控

制程式人工智慧，如空調、吸

塵器與洗衣機等。第二階段則

是1980年被歸為典型的人工
智慧，主要是藉由加入知識基

礎，產生大量輸出與輸入的關

係，如醫學診斷程式、拼圖解

析程式等。

A I是一個廣泛偏向於應用
面的說法，換言之，任何事

物只要與人工智慧的應用有

關，就可以稱為AI。另外兩個
與AI有關的名詞，則是ML與

DNN。所謂ML，是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的縮
寫，為具體實現人工智慧的方

法，透過機器學習與反饋，

在眾多複雜的大數據下建構

模型以解決問題。DNN即是
深度神經網絡（Deep Neural
Networks）或稱為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則是透
過分類與特徵辨識來建立模

型、訓練模型與挑選最合適的

模型，讓電腦具有如同人類般

的理解能力。最經典的案例則

是Google DeepMind開發的

AlphaGo打敗世界圍棋冠軍。

AlphaGo靠著大量訓練樣本與
深度神經網路設計，再加上快

速精準的計算能力，完勝人類

棋手。

人工智慧4大應用：
金融、醫療、零售、製造

目前AI的進展從第三波進入
第四波，也就是從機器學習進

入到深度學習的人工智慧，透

過機器自動抽取資料特徵，呈

現資料的變數。根據Gartner分
析，機器學習在2∼5年內將成
主流技術。然而深度學習才是

AI成功發展的關鍵，透過大數
據的產生與儲存，加上GPU快
速運算與類神經網路訓練模型

後，所衍生的相關應用，將會

人工智慧發展一日千里，應用場景不再僅存在於電影，逐漸進入日常生活。
為即時掌握AI於金融業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台灣金融研訓院特別舉辦研討會，邀請各界專家分享國外先進經驗。

Gartner預估2020年企業20％獲利來自AI應用

採訪、撰文：薛雅菁

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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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透過大數據基礎訓練、優

化與建立不同的DNN模型；
最後則是將模型應用在金融服

務上，包括客服系統、身分辨

識、風險管理、財富管理、信

用評分與金融交易的執行與監

理（RegTech）等。
擁抱AI能精進客戶經營與縮
短業務流程，提升自身效率與

提供客戶更貼心的服務。以美

國運通為例，結合人工智慧透

過聊天機器人提供卡友個人化

服務，包括即時刷卡通知、卡

友優惠提醒、個人化推播服務

等。不少金融業龍頭業者也斥

資發展金融科技，如2017年

2月富國銀行宣布成立創新實
驗室，打造一個新的人工智慧

問題解決方案團隊，負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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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改變產業結構與風貌，屆

時商機不可限量。

根據IDC預估全球人工智慧
相關產值將從2014年172
億美元成長到2019年的486
億美元，其中智慧金融（28
％）、智慧醫療（19％）、
智慧零售（17％）與智慧製
造（14％）為4大垂直應用市
場。此外AI在廣告行銷、石油
與瓦斯、數位媒體、製造、零

售物流業等均呈高度成長，尤

其是金融產業包括投資與金融

服務業等，不論在複合成長率

及市場預測值均獨占鼇頭。目

前企業最有興趣投資的AI應用
第一名為智慧顧問，第二名則

是虛擬助理。

看好AI前景，不僅google或

facebook投入研發，許多新創
公司也提供市場更多創新的解

決方案，目前新創公司在人工

智慧技術開發上，集中在深度

學習與機器學習的應用平台，

此外也涵蓋了自然語言處理、

電腦視覺╱影像辨識應用平台

以及個人虛擬助理等。

AI讓金融服務更貼心

金融業可說是所有產業中擁

有最多數據的行業，AI技術在
金融領域的投入有3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數據蒐集；接下來

機器人與智能投顧平台，讓客

戶既可受益於金融科技的便利

性，也能獲得強大和全面線下

專業的理財服務。

不讓富國銀行專美於前，

美國銀行也推出智慧助理

Erica，發展全新的AI Bank。
透過分析客戶所有的財務資

訊、整合所有的行動銀行與分

析適合的產品，最後提供給客

戶即時且有益的理財資訊。舉

例來說，Er ica透過AI預測分
析，協助客戶在支付、控制預

算、降低債務、改善信用評級

與更省錢的還款計畫建議等。

此外，客戶在支付的同時，也

會檢測消費習慣，若過度消

費，還會主動發訊息提醒避免

透支。

台灣金融業在AI應用上，現階段以多元性資料蒐集與分析為主，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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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搶個人理財市場
從幫忙做預算開始

在
美國，《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過去幾年有許多App設計
理念是幫助家庭理財，尤其是

收入不穩定、不確定性高，但

仍想嘗試儲蓄的家庭。2015
聯邦調查顯示，12％的對象今
年和去年同一月份比較起來，

收入有一些波動，另外20％
認為收入隨月份有較大的高低

起伏；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從2012至2015年對
客戶收入穩定度調查顯示，超

過一半的人每月收入起伏大於

30％，而低收入客戶則是75
％。

《財務日記—美國家庭

如何處理不確定性》（T h e
F inanc ia l D ia r i e s: How
American Families Cope in a 

World of Uncertainty）書中曾
提到，根據235戶中低收入家
庭的調查，每年有5個月會超
過或低於平均25％，顯示財務
穩定性對許多家庭來說深具影

響。雖然金融機構在美國已相

當普及，93％的家庭擁有銀行
帳戶，但仍未完全達到有效的

幫助理財，因此許多行動App
透過科技，嘗試從每一天的消

費開始管理個人財務。

App能協助儲蓄及財管

目前廣泛應用的幾個App包
括：Even主打財務管理，根
據紀錄計算每月平均收入後，

每月利用一個虛擬帳戶多退

少補，該月收入大於平均時，

Even會主動儲蓄，而當小於

平均時給予信用額度補貼，成

本是每星期3元。Digit主打存
錢功能，給予銀行帳戶的權限

後，分析收入和支出的行為模

式，定出一段時間可儲蓄的金

額，通常是每幾天就有小額的

存款。

理財預算方面，有許多App
推出管理各種類消費支出的功

能，亦包括支付各項帳單，

擔任個人理財助理。以Mint為
例，主打全功能理財、控制各

項預算、定期繳費提醒，以及

把關信用分數。而Acorns為
投資App，選定7,000種低風
險股票和債券，最低5美元提
供小額投資，月費為1美元，
投資超過5,000美元後，則收

0.25％利息，大學生可有4年
免費，為目前最多人使用的小

金融科技除了簡化支付和交易流程，許多新創公司開始利用科技幫忙理財，
然而，到底該如何開始引導建立理財觀念，
建議先從了解不同客群的個人化消費行為與需求做起。

滿足「消費至上」的新世代需求

撰文：黃庭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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