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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的下一步

FinTech or TechFin？

特 別 企 劃

2019年6月號 No.114

美中貿易戰升溫，不少台商準備回台發展，然大量資金回

台，是機會也是風險。若資金匯回後僅做消極控管，而無導

入實質投資，對於目前超額儲蓄問題已然嚴重的台灣而言，

恐將徒增金融及不動產市場之波動風險。

唯有透過適當之機制將資金引入實質產業及基礎建設升級，

才能再造產業轉型成長。

中國改造影子金融解決貸款難題╱從Open Data到Open Banking╱回應氣候變遷之永續金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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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美中貿易戰火轉熾，太

平洋兩岸之間的經濟爭端

已由關稅的增減，逐步擴大至

關鍵產業的生存機會競爭。所

以，從去年開始，原本在中國的

台商開始思考生產基地轉移，政

府也適時端出「歡迎台商回台投

資行動方案」，以3年的期程搭

配土地、稅務等優惠，吸引回台

投資，此政策獲得產業界極大的

迴響。此外，行政院同時針對國

人流滯在外資金，提出「境外資

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

案，希望在立法後，可以針對個

人境外資金及營利事業境外轉投

資收益，藉由部分租稅赦免，強

化資金匯回誘因，以挹注國內產

業及金融市場，促進整體經濟

發展。

只是，國內長期以來存在的

資金運用瓶頸，並非在於資金

不足，最大的問題在於因投資

標的不足而出現的超額投資與

高漲的不動產價格。現在台商

將產業與資金移回台灣，究竟

該如何落實資金投資，並創造

實際就業，將是政府單位在整

體資金引導回流時，必須通盤

思考整體資金的戰略運用。

在資金運用上，國內出現過

幾次成立主權基金的呼聲，但

結果都是因為主要資金來源是

以外匯存底為考量，而讓相關

倡議無疾而終。畢竟作為台

幣準備的央行外匯存底並非同

質於新加坡或阿布達比的主權

基金，需要有更安全的操作態

度，並不宜承擔過高風險的投

資。但相對之下，包括勞保、

勞退、國民年金及退撫基金等資

金，雖無主權財富基金之名，卻

在呈現我國超額儲蓄的基礎上，

已經蘊含了國家財富的具體展現

實力。但甚為可惜的是，目前各

基金的委託操作，多僅能在既有

的金融市場中追求基金的成長，

缺乏從台灣國家或社會共好的觀

點來整合投資策略，更遑論用這

樣龐大的資金能量，推動大規模

的基礎建設開發，或者是在資本

市場中造市、避險，以追求台灣

財富的永續成長。

是以，針對此次的資金回

流，如果政府能夠承擔起更大

的資金引導角色，或許正是

一個難得的契機。就台灣的經

濟再發展而言，包括：產業新

創投資、長期國家建設公債籌

措、國際合作推動等，都是大

批資金可以共同嘗試利潤共

享、風險分攤的良好方向。以

資金池整體運用的觀點，借鑑

各主權基金參與的金融產品或

計劃經驗，這些唾手可得的國

際成功案例，都值得這次台灣

引導資金回流時參酌學習。

更重要的，在美中貿易戰所

衍生的國際生產鏈重組過程

中，全球資本競爭也勢必更加

激烈。過去，台灣過於偏重製

造業的加工出口，所以對於金

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

往往不若製造業般受到關注。

以近20兆元的壽險海外投資為

例，也少能見到屬於國內的優

秀金融操作品牌，一再錯失了

加值國內金融產業附加價值的

機會。這次的資金回流，如果

不希望流向炒作標價已高的不

動產之上，那讓台灣金融業創

造更多樣化的投資商品應是首

要之務，也才能掌握金融產業

轉型的難得機會。

《孟子》中記載，滕文公曾

問孟子：滕是小國，夾在齊、

楚兩個大國間，滕國該臣服於

誰？孟子回覆大意：「兩大之

間難為小」，只有滕國本身自

立自強，才能在變局中有所作

為。在美中貿易爭端下，夾在

兩強之中的台灣，極有可能將

在後續各項議題中面臨表態壓

力，並面對各項選擇後所帶來

的不同命運挑戰。台灣本身充

沛的資金池如果能夠加上靈活

整體的運用策略，或許在詭變

多端的國際經貿戰局中，將是

台灣未來最重要的保命平安符

之一。

混沌世局中台灣應完備資金運用戰略

《台灣銀行家》雜誌總編輯

編輯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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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十年充斥各種金融醜聞。在全球金融危

機時期，政府為許多「大到不能倒」的公

司紓困，讓全民承擔沉重帳單。隨後，倫敦同

業拆放款利率（LIBOR）的操縱事件，又對消費

者貸款與企業貸款利率產生連鎖衝擊。此外，

大部分大型國際銀行都曾因防範洗錢不力，讓

該行業被罪犯利用而被罰款。許多消費者也因

為銀行業在惡劣的環境中不當銷售金融商品的

行為而受害。如今，民眾對金融機構的信心會

降至谷底，想想也不意外。

「問責防火牆」
讓經理人逃脫其責

波士頓顧問公司（BCG）估計，從金融危機

到 2016 年底，全球各銀行為了不當行為所付出

的罰款與法律費用已超過 3,200 億美元。金融穩

定委員會（FSB）這個協助制定監管、監控等各

種財政政策的國際組織更指出，與這些不當行

為有關的家庭和企業貸款可能高達 5 兆美元。

雖說如此，鑑於銀行的資本需求不斷提高，如

今用罰款的方式來懲罰似乎並不合理。

況且做決定的其實並不是公司，而是公

司裡的主管。如今的高階經理人似乎已經開

始不那麼需要為自己的決策負責。英國國會銀

行標準委員會（UK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on Banking Standards）在《銀行業從此變了》

（Changing Banking for Good）的報告中指出，「如

今銀行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領導人的個人

責任很低，問責難度很高。許多人因此辜負信

撰文：Olga Rakhmanina  譯者：劉維人

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都在重新檢視個人問責機制，確保高階經理人能夠在出問題時承擔責
任。英國、香港、澳洲等地才剛開始建立基本架構，但許多人認為它們正在往正確方向邁
進。新規定一定會增加營運成本，但應該也能提高監管透明度，提高大眾的信心。

個人問責機制：這次不一樣

倫敦同業拆放款利率操縱事件等金融案例，嚴重影響消費者信心。（圖／達志影像）

P008-011-19TD1671.indd   8 2019/5/28   21:40



台灣銀行家2019.6月號 9

任、濫用職權。」

這份報告在 2013 年釋出時，實在讓人不

太舒服。該委員會說銀行業內有一種「問責防火

牆」，讓高階員工不認為自己應該為職權範圍內

的失誤負起重責。複雜的決策機制讓許多高階

經理人找到開脫的藉口。他們明明知道過程中

有不當行為，依然把責任推到集體決策身上，

避免任何一個人被單獨究責。

但未能有效問責的國家絕不只有英國。

美國在金融危機之後也很少起訴金融業頂層主

管。安然挺過金融危機的澳洲，最近也爆出許

多因為缺乏問責機制等原因而濫用職權的醜

聞：「在金融業，不知道誰該對什麼事情負責的

狀況實在太常見。只要沒有明確的問責機制，

出了錯誤不必承擔後果，這些老問題就不會解

決。」

建立個人問責機制
重拾金融業信任度

直至今日，高階經理人依然幾乎不必為

金融危機和管理不善的醜聞負責。事實顯示，

已走入歷史的「獲准人士監管制度」（Approved 

Persons Regime）無法讓英國的經理人擔起責

任。即使根據公司法來追究主管的責任，例如

促進公司利益的責任，也效果不彰。此外，由

於責任屬於金融公司而非社會大眾，政府並不

能以公共利益為由追究個人責任。

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CA）前任執行長

馬丁•惠特利（Martin Wheatley）認為，金融業

有一個不可能解決的矛盾：「每個人獲得的獎勵

似乎各自不同，卻要共同承擔公司的責任與成

本。」但他也說，若能確保個人問責機制，銀行

業依然可能重拾大眾信任。

英 國 議 會 委 員 會 在 2013 年 提 出 一 系 列

建議，之後又在 2016 年 3 月推出高級經理人

及認證制度（Senior Managers and Certification 

Regime, SM&CR），要求英國銀行業必須用責

任聲明（Statements of Responsibilities）標明

每一位經理人的職責範圍；並將該公司的管

理結構與責任分配，整理為一張管理權責圖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Map）。這個方法

銀行業領導人的個人責任低，問責難度高，因此產生許多濫用職權的問題。（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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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升溫，不少台商準備回台發展，

然大量資金回台，是機會也是風險。

若資金匯回後僅做消極控管，

而無導入實質投資，

對於目前超額儲蓄問題

已然嚴重的台灣而言，

恐將徒增金融及不動產市場之波動風險。

唯有透過適當之機制

將資金引入實質產業及基礎建設升級，

才能再造產業轉型成長。

回流資金
再造產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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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篇》

有效運用境外資金回台投資
大巨變、大戰略、大轉型

台
灣是一個高度仰賴對外經貿的國家，因此

不管是個人或公司法人的資金在全球布局

也是常態。特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降

低政治風險，或是符合國內法律規定，台商紛紛

經由第三地進入中國。這些年下來在海外累積龐

大資金，這應該算是國力的延伸。但當前國際政

經局勢開始轉向，台商勢必對其市場與資產重新

進行布局。政府若有配套措施整合引領這些海外

國力，將是促成台灣成功升級轉型的一大助力。

美中爭霸  短期無解

美國總統川普於2018年3月22日以「懲罰

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秘密」為由，決

定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規定，對從中國進

口的商品徵收關稅。中國商務部隨後提出反制措

施，向128種美國進口商品徵稅。美中貿易大戰

正式展開，這當中高潮迭起，時而劍拔弩張，時

而偃旗息鼓。

2019年5月上旬一度傳出雙方可望達成

共識，卻突然傳出習近平推翻之前中方的承

撰文：陳鴻達

國際政經局勢轉變，美中貿易戰正式開啟，海外台商紛紛轉向布局，台灣若能把握此次難得機
會，有開放且明確的政策導引，增加台商回台投資意願，將是台灣產業轉型升級、永續發展的重
要契機。

諾，以致川普於10日宣布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

美商品加徵關稅從10%上調至25%，使得整個貿

易戰進入最高潮。

這一年多來的貿易大戰，更加確立全球

政經板塊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也是為什麼

哈佛大學研究歷代衝突根源的Graham Allison

教授說，美中兩國正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霸權之爭難以避免。美

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史金納（Kiron Skinner）

4月29日出席美國一場論壇時表示，美國與

中國之間是「全然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

的對抗」。而國內臺大政治系明居正教授也

說，「川普發動的不僅是貿易戰、匯率戰，也

是價值戰爭。」

也就是說，美中雙方利益衝突甚大，再加

上價值觀歧異，因此很難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

共識。

境外資金匯回的運用規劃

面對國際局勢如此空前變化，政府相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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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從去年就開始研議「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

方案」，內容包括引進的投資項目、客製化單

一窗口、土地、水電與人力協助，並從今年1

月1日開始實施。至於推動投資的資金動能方

面，財政部於今年1月新頒函釋，若能證明匯

回資金是本金，則不課稅。其他則視為海外

所得，課以20%的單一稅率。然而由於年代久

遠，舉證困難，再加上政府希望能更積極的引

導資金回台投資重點項目，例如智慧機械、亞

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國防、新農業與循

環經濟等5+2產業，因此行政院院會在今年4

月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

案」（以下稱本條例），並列最優先法案。

多元工具加速台灣升級轉型

除了直接設廠投資指定項目可獲得租稅優惠

外，本條例還將納入透過國內「創業投資事業」

美中貿易戰使得台商對其市場與資產重新進行布局。（圖／達志影像）

2019年1月新頒函釋 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案

適用稅率 20%單一稅率

第一年匯回8%；第二年10%；

投資於指定項目期滿可再退稅一半；

違反規定按20%稅率補繳差額稅款

課稅範圍 本金免稅；所得才要課稅 所有匯回資金，不分本金或所得

舉證責任 須舉證 無須舉證

專戶管理 匯回資金不設專戶 進入「境外資金外匯存款專戶」管理

資金運用 無限制

1.  不得購買生產所需之外的房地產，核准投資項目經濟

部另行公布。

2.  金融投資上限25%，不得炒股炒匯，核准投資範圍金

管會另行公布。

3. 自行運用上限5%。

匯回海外資金稅務問題，民眾自行擇一申請辦理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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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私募股權基金」從事實質投資者亦可獲得優

惠，讓投資管道更多元，甚至引導到公共建設。

以 創 投 為 例 ， 許 多 年 輕 人 投 入 新 創 產

業，由於沒有大公司的體制約束，因此更能大

膽地發揮前瞻創意，這也是矽谷充滿活力，吸

引全球資金與人才的原因。此外大家都同意研

發對產業發展的重要性，而投資新創本質上就

是投資研發，就是將部分研發工作外包。過去

台灣投資新創產業的風氣比較不盛，希望藉由

此條例的通過帶動一波創投的熱潮。

另金管會於2017年8月開放投信事業得經

申請核准透過子公司設立或受託管理私募股權

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 PE Fund），希望能有

效率的導引私部門資金投入公共建設。特別是

時間長、報酬率穩定的公共建設，對長期投資

的民間資金很有吸引力。

目前已進行或研議的PE Fund投資標的包

括：污水下水道、小水力、太陽能、儲能儲

電、IoT、長照與廢棄物處理等等。事實上國內

各工業區內的廢水共同處理設施，其效能應有

提升的空間。另外隨著國人對空氣品質的要求

升高，因此各工業區若能以共同鍋爐來取代個

別廠商的小鍋爐，不管是能源效率或空氣品質

都會有顯著改善。這些都是適合引進PE Fund的

投資項目，除了減輕業者負擔，也為國內資金

找到適合去處。

過去台灣的產業嚴重往硬體製造業傾斜，這

對地狹人稠的台灣造成沉重的環境負擔。因此

建議未來經濟部在核准投資項目時，能多多鼓

勵業者往軟體與服務轉型，提供系統整合（total 

solution）的服務。因為這個方向可帶來較高的獲

利率，進而創造較多的優質工作機會。

必須避免2009年降遺贈稅引發的弊端

本條例的立法目的是為協助國人在大變

局中，重新布局海外市場與資金，同時投資

台灣，加速台灣轉型再升級，同時明確排除

投資房地產。因此絕不會發生像2009年調降

遺贈稅，卻對資金的用途沒有適當導引，造

成海外資金回國炒房的情形。此外，境外資

金匯回若涉及遺贈行為，需另依遺贈稅法繳

納相關稅賦。而本條例相關的稅務設計是考

量實務因素，提供適當誘因，以帶動實質投

資，增進台灣動能。（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

訓院副研究員）

龐大資金流回台灣，若能引導到公共建設或新創事業，將可帶動實質投資及發展動能。（圖／達志影像）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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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篇》

回流台商應朝產業高值化轉型
美中貿易戰升溫

自
2018年3月下旬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總

統備忘錄，點燃美中貿易戰火後，全球資

本市場也隨之動盪。特別是以中國為生產基地

的台灣廠商為數眾多，如何因應隨之而來的高

關稅衝擊，成為政府、業者共同的重大課題。

而為期3年的「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在今年正式上路後，短短5個月已經吸引超過55

家廠商、近2,800億新台幣的投資金額回台，不

僅為台商開出新藍海，也塑造了台灣經濟升級

轉型的新契機。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務

隨著全球兩大經濟強權的衝突、對峙，稅

率、匯率動盪，加上中國本身物價、工資飆

漲，「中國生產」已非台商獲利保證，卻苦於土

地、人力、稅務等關卡，造成返鄉投資腳步躊

躇。行政院因此於去年12月正式核定「歡迎台商

回台投資行動方案」，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

務，縮短行政流程，目標在於促成台商回台投

資， 從而打造台灣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樞紐。

負責為台商回台投資掃除障礙、打開大門

的「投資臺灣事務所」，在今年1月1日正式開

張，針對美中貿易戰受衝擊業者且赴中國大陸

地區投資達2年以上，以及回台投資擴廠的產線

具備智慧技術元素或智慧化功能的企業中，符

合屬於5+2產業創新領域、高附加價值產品及關

鍵零組件相關產業，或在國際供應鏈居於關鍵

地位的廠商，不僅有專人拜會接洽，並擔任投

資人的天使，提供專人專案客製化服務。從安

排預約預審到完成所有審核程序，最多只需2周

採訪、撰文：陳雅潔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在短短5個月內已經吸引近2,800億新台幣的投資金額回台，投資
臺灣事務所也致力協助台商解決土地、電力、水資源、勞力、人才等問題，相關單位全力投入，
期盼以此次機會再造台灣產業在全球戰略中的新利基點。

全球兩大經濟強權的衝突、對峙，讓全球資本市場也隨著動盪不已。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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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要導入國家發展方向
台商回流需產生外溢效應 

行
政院長蘇貞昌在5月15日表示，台商回台

投資金額已經超過新台幣3,000億元、超

過原先的全年目標，這是非常清楚地「用腳投

票、用鈔票肯定台灣」，看似簡單的資金回台

令人興奮，然而不僅是如此，政府部門也有心

要提早規劃引資到戰略產業上，以免重蹈當年

遺贈稅大降而引來的大筆炒房資金。

採訪、撰文：平成時

2019年1月1日行政院正式啟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回台投資金額已上看5,000億元
新台幣，但政府應該趁此讓這波回流資金成為「好錢」，而非只是「游資」。

幾千億的資金，因為美中貿易大戰紛紛

從中國撤出，流向台灣、東南亞等國家，包括

台達電、廣達等電子大廠都擴大在台投資計

劃，在台灣的許多產業看到的是「機會」，但

千億資金如果單一湧向房市或股市，都會產生

失衡的震盪。

台灣銀行家2019.6月號22

政府部門應先做好規劃，以免重蹈資
金湧向房市或股市，造成失衡問題。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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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篇》

海外資金回流與經濟成長之關聯
從美國稅改經驗觀察

美
國在2017年底通過TCJA（Tax Cuts and 

Jobs Act）稅改法案，為鼓勵企業匯回海

外盈餘，提供優惠稅率，現金匯回稅率從35%

降至一次性的15.5%；其他非現金資產稅率

8%。川普承諾此政策將吸引企業匯回4兆美

元，帶動投資和就業。一年過去了，美國商

務部統計2017年匯回1,551億美元，2018年

匯回6,650億美元。聯邦政府估計美國企業海

外盈餘至少還有2.5兆美元，而此次稅改政策

採訪、撰文：黃庭瑄

美國於2017年底通過TCJA稅改法案，為鼓勵企業匯回海外盈餘，提供優惠稅率，預估將增加國
內投資和就業，但實際上對經濟成長尚未有顯著影響，資金除了大幅用於買回庫藏股，也進一步
影響債市，帶動企業重新思考價值鏈布局。

美國企業匯回美國的金額

Source: BEA Balance of Payments data；FEDS Notes: U.S. 
Corporations' Repatriation of Offshore Profits
September 0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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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了近幾年來最大幅的資金回流，但資金

回流後會帶動經濟成長嗎？或是會遇到哪些情

境和問題？

回流資金多用於買回庫藏股
每股盈餘上漲

統 計 顯 示 ， 企 業 將 大 量 資 金 用 於 買 回

庫藏股。聯準會發現2018年第1季回流資金

3,000億美元中，有550億美元用於購買庫藏

股（Buyb a c k s），2017第4季則有330億美

（圖／達志影像）

美國企業海外盈餘在2018年第1季有超過3,000億美元匯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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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篇》

不怕錢多，只怕不懂得善用！
喜迎史上最大資金回流潮

台
灣正在迎來龐大的海外資金回流潮，中

央銀行總裁楊金龍認為：「這是一個台灣

結構性改變的契機！」目前政府開始推動台商

資金回流投資方案，若能有效引導資金進行實

質投資，將有效挹注經濟成長動能。這是台灣

轉型向上的歷史契機，政府與包括金融機構在

內的民間企業，大家不僅要一起熱烈歡迎海外

資金回台，還要把這筆錢用對、用好，為下一

代創造永續發展的榮景。

回台投資金額已達年度設定目標

經濟部在5月初發布統計，從今年元月1

日啟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已

經有55家廠商通過審查，累計回台投資金額

高達2,884億元新台幣，已經提前達到年初所

設定的2,500億元年度目標，而且，因為還有

40家台商在排隊審查中，政府已經將年度目

標翻倍到5,000億元。台商返國投資，主要是

受到中美貿易大戰的推力，製造業將高端的

資本投資移轉回台，另外由國發會與各部會

整合的投資窗口也盡全力協助廠商，台灣正

在迎接30年來最大的製造業回台投資熱潮。

台商回台投資只是這波返台資金潮的一

部分，在此之前，政府在風電、AI等5＋2產業

政策，吸引了歐洲風電廠商以及美國微軟、谷

歌、亞馬遜等世界級廠商的投資。投審會統

計，2018年全年核准僑外資來台投資件數為

3,621件，較上年同期增加6.03％，投資金額

撰文：乾隆來

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間接促使台商返國投資，政府若能有效引導資金進行實質投資，將可挹注
經濟成長動能，更是台灣轉型向上的歷史契機。

政府推動台商資金回流投資方案，若能有效引導投資，可大力促進台灣
經濟成長。（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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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篇》

金融應發揮良善導流
台商回台投資金額無上限

今
年湧現的台商申請回台投資，是美中貿

易戰帶給台灣的新契機。台商回家一起

帶回來的龐大資金，經濟部的目標是藉此帶動

本土產業共同發展，形塑在地的上中下游產業

供應鏈完整，進而掌握後貿易戰的新全球產業

供應鏈樞紐。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在專

訪中指出，產業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卻

也是長期議題，需要持續投資、與時俱進，各

部會的產業政策規劃看似也沒有停過，可是像

「產業空洞化」的迷失在台灣卻也如影隨形，

「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投資標的！」

黃崇哲呼籲，善用台商回流的資金推動產

業轉型，更鼓勵金融業界積極參與，順應跨產

業整合的全球趨勢，結合製造業資金提升金融

服務業的國際角色，抑或導引長期資金注入可

支撐未來台灣社會的金融商品，「這需要國人

一起行動！」

台商回流資金持續擴增中

近期一直占居重要媒體版面的「台商回台

採訪、撰文：編輯部

台商資金回流，台灣相關單位均以歡迎的態度和支持的作為，希望藉此讓產業得以轉型升級，擺
脫過去幾年產業發展遲滯的狀況，金融業除了全力配合政府政策協助台商返台投資，也應該加快
金融業服務國際化的腳步，開發優質的投資商品，掌握轉型蛻變的好時機。

投資」議題，最早可回溯到2018年11月間，當

時行政院長賴清德在行政院會聽取國發會「歡

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報告後裁示，除了

以企業需求為導向，提供客製化單一窗口服

務，縮短行政流程等，作法應有別於以往，以

引導優質台商回台，促進產業升級轉型，打造

台灣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樞紐。

隨著美中貿易爭端一次又一次的激化，台

商向「投資台灣事務所」提出的申請回台投資也

一波又一波，經濟部從當時初步調查台商25家有

意返台擴增生產線，到目前（2019年5月下旬）

已宣稱申請回台投資額可到6,000億元，其中可望

在今年落實的金額，之前估計約1,000億元，現在

也上調到1,600至1,700億元。行政院長蘇貞昌於

5月30日親自主持的首次「推動經濟發展專案會

議」，亦是定調台商回台投資金額上看6,000億

元，經濟部再次提出，預估3年內還有更多台商

回流。

黃崇哲認為，這些回流資金的金額雖被說

有灌水之虞，事實上單是台灣金融產業就擁有

豐沛資金，壽險公司有近20兆元新台幣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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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部位，與台灣相關的資金永遠是「源源不

絕」，相信台商回流的資金勢必「無上限」，只

要我們的投資環境能提供資金妥善安排。

回流的台商拉開一個十分明確的情勢：

台灣在全球經濟戰略上具有無可取代的彈性地

位。美國和中國大陸兩隻「獅子」一旦持續對

峙、急欲主宰國際權力，台灣將會是布局全球

的台灣企業最安心的堡壘。

金融業不要只用低利率參與

正當台商帶著龐大資金返鄉，黃崇哲指

出，我們的銀行業也用行動支持，一則配合國

發基金的融資優惠專案，另外再提出土地融資

購地貸款優惠，「這就是傳統『大製造業』的

單一想法，國人太容易陷入了！」

彙整業者最新說法，兆豐銀、臺企銀、臺

銀 、 合 庫 、 一 銀 、 土 銀 、 華 銀 、 彰 銀 等 行

庫，都有類似的自辦型土融專案。公股行庫競

拚台商貸款，年息最低利率從1.49％起跳，貸款

滿2年之後的第3年起以1.72％計息，刷新公股

行庫所提優惠方案的行情，且每家行庫把業務

目標設在「少則500億、多則破千億」，原本就

存在的源源不絕資金池，為了爭取台商客群再

度開打「價格戰」。

黃崇哲說，業者立意良善的規劃，台灣

資金豐沛的缺陷很快就會浮現出來，金融業參

與台商回台投資潮流，應該有更多契合前瞻產

業、社會未來需求的構想。

5月中旬，台灣經濟研究院舉行2019年

「亞洲政經景氣展望研討會」，行政院政務委

員龔明鑫致詞指出，全球供應鏈移動隨著美中

貿易戰而加快，台灣因台商大量回台投資而有

機會建構新的產業生態，且能與中國大陸以外

的亞洲夥伴，建立起「非紅供應鏈」，台灣應

在此時做到「長多」的扎實投資，作為台灣未

來20年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如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提醒，「未來3年

為吸引台商返台的關鍵期」，應確保回台廠商確

實有助台灣經濟發展，需秉持前瞻創新思維，主

動發掘潛力廠商，引導投入重點產業，建立有利

創新升級的產業鏈，厚植我國經濟發展實力。 

台灣未來20年發展的重要舉措

在行政院如火如荼推動「歡迎台商回台

若能把握契機，引導優質台商回台，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台灣有機會成為全球產業供應鏈樞紐。（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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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行動方案」的同時，財政部亦提報行政院

通過《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草

案，5月27日二度在立法院排審，目標是趕在

臨時會期間完成三讀程序。財政部在草案中推

估，專法完成立法後，一年匯入資金規模預估

4,272億元，預計可挹注稅收248億元，一方面

增加政府稅收，改善基礎建設等投資環境，整

體資金亦有25％可用於金融投資。 

對於境外資金匯回台灣，行政院版草案規

劃首年稅率8％、第二年10％，一旦業者有實質

投資行動，可以減半為4％、5％，匯回資金若

不做投資，必須在「專戶」綁定5年，再分3年

各領出三分之一解套。黃崇哲指出，入了「專

戶」的資金宛如「坐監」，不能輕易動用，這

樣的作法和銀行業手握豐沛資金、卻只能用低

利率搶土融客戶沒有兩樣，回台資金真正發揮

效用，應是流向轉型產業布局，諸如軟硬整

合、5+2產業、前瞻建設等，都在等待大筆資金

的投入。

臺大經濟系教授陳博志分析台灣經濟發

展，近20年來面臨「既有產業外移太快，新產

業發展太慢」的困境，同時，投資環境及條件

也太傾向低成本謀利，沒有提供塑造技術企業

家的視野。黃崇哲進一步指出，新興產業、創

新投資議題在台灣不容易發酵，和陳老師的分

析存有因果關係，「我越接觸金融業，越覺得

這一塊是我們金融業可以急起直追，更能是台

灣趁著此波開始改變的最好契機。」

前瞻台灣需求　
同步滿足產業、社會和資金善用

黃崇哲指出，產業、金融、資金不是各自

為政，以全球跨領域整合的多元思辨來看，財

政部規劃的台商回台專戶，可以用於推動更多

的社會脈動，活絡產業升級，期盼政府能夠承

擔起更大的資金引導角色，為台灣的經濟再發

展而努力，諸如產業新創投資、產業數位生態

系建構、5G醫療服務、人機（AI）協作案例

等，都是大批資金可以共同嘗試利潤共享、風

險分攤的良好方向。

「善用這些龐大的資金能量，推動大規模

的基礎建設開發，或者是在資本市場中造市、營

造避險或再保險的新管道」，黃崇哲說，已開

發國家過往在推動國家發展時，會採取政府適當

舉債的模式，也就是由國家／政府發行長期公

債，開放給全民參與購買或投資，所籌募的資金

用於興建基礎建設、推動社會保險等，日本、美

國都採取類似作法導引民間閒置資金，這和現在

善用台商返台資金於產業、社會，比國外經驗更

好，不必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同樣能達到國

家社稷的財富永續成長。

黃崇哲建議，執行上可以有三套解決方

案：其一，政府針對專戶擁有人「借錢」，專

戶資金限定用於政府指定的前瞻產業或國家台商回流的資金無上限，但更需要妥善安排，引導至好的投資標的。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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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發展，如攸關台灣未來的5G，系統主體

骨幹可由政府先期投資，運用的就是向專戶

借來的款項，專戶擁有人獲得類似固定收益

的定期收入，估計收益率能高於銀行定存利

息。一旦5G主系統因政府資金無虞下而加快

建構，其他業者跟進開發5G的應用，就有機

會在速度上更快，讓台灣不會缺席未來世代

的技術創新。

其二和其三，都是需要借重金融機構的專

業知識和熱情參與，因為都是創新金融商品的

開發。黃崇哲指出，其二是研發台版巨災債券

（Catastrophe Bond或Act of God bond），其三是

發展社會影響力債券（Social Impact bond），這

兩種含有社會互動高成份的金融商品，指定專

戶資金可以投資。

巨 災 債 券 源 自 氣 候 變 遷 帶 來 的 極 端 現

象，包括天然災害累積易釀成巨災，如歷史上

的「八八風災」造成原住民滅村、地層生態改

變等龐大損失金額，其規模已超越現有產險業

的完全承擔，由於個案發生頻率上升，國際再

保險公司亦大幅緊縮，需要發展巨災債券以分

散風險。黃崇哲分析，巨災形成在台灣會發生

在城市、農業、漁業等，由我們的金融機構研

發台版巨災債券，募資對象基本盤是國人，進

而邀請國際投資人參與，開拓台灣與國際資本

市場互動的管道。

至於社會影響力債券，黃崇哲指出，對

台 灣 最 適 合 ， 「 因 為 台 灣 社 會 本 質 就 是 良

善！」民眾習慣上本於自發相互幫助。法國

巴黎銀行財富管理《2018年全球創業家報

告》指出，「社會責任投資」（S o c i a l l y 

Responsible Investment）是要避免會造成負

面社會影響的有害企業或產業，同時實現財

務報酬最大化；而「影響力投資」（Impac t 

Investment）則相對更為積極，透過投資以正

向影響力為核心業務模式的公司，從而為社會

或環境帶來正面影響。台灣健保當中的糖尿病

治療、食安預防及檢測，吸毒防治、弱體保險

等等，都是台灣開發這類金融商品並導引特定

資金投資的最好標的。

美中貿易戰升溫，凸顯了台灣在全球經濟戰略上無可取代的彈性地位，且是台商最安心的堡壘。（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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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篇》

各大行庫搶推專案融資優惠貸款
助陣台商鮭魚返鄉

美
中貿易戰開打以來，由於雙方的貿易爭端

複雜，儘管來來回回數度協商，但迄今變

數仍高，且引起大陸設廠的台商一片恐慌，生

怕因為上下游關聯產業鏈效應受到嚴重衝擊，

因此近來爭相返台，甚至原本政院預估今年底

才會達到的2,500億新台幣目標回流值，現在已

經提前半年達到，政院並對此再上修回流目標

值至5,000億元。

在所有的政策放款中，台商鮭魚返鄉所需

要的行庫融資協助可說名列前茅，包括閣揆蘇

貞昌在5月20日出席台銀120周年行慶時，提

到台商資金因為美中貿易大戰而加速回流，特

別強調：「台灣應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已不

難想見閣揆對此重視的程度，為此各大行庫

更希望能在返台台商融資這一塊展現佳績，並

為此競相推出融資優惠專案招徠台商，在這一

波大型行庫推出台商回台貸款優惠專案的浪潮

下，台商不僅在利率條件、貸款成數、年期上

得到空前的優惠待遇，也成為在公股行庫力拚

台商融資放款績效中最大的受益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波台商回台投資的浪

潮，參與的不僅是公股行庫，連一些民營銀行

都共襄盛舉，像是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均已對

外宣布所推出的台商回台優惠融資專案。永豐

銀行並為此直接和桃園市政府簽約300億元的

總授信額度，因為桃園在交通便利性方面已被

台商視為首選，且永豐銀甚至把成數最高拉至9

成，比很多公股行庫還來得高，利率亦從1.49％

起跳，且給客戶20年的貸款期限，最長可再有3

年寬限期。

採訪、撰文：劉書甯

台商資金因美中貿易大戰而加速回流，各大行庫為能在返台台商融資上展現佳績，為此競相推出
融資優惠專案招徠台商，在這一波浪潮下，台商得到空前優惠的利率，政府若能盡快解決土地問
題，勢必能增進台商返台投資意願。

除配合政府政策，各大行庫亦各自提出融資專案，協助台商鮭魚返鄉，
因應多元需求。（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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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篇》

環境、思維需要大扭轉
台灣新創種子資金難產

對
於任何新事業而言，資金是不可或缺的一

環。台灣經濟起飛時，許多中小企業老闆

可以憑著訂單向銀行貸款，這波經濟動能也將

台灣推入了已開發國家的行列。然而隨著工業

經濟成長，台灣也面臨了許多已開發國家曾有

過的問題：產業轉型。

台灣身為世界的製造大國，面對中低階製造

業的外移，其出路除了發展高階製造業以外，更

必須加碼投資研發，並且導入軟體服務來創造更

高毛利的新產業。

但說到這裡問題來了。過去勞力密集的製

造業，業主通常都有昂貴的機器、廠房或土地可

以抵押，但是今日許多新的勞力精簡型、創意型

產業，是沒有什麼資產可以拿來做抵押的。因

此，軟體科技新創的創辦人，除非用個人名義去

借錢，否則是很難跟銀行貸款開業。

軟體科技產業日新月異，在美國這樣的大

市場，軟體產業的大起大落，也造就了一種新的

「暴衝型」創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投資人以

可轉債（或股權轉換條款）或是認購股權的方式

投資尚未獲利的新創公司，目標是透過少數暴漲

的案例創造20倍、30倍以上的收益，來分攤其他

失敗的投資案。這種投資模式跟傳統的創投和私

募基金有很大的不同。而此模式不久後，也在同

樣有大市場規模優勢的中國盛行起來。

大量的游資，過熱的房市

經濟起飛後的台灣，尤其在過去2、30年對

中國不斷的投資後，創造了大量的游資。根據今

年4月彭博社的報導，台灣的海外游資保守估計

已超過15兆元新台幣，排名全世界第3，僅次於

中國和美國；而台北身價超過3,000萬美元的富豪

人數排名全世界第8。

如果相對於經濟總值而言，台灣的海外游

資規模約台灣名目經濟總值的9倍，可見要說台

灣資本家是全世界最有投資潛力的一群，也不為

過。而回到台灣的資金，都到哪裡去了呢？

同樣的彭博報告也指出，台灣富豪是全世

界最愛買房地產的族群，平均每人擁有5.4棟房

子，比中東平均4.6棟和香港的4棟房還高。所

以說，以台灣資本家的財富規模，照理來說應

該可以提供創業家相當的天使投資和初期創投

資金。

撰文：蕭瑟寡人

台灣海外游資據保守估計已超過15兆元新台幣，台灣資本家可說是全世界最有投資潛力的一群，
但不友善的創業環境，對新創公司募資是一大阻力；投資者的思維也亟需改變，跟上全球趨勢，
才能讓台灣的新創種子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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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陳鴻達

過去的金融監理大都屬事後監理，僅能事後追查過去的缺失，但有越來越多的呼聲希望能夠做到
即時監理，才能有助於金融業的效率、創新以及普惠金融的實現。

比爾•蓋茲也這樣做
監理科技助升金融業

不
少人都曾聽過，比爾•蓋茲把大部分的財

富捐助做社會公益，或發展下一代具革命

性的發明。但你可曾知道，比爾蓋茲基金會也

在研究推廣金融監理科技！因為他相信，監理

科技有助於金融業的效率、創新以及普惠金融

的實現。

資訊巨人預見未來趨勢

比 爾 蓋 茲 基 金 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結合歐米迪亞網路（Omidyar Network）

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在 2016 年成立「加

速監理科技夥伴聯盟」 （RegTech for Regulators 

比爾蓋茲基金會結合歐米迪亞網路與美國國際開發署，在2016年成立「加速監理科技夥伴聯盟」。（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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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or, R2A），並由BFA（Bankable Frontier 

Associates）與洛克斐勒慈善顧問公司負責執

行。該聯盟探討下一世代金融監理的工具與技

術，評估如何更有效率的分析現有資料，讓

監理機關可以驅動有智慧的改革，以提升消

費者保護、金融穩定以及普惠金融。該聯盟

將提出一些解決方案，以增強監理機關蒐集

資料與管理資料的能力，並改善這些資訊的

處理速度、品質與掌握度。

過去的金融監理大都屬事後監理，僅能

事後追查過去的缺失，但越來越多的呼聲希

望能夠做到即時監理。目前金融業除了法規

複雜度增加外，其所產生的資料也有 3Vs的特

性：高速流通（High Velocity）、多樣性（Large 

Variety）以及巨量性（Big Volumes）。同時

各界也開始關心資料與隱私的保護、網路安

全、資料管理，以及經同意後的資料分享與

追蹤等議題。在此情形下，某些方面就能實

現即時監理。目前 RegTech常借助的工具包括

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運用程式介面、人工

智慧、機器學習、區塊鏈、加密與生物辨識等

技術。

RegTech發展具急迫性

近年來，由於世界各國金融監理法規增

修跳躍性的增加，容錯的範圍更小，因此業

者法遵合規的成本也跟著暴增。特別是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已開發國家的金融監理

活動增加 500%，全球銀行每年的合規成本超

過 2,700 億美元，光是最近新增的支付服務

指令第二版（PSD2）與歐盟金融工具市場規

則（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MiFID）兩項業務，歐美銀行每年就要花費 200

億美元來落實。另外，估計到 2020 年，光是

英國與美國銀行被罰鍰金額將達 4,000 億美

監理科技可使監理環境更清楚，活化金融業資產以創造更多生產力。（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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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David Stinson  譯者：劉維人

中國的影子金融雖已大幅收縮，但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尚未有效緩解。中國之
前是全球最大仰賴影子金融的大型經濟體，如今出手改革這個產業，一旦成功，就能將銀行業既
有的弱勢，轉化為整個國家的優勢，甚至成為他國仿效學習的標竿。

中國改造影子金融
試圖解決私人貸款難題

如
果資本有生產力也一定會有某些風險。隨

著中國的去槓桿化進入第2年，經濟成長

與降低風險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這兩者的衝

突在私部門最明顯，許多企業高層都抱怨國有

銀行的協助變少了。

不過，去槓桿化的影響，主要在於貸款

的性質而非數量。效率較低的國有銀行尚未受

到嚴重管制，但私人公司嚴重仰賴的影子金融

已然大幅收縮，並將在 2019 年繼續收縮。習

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對私人公司的看法褒貶

不一，但顯然不打算利用去槓桿化來大幅改變

私部門的平衡。在今年 3 月「兩會」後發布的

《2019 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指出，「民營和小微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並承

諾將設法改善。

SOE與POE貸款成本差距擴大

資產管理公司范˙艾克（VanEck）的資料

指出，中國國有企業（SOE）與私人企業（POE）

的貸款成本差距，已從 2018 年初大約 100 基

本點，升至 2019 年初的 225 基本點。私人企

業不僅得面對租稅政策、法律保護（例如與國

有企業之間的關係）等諸多難關，還會受到貿

易戰的外部衝擊。對於許多仰賴信託或委託貸

款等地下貸款方式的公司來說，能否順利融資

已影響存亡。

如今不僅影子融資的額度急速縮水，貸款

期限也變得更短，迫使企業主不斷關注市場變

化。中國的融資缺口，會持續好一段時間。

此外，這些問題都與股市低迷同時出現。

滬深 300 指數在 2018 年下跌 25%，不僅在全
中國央行為刺激中小企業貸款，在5月調降存款準備金比率，以符合小
型農業信用合作社的需求。（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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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陳雅莉

2018年10月，賈中道出任群益金鼎證券總經理，創造許多與其他券商不同的價值，「客戶可全
權委託我們協助資產配置。」並期盼，未來群益證不但能成為「最會幫客戶賺錢的公司」，也是
客戶值得信賴的長期夥伴。

群益金鼎證券持續投入業務發展
要做「最會幫客戶賺錢的公司」

以
往，財富管理是銀行的專利，但自2011年

證券商投入財管業務開始，便以後起之秀

之姿急起直追，表現亮眼。如今，財富管理業

務幾乎已成為許多券商主力發展項目及重要獲

利來源。

群益金鼎證券總經理賈中道出身資訊背景，

18年前從中國生產力中心跨界投入證券業，先在

群益證券擔任資訊部門主管，之後再到群益期貨

接任總經理、副董事長職務。因此，累積豐富的

證券、期貨業經歷，並十分熟悉資訊管理、海外

業務與逐筆交易制度。

2018年 10月，他出任群益金鼎證券總經

理，帶領同仁持續投入多元業務發展，創造許多

與其他券商不同的價值，更以「成為最會幫客戶

賺錢的公司」為目標，協助企業客戶和一般投資

人達到資產活化及財富增值的效益。

多元化服務不輸銀行業

「券商除了不能像銀行發行信用卡外，現今

可從事的金融業務已越來越多。」賈中道說，例

如收放款、協助企業上市櫃或向市場募資，以及

財富管理等，都是群益證的重要業務。

！

群益金鼎證券總經理賈中道帶領同仁投入多元業務發展，協助企業客戶
和一般投資人達到資產活化及財富增值的效益。（圖╱台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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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國際市場接軌，主管機關開放證券商得

經投資人同意留存交割款項於證券商交割專戶，

並設置資金管理帳戶（分戶帳）。投資人得與證

券商約定以本人存款帳戶匯款至分戶帳辦理交

割，無須另開立證券款項劃撥帳戶，並獲得更

多元化的服務。

目前，已開辦交割專戶分戶帳業務的證券

商僅有 5 家，包含元大證、國泰證、華南永昌

證、富邦證、群益證等，不但方便許多大戶投

資人不用開那麼多帳戶，證券商也便利資金的

收付，增加作業彈性。

放款方面，群益證開辦「不限用途款項借

貸業務」，有資金需求的投資人可用有價證券

作為擔保品，向券商辦理款項借貸，所取得的

借款金額無限制用途，例如可用於買房、買

車、繳稅等。

賈中道表示，董監事將公司股票質押於銀

行，依法須申報股權，但向券商辦理「不限用

途款項借貸」，不必申報，而且 1、2 天內就會

撥款，速度比銀行還快，「但流通性不佳、快

要下市、企業獲利不高的股票，我們就不會受

理客戶借款。」

針對企業客戶，群益證提供首次公開發

行（IPO）服務，協助企業辦理興櫃或上市櫃事

宜，以及為上市櫃公司發行公司債、可轉換公

司債券（CB）、現金增資、向市場募資，協助

財務規劃與輔導，以利於擴充事業。

賈中道指出，企業若要興建廠房、擴增生

產線，向銀行貸款，必須要有擔保品。但若

改向市場募資，無須抵押公司資產，即可取

得資金，相當方便。不過，可轉換公司債券

的最大風險是企業倒閉，如果公司經營不善，

可能就需要銀行出具擔保，發行有擔保可轉換

公司債。

盤中逐筆交易明年上路

現行台股交易制度，明年將出現重大變

革。台股盤中交易目前仍採集合競價交易制

度，每 5 秒撮合 1 次。臺灣證券交易所推動

「逐筆撮合」重大變革新制，預計 2020 年 3

月 23 日起正式上路。

逐筆交易新制有三大改變重點，首先是

5 秒集合競價改為單到隨即撮合，交易效率提

電子交易興起，健全、便利的下單系統已成為證券業根基。（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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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行情揭露更透明即時；第二是新增限價 ROD

（當日有效）、IOC（立即成交或取消）、FOK

（全部成交或取消），以及市價 ROD、IOC、

FOK等 6 種委託單別，讓投資更具彈性；第三

是新增委託改價、瞬間價格穩定措施等 2 大

功能。

賈 中 道 解 釋 說，ROD（Rest of Day）指

「當日委託有效單」，送出委託單後，投資人

只要不刪單且直到當日收盤前，此張單子都

是 有 效 的。 例 如 投 資 人 掛 賣 10 張， 成 交 3

張，其他 7 張在市場上繼續等著賣出。IOC

（Immediate-or-Cancel）指「立即成交否則取

消」，委託單送出後，允許部分單子成交，

其他未成交的單子則取消。比如下單賣出 10

張，只成交 3 張，其他 7 張立即取消。FOK

（Fill-or-Kill）指「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

投資人掛單的當下，只要全部的單子成交，

沒有全部成交時則全部都取消。

以往，IOC、FOK是只限於期貨、選擇權

才有的交易模式。逐筆撮合新制上路後，可

望提升台股交易速度、效率及透明度，台股

也更能與國際接軌。由於逐筆交易報價速度

快，將有「隨到隨撮、立即成交」的特性，群

益證配合證交所新制，推出全新證券電子下

單擬真系統，方便投資人透過擬真平台實際

模擬操作，快速熟悉逐筆交易下單模式。

賈中道表示，逐筆撮合、逐筆成交，一秒

內成交的筆數可達 2 、30 筆，行情數量將會暴

增，對券商的資訊系統來說是一大挑戰，勢必

得增加IT設備及人力的投資。

為使客戶能提前熟悉交易新制，群益證

早在去年前便著手進行交易系統、設備、線

路環境的盤點準備，逐步進行各項開發、功

能測試，軟體及硬體設備均更新升級。「交易

模式改變，將產生新的業務機會，我們已經

準備好了，希望能掌握到良好的商機。」賈中

道信心十足地說。

下單系統為證券業根基

從過去經驗中，賈中道深知電子交易興

群益金鼎證券開發各項金融投資App，強化並深入對客戶的即時服務。
（圖／截自群益金鼎證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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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下單系統將是證券業根基。因此，當他來

到群益證任職時，就已事先規劃3項執行藍圖。

第一步是補強資訊團隊與人力，再來是要

改進交易系統，自 2001 年開始開發群益第一

套電子交易系統「群益策略王」及群益集團網

站；其中約 85％電子交易業績來自於「群益策

略王」，目前仍是公司最重要系統，快速提供

必要服務，協助業務單位維持高手續費收入。

最後是內部系統調整，2002 年即已推出整合

集團內所有客戶及業務的客戶關係管理（CRM）

系統，有必要再增加多項功能，協助同仁即時

掌握客戶動態及業務狀況，並達到分眾行銷的

目的。

群益證將 2019 年定位為數位行銷元年，

推出三大重要服務，包含業界創新開證券戶、

免開銀行戶的「群益一戶通」服務，提供完整

離線推播的「群益智選贏家」App服務及專業

貼心理財管家的「群益LINE@」服務，期望能藉

由FinTech服務的提升，將旗下各項業務更緊

密結合。

賈中道形容說，資訊系統對證券業的經紀

業務而言，猶如一個人的骨架和神經系統，其

他服務都是附著於資訊系統之上。因此，群益

證券透過各類資訊服務來強化並深入對客戶的

即時服務，即時客戶服務，包括「群益智選贏

家」App、訊息推播、「群益LINE@」服務、社

群媒體經營及互動等，將數位行銷、數位金融

與資訊系統結合。

「數位型的精準服務，主要最終目的是要

幫客戶賺錢。」賈中道舉例說，若客戶持續密

切關注某一檔股票，或曾經買過該檔股票，

抑或是目前已持有該檔股票，「群益智選贏

家」App就會在盤中發送即時訊息給客戶，

讓客戶更能即時掌握商機，若能夠經常掌握

商機，客戶就容易積小勝成大勝，成為投資

贏家。

以協助客戶賺錢為目標

許多公司認為利潤和市占率皆重要，賈中

道接任群益證總經理後，「我們的目標很清楚，

追求利潤第一，市占率第二。公司必須先有獲

利，才有能力投入資訊、R&D及各類產品服務開

發。」

他進一步說明，公司、主管和同仁必須要

在有利於群益證發展的制度之下，讓三者利益

方向高度一致，才能持續在獲利上有所成長。

同時，也要為客戶著想，協助客戶獲利，「當這

四者利益一致時，企業就一定能賺錢，我們希

望將這樣的精神逐步落實於經營策略上。」

目前，群益證正積極申請成為外匯證券

商，希望未來可以辦理與證券業務相關的即期

外匯交易業務。由於現行承辦的複委託與財富

管理投資人有相當的結匯需求，若能開辦新台

幣即期外匯業務，投資人未來與證券商交割，

無須先至銀行換匯，可大幅提高投資便利性。

不論是想要達到獲利目標或成為外匯證券

商，都必須有強大的資訊系統及軟硬體設備支

援。群益證將大幅增加資訊人力，並積極發展

量化交易團隊，透過大數據分析，給予客戶

最適切的投資建議。

資產管理也是很重要的經營策略。群益證

將以專業、用心的服務植入財富管理DNA，

協助投資人創造資產活化，財富增值。「客戶

可全權委託我們協助資產配置。」賈中道強

調，「我們希望群益證不但能成為『最會幫客

戶賺錢的公司』，也是客戶長期且值得信賴的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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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功能介接上扮演重要角色，且透過API，

開發者得以更便利地開發應用程式。也可以讓兩

個不同的應用程式互相連結，達到特定功能的相

互利用或是互補。API串接不僅建立新的商業模

式，亦擴大市場的應用場景，例如銀行可以使用

Google Map API套件，在自己網站上呈現分行或

ATM地點資訊；或者開放銀行本身的利率、匯率

查詢API，讓其他服務業者在他們的平台上提供

金融資訊。

銀行透過與第三方平台合作，運用API達到

數據共享、資訊交互利用的目的，除了提供更

佳的客戶體驗，對金融業乃至整體產業發展都

有相當的助益。有鑑於此，星展集團於 2017

年 推 出 全 球 最 大 的 銀 行API開 發 平 台「DBS 

Developers」，上架 150 多支API，提供資金

轉帳、卡友紅利、手機

支付、連結星展支付工

具PayLah!等服務。企業

客戶可使用銀行API，即

時支付其零售客戶；證

券公司可即時於銀行和

證券帳戶間轉帳；保險

公司亦可向客戶提供即

口述：星展銀行（新加坡）董事總經理 Peng Khim Ng  整理：邱彥程

新加坡星展集團透過與第三方平台合作，運用API達到數據共享、資訊交互利用的目的，期盼繁
雜的金融以更簡易的方式融入消費者的生活當中，打造無所不在的便利服務。

新加坡星展銀行
從Open Data到Open Banking

過
去深鎖在銀行資料庫並經過層層加密的大

數據，經由策略性的開放銀行與產業間連

結，將為金融產業創新注入活水，對整體產業

帶來可持續發展的藍圖與利益，這就是現在被

廣泛討論的開放銀行。因為產業間合作的規模

效益，銀行可以服務更多以往未被銀行照顧到

的客戶，也可透過API與資料平台的連結，創造

更多產業與銀行合作的全新服務，共享金融創

新。更可透過結合政府資訊的開放，建立無縫

接軌的客戶體驗與便利，打造無所不在的金融

服務，提升金融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體驗至上  API串連新商業模式

所謂的API，在執行跨組織的資料傳輸和跨

金融資訊API常見的開放類別
產品資訊 提供金融產品細節，如利率、貸款計算、分行／ATM等

進行交易 用於執行交易，如轉帳、基金下單、繳費稅、紅利兌換等

行銷銷售 產品申請表單、線上申辦流程等

客戶服務 查詢客戶資料，如帳戶餘額、代繳帳單、資產配置情況等

其      他 如身份認證、API資訊、網際網路連線環境設定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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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錶品牌「Swatch」也決定棄守，使空置的黃

金店面無人問津，如今淪為「特賣會」、「快閃

店」進駐。

原本在台北永康街做得風風火火的知名芒

果冰店「思慕昔」，2017 年年中在台中最具盛

名的一中街風光開設旗艦店，本來以為一中商

圈的人潮將帶來令人欣喜的營業額，沒想到在

當地經營不到 2 年，據傳因來客數不高，無法

負荷每個月高達 25 萬元的高店租，悄悄在大

門上貼出公告，因為店租約到期，選擇結束營

業，令人訝異的是，連知名連鎖店也不敵高店租

壓力。

位於高雄澄清湖附近的「麥當勞」，同樣傳

出因不敵房東調漲租金而黯然歇業，如今就連知

名連鎖咖啡「星巴克」的文橫門市，也傳出恐被

高租金逼走。

為求店面去化  採用分割方式出租

大家房屋企劃研究室主任郎美囡指出，近

年由於電商衝擊性強，店面的效益備受考驗，

不過著重體驗或是獨特性高的商品，在店面的

需求度上反而升高，且由於消費模式的改變，

採訪、撰文：鄭開明

高店租問題使得台北市精華地段黃金店面閒置，人潮因而流失，造成嚴重的區域經濟問題，但此
問題不只發生在台北，相關單位除重視高店租所造成的影響外，青年創業問題，也須受到關切與
協助，讓創業者不受高房租打擊，而有茁壯的機會。

店租高、負擔大
青年創業停看聽！

北
中南各地陸續傳出不少名店因不堪高店租

壓力而陸續歇業的消息，引起社會大眾高

度討論。如1983年就在東區開店的「頂呱呱」

忠孝店，一開就是30年，但在2013年房東將原

本80至100萬元的2層店面，一口氣調漲至180

萬，使頂呱呱撐不住，決定搬離。老字號飯店

「六福皇宮」，以及北市忠孝東路4段上，政

商名流首選的40年老店「永福樓」，均因高額

租金問題，讓業者無力負擔，因此決定歇業。

目前台北東區人潮流失嚴重，即使房東

傳出有意調降高額房租，放眼望去，均以空

置店面為多，招租廣告處處可見，就連瑞士

台北市精華區域因店租高漲，使得許多店家負荷不了而撤離。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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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TechFin ？
金融業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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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的高峰期，比特幣白皮

書發表了，金融科技時代開始崛起。

深入普羅大眾生活的金融科技，正逐步改變金融世

界運作的風貌。金融監理的角色除了不宜扼殺創意，

也必須小心面對新科技、新模式帶來的潛在風險。全

球各國金融業如何面對與處理此一重要變革，請參考

本期精彩介紹。

FinTech      Tech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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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FinTech還是TechFin？
金融業若想握有駕馭科技之權，不僅止於將科技套於傳統業務模式之上，那就需要掌握金融核心
功能，創造符合客戶效益的體驗，由觀念驅動的商業模式創新，才是金融改革得以成功的關鍵。

撰文：張凱君

總論篇》

創新金融模式

大
約在20世紀的80年代，一門跨領域的新

學問悄悄萌芽。當時許多大型金融機構為

了因應新興的選擇權相關業務，嘗試雇用具數

學、統計、物理、電腦科學背景的專業人才，開

發或運用衍生性金融商品，適逢美國政府開始逐

年削減國防經費預算，沒多久華爾街就充斥著所

謂的「火箭科學家」。這門新學問稍後有了響亮

的稱號，叫作「財務工程」。美國不少一流大

學為迎合業界需求，紛紛開設跨學系的碩士學

位學程培育財務工程師，這些學程或名為「數

理財務」（Mathematical Finance），或名為「財

務數學」（Financial Mathematics），不論名稱為

何，實質內涵並無二致，都是運用數學方法為新

金融商品訂價並管理風險。於是每年有大批精

於此道的新生代好手進入金融業，專職設計、組

合、包裝各種號稱滿足客製化需求的新金融商

品，儘管市場對這些商品並不全然了解，接受度

卻越來越高。

後來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有一種結構

型證券化商品，簡稱CDO的「擔保債權憑證」及

其近親（合成CDO、CDO平方……）大行其道。

這類商品不但名稱曖昧，不知所云；它們的組成

成份與訂價方式更宛如黑箱，連信用評等機構都

搞不清楚，遑論持有這些商品的買家，幾乎沒有

人能準確評估自己到底承擔了多少風險。太多人

執迷於數量方法精確理性的一面，卻對數學模型

與生俱來的侷限性視而不見，結果被包裹得面目

難辨的CDO成為大規模的毀滅性武器，讓原本僅

發生於美國的次級房貸違約事件，其影響如野火

般擴及世界各地，點燃了全球金融風暴。
金融業徵求數理方面好手設計、包裝許多新金融商品，但市場卻不全
然了解商品內容，以致後續產生不少問題。（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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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打造特色金融科技
中國行動金融普及率高，為世界之冠。數位銀行平台的盛行，讓中國金融業的效率、包容性和競
爭力都有長足進步，但許多亂象的興起，也讓中國政府積極介入，試圖再次掌握全局。

撰文：Matthew Fulco  譯者：廖珮杏

國際篇》

擁全球最大網路金融生態系

中
國在私人公司的創新與政府的強力介入

下，打造了一個強大的金融科技生態系。

中國這個頂級的金融科技中心，擁有全球最大

的網路金融生態系。在阿里巴巴與騰訊的帶領

下，中國不到10年就捨棄了長久以來的現金

習慣。政府媒體《中國日報》表示，大約75%

的中國人偏好數位支付。在無現金支付的競賽

中，中國僅次於瑞典。

顧問公司PwC指出，中國的行動金融普及

度高達86%，為世界之冠。中國人幾乎可以用

智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或掃描QR Code，購買

任何日常用品。還可以用微信和支付寶申請商

業貸款、抵押貸款或投資各種理財商品。

科技龍頭受政府支持
金融科技大行其道

中國政府有必要擁抱金融科技。該國12.24

兆美元的GDP中，有60%以上來自長期無法獲

得貸款的私人公司。傳統銀行認為大型國有企

業更可靠，總是把錢貸給它們。而且因為該國

沒有傳統的信用系統，銀行也會對一般借款百

姓挑三揀四。

不過中國科技巨頭比較不擔心貸款者的風險

問題。他們可以從企業和消費者那裡獲得大量資

料，評估小公司或個人的信用。即使中國經濟

趨緩，貸款需求依然強勁。2018年3月，阿里巴

巴旗下螞蟻金服的消費貸款高達950億美元，是

前一年的2倍。據彭博社報導，這個數字是國有

巨頭中國建設銀行小額信用貸款業務的3.7倍。
中國新創金融公司的小額信貸金額遠遠超越傳統大型銀行。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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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全球最大網路金融生態系

當然，阿里巴巴跟騰訊都得益於政府的

大力支持。這麼說並非意指他們的金融平台太

弱。這些平台即使核心技術並不新穎，但比世

界上富有國家的任何商業應用科技都要先進。

但政府的支持是一劑強心針，讓它們的服務大

量普及。

相較於美國，中國政府為大型科技公司

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去嘗試網路金融。谷歌、臉

書、亞馬遜如果有這個機會，應該早就成為數

位銀行業的巨頭。但不知該說幸還是不幸，美

國政府把大型科技公司和大型金融公司分開；

中國則放寬監管，允許線上支付市場可以在一

定時間內擴展。《麻省理工科技評論》雜誌指

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甚至明確表示，「他將

開放不受監管的科技公司進入這塊昔日需要金

融牌照的領域。要先給這些公司自由發展的空

間，之後才立下規範。」

2015年，中國政府允許阿里巴巴和騰訊

建立虛擬銀行，並頒給這兩家科技巨擘銀行牌

照。他們的生意一飛沖天。《第一財經》的數

據就顯示，截至2018年10月，阿里巴巴旗下

的浙江網商銀行MYBank資產累計約782億人民

幣，帳面放貸4,468億人民幣，淨利潤4.04億人

民幣，不良貸款率為1.23%。微眾銀行WeBank則

更技高一籌，資產規模達817億人民幣，放貸規

模8,700億人民幣，淨利潤15億元，不良貸款率

僅有0.64%。

科技新創公司踏進金融業
P2P貸款樓起樓塌

中國邀請科技巨擘踏入銀行業是一項史無前

例的創舉，但也經過精密算計。一方面，阿里巴

巴和騰訊滿足了傳統銀行無暇顧及的中小企業和

小額信用貸款需求，同時提供了操作順手易懂的

數位銀行平台。如今，中國金融業的效率、包容

性和競爭力都比科技巨頭進軍之前有所長進。

此外，主導權都掌握在這些科技巨頭手中。

他們未必是傳統的大型銀行，但都是財力雄厚的

上市公司，且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後者正是它

們成功的原因。這些公司進行符合政策目標的金

融實驗，藉此獲得政府的信任。

金融科技業的新創公司就沒這麼好運了。中

共當局依然讓它們進行實驗，但若出現問題就會

中國政府對新創金融公司的大力支持，讓其產業蓬勃進展。（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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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制裁。在不受監管的金融圈，出問題是難免

的。如果你能夠在制裁中活下來，你就贏了（但

還是可能得付出極大代價）。

中國P2P貸款業的暴起暴落就是個好例子。

P2P貸款在巨大需求中迅速崛起，2012年才剛出

現，2018年成交量已達1,760億美元。它的確讓

一些貸款者與借款者受惠，但也因為缺乏監管而

化為災難。成千上萬名不懂貸款違約風險的散戶

投資人，就這樣失去畢生積蓄。其中最臭名昭彰

的就是現已倒閉的「e租寶」，它用龐式騙局從

90萬投資人手中騙走78.2億美元。

此外，還有某些P2P貸款機構雖然並非詐

欺，但利率過高，而且有時候會用暴力討債。中

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錢宗鑫在今年2

月對《德國之聲》表示：「本質上，很多P2P貸

款機構都跟高利貸沒有兩樣。」

今年2月，中國最大的P2P貸款平台之一，坐

擁22萬借貸者與145億人民幣貸款餘額的「團貸

網」突然崩潰。數千名憤怒的抗議群眾圍住東莞

市的公司總部要求退款。

這種破壞社會穩定的問題，如果不加以遏

制，就可能演變為對政府的怒火。中共最不想看

到的局面，就是被指責沒有從金融犯罪者手中好

好保護人民。

如今中國政府祭出狠招。它在今年2月從380

家P2P貸款詐欺機構手中扣押15億美元資產，逮

捕62名嫌犯。分析人士指出，截至今年3月仍在

運作的1,021家P2P貸款機構中，只有10%可能活

過這場打壓。

中國貸款需求大  
投資者難拒高利誘惑

已開發國家的監管機構與政府當局，通

常都對金融科技業軟硬兼施，一邊鼓勵它們在

現有金融體系中順利營運，一邊盡量從它們手

中獲取利益。中國也用類似的方法，但異常的

國情卻讓該業誤入歧途。中國不僅貸款需求龐

大，儲蓄也過剩，優秀投資標的數量不足。因

此，荷包滿滿的新手散戶投資者，往往難以抗

拒某些P2P平台開出的高報酬。隨後的混亂局

面促使中共當局利用威權嚴加查緝，防堵災難

擴散。但輸家仍舊會比贏家多出更多。

中國政府正在草擬新的P2P貸款規範，設

法穩定這個行業的亂局。在新規定下，許多平

台可能得仰賴投資機構，不能繼續從散戶吸

金。某些平台則可能必須轉為基於網路的小額

貸款機構。而且所有平台都得準備一般的風險

預備金和備抵呆帳費用。

不過P2P貸款並不會消失。中國的貸款需求

太大。該行業一旦走上正軌，就能讓私人公司

營運得更順利，那正是政府的重大目標之一。

虛擬貨幣正夯  
中國官方試圖掌握區塊鏈技術

但加密虛擬貨幣就不一樣了。中國政府正

在密切關注這項新興金融科技。中國在2017年

中國特殊的消費環境，讓電子支付得以大行其道。（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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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是最大的虛擬貨幣市場，約占全球比特幣交

易量的90%。比特幣礦工利用內蒙古等偏遠省分

的低廉電力挖礦。看好虛擬貨幣的人，當時都

對中國的活力盛讚有加。

2017年秋季，政府開始放話打壓。當時科

技樂觀主義者則斥為空談，認為北京只是說笑

而已。但中國監管機構完全沒在開玩笑，它們

禁止人民用法定貨幣購買比特幣、禁止虛擬貨

幣公開募資（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然

後封鎖了所有加密虛擬貨幣和ICO網站。到了

2018年7月，中國關閉了88家虛擬貨幣交易所

及85家ICO交易平台，人民幣在比特幣交易中

的比例不到1%。

虛擬貨幣並不像P2P貸款、行動錢包、網

路銀行那樣，能符合中國政府的政策目標。而

且它的匿名性與分散性，還會威脅中共控制金融

體系的能力。當然，虛擬貨幣可以像中國政府擔

心的那樣用於洗錢。但更重要的是，在虛擬貨幣

被打壓之前，許多中國人都用它來規避嚴格的

資本管制。現金一旦轉換為虛擬貨幣，就成為

區塊鏈的一部分，監管機構鞭長莫及。

不過，在能確實控制的前提下，中國政府

依然對虛擬貨幣背後的區塊鏈技術很有興趣。

相關產業也正在該國蓬勃發展。中國的研究公

司「鏈塔」指出，該國的263個區塊鏈計劃高居

世界之冠，占全球的25%。看來我們只能等著

瞧，這些由政府主導的大型計劃（甚至包括一

些監視人民的計劃）會不會讓這種科技碰上了

中國當局，就無法產生原有的去中心化效果。

區塊鏈投資公司Kenetic的常務董事朱沛宗

今年4月接受路透社採訪時，以一句話概述了

中國政府對加密技術與區塊鏈的態度：「我認

為中國只是想『重新啟動』加密技術產業，把

整個產業納入它的管制而已。它之前對網際網

路就是這麼做的。」（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

訓院特聘研究員）

虛擬貨幣的匿名性與分散性，可能會威脅中共控制金融體系的能力。（圖／達志影像）

P070-077-19TD1671.indd   73 2019/5/28   21:58



特別企劃
Special Report

台灣銀行家2019.6月號74

兩大勢力誰先達陣？
對新創金融科技來說，最吸睛的就是便利的全手機操作，但背後也隱藏跨足銀行業的成本；而銀
行憑著先進優勢，利用貼近市場及了解客戶的特性，有機會在新創科技尚未橫掃市場之前穩固地
位。兩相競爭下，到底由誰勝出？

採訪、撰文：黃庭瑄

國際篇》

金融新兵拚規模vs.大型銀行秀創新

金
融科技顛覆了金融業，現今市場的觀察

重點在於，創新者會先達成規模，還是既

有勢力的金融機構先達到創新。對金融機構來

說，整體創新轉型有其困難，許多銀行透過結

盟或新創品牌走向數位化。而對新創金融科技

來說，便利的全手機操作背後也隱藏跨足銀行

業的成本，如執照、法規、相容性等面向，規

模提升之後，則會出現增資、智財權等問題。

許多銀行認為透過與新創的科技公司併購或

結盟，就能「成為」金融科技公司，Cornerstone 

Advisors調查銀行業2019年的方向，提出許多銀

行認為與金融科技結盟是重要方向，主要結盟的

面向包括開數位帳戶、支付和借貸。然而，《富

比士》雜誌提出了結盟之後會產生的挑戰，例如

開數位帳戶，許多銀行會解讀成只是利用電腦

或手機等數位方式開戶，實際上數位開戶背後

隱含著數位行銷、資料驅動的行銷方案、分析

顧客資訊提供金融產品，以及將整體流程設計

得更簡易但嚴謹，成功的數位行銷不只是表面

上的數位開戶成功而已。

銀行發現，新創金融科技公司所提供的服務

更能符合現在的市場，而這樣的科技將會成為

主流，因為能夠提供更佳的消費者體驗且運

作成本較便宜。金融終將成為與生活結合的

個人服務，銀行要設法數位化，且取得每位

顧客的即時資料，讓顧客能決定想要什麼樣

的服務及什麼時候需要，但實際上轉型全數

位化並不容易。

英國大銀行經驗：IT系統更新困難

從英國經驗來看，許多大銀行為了數位化轉

英國銀行業者為轉型數位化，在IT系統更新上投入許多成本。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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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兵拚規模vs.大型銀行秀創新

型，在IT系統更新上付出了高額成本，卻未必能

得到想要的成果。英國RBS銀行每年花費10億

英鎊維護IT系統，使舊系統能持續運作，但在

2017年仍爆出系統太過老舊不堪使用，且根

本原因還是投資金額不足，無法做整體軟硬

體更新。TSB銀行曾在2018年4月嘗試一天內

更換新系統，結果系統無法順利上線，進而

造成執行長下台的後果。Lloyds銀行一年投資

30億英鎊更新舊系統，以達到更個人化或者

使用者友善的介面，並增加即時餘額、分類

存款項目和提供理財預算工具等功能，由於

舊系統太過複雜，轉換成本太高，困難且費

時，使原先承包的工程師放棄，今年1月發生

網路銀行當機，使銀行停擺許久。

透過結盟將組織轉型的過程中，還牽涉

到資源分配和組織文化問題。與新創金融科

技結盟，首先要問，有多少全職人力可以被

分派到這項結合的專案，以及這些人力能提

供什麼技能或經驗來協調監控結盟狀況，銀

行也學到與新創科技公司的組織文化大不相

同，需要磨合。協助英國Lloyds銀行及Aviva

保險公司數位化的廠商提出，組織轉型有一

半時間都在處理文化不同的問題，傳統銀行

為了服務既有客戶，速度及應變能力比起數

位銀行慢上許多，使得數位化過程較難。然而

對大銀行而言，這也是常情，當公司組織大且

客戶不容流失時，每個動作都會變得更小心謹

慎，以致速度較慢。

而且不是每個銀行都適合利用結盟轉

型，嚴格來說，銀行理想中的結盟只是需要一

個供應商或顧問，或者是一個新的通路。但

大型銀行的經驗顯示，除了更新系統的成本

過高之外，也認為很難透過與新創科技公司

結盟做徹底翻新，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即使

新創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更符合現在市場的金融服務，也是未來主流。（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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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了，但是銀行更新的速度是否能追上客

戶的期待，而這些期待不斷地被其他網路銀

行或是Amazon、Apple或Google等大型科技公

司改變。

數位銀行新品牌：資金共有但獨立營運

英國RBS銀行在IT問題上吃足苦頭，去年

與Williams & Glyn合併時，因系統問題無法解

決，關閉162個分行。因此這次的數位轉型，與

原本銀行分開運作，提出獨立的純網銀品牌

Bó，為消費者數位銀行，Mettle則為中小企業數

位銀行。資金共有但獨立營運，原本的銀行還是

持續緩慢更新制度，但同時利用新的數位銀行打

入純網銀市場。這個策略目前被一些銀行認為

比結盟更適合組織轉型，新創品牌建立新系統

從小規模做起，從市場測試中學習，避免在舊

制度裡打轉，持續更新過時的系統。

許多小型銀行深知無法打敗金融科技，只

好設法成為金融科技的一員，快速轉型以便在

未來市場上生存。在美國，有一些不知名的小

銀行與新創科技公司合作，積極轉型，將存

款、借貸各項業務逐一數位化，這些銀行不需

要重新打造知名的網銀品牌，也無法砸下鉅額

做出創新科技，但利用快速數位化留住客戶。

因小銀行在金融科技的洪流下更難生存，《富

比士》今年3月報導，美國社區銀行NBDC的客

戶，因擔心其數位化不足有倒閉風險，花4小

時擠兌提領存款，轉移到更大型的銀行。對小

型商業銀行和社區銀行來說，金融科技的危機

來得更快，但同時也是發展的機會，如美國小

型銀行Evolve，數位化速度快，向客戶展現出

能跟上科技，沒有廣告或品牌額外支出，穩紮

穩打的服務，比大銀行更貼近客戶，近年存款

呈倍數成長。

從新創科技公司角度來看，與銀行結盟

可能是跨足金融業務的大好機會。如美國的

Square公司，由Twitter的執行長創立，其先從

行動支付平台做起，推出被熱門使用的Cas h 

App，藉此蒐集使用者數量及經驗，並與猶他

州的小銀行Celtic結盟，去年底開始向聯邦政

府申請產業借貸公司執照，顯現出跨足金融

業的野心，執照通過後可以得到聯邦保險，開

始做借貸業務。現今銀行尚有金融業先進優

勢，因其擁有客戶及存款，取得資金成本低

廉，且熟悉金融法規，但金融科技業者擁有

大量使用者和新科技，未來成功跨足金融業

後，將會為市場帶來重分配。

Lloyd倫敦總部的管理總監Walsh認為，結

盟後，最重要的還是要能夠控制自己銀行的命

運。銀行想透過結盟保有自己，同時又期待與

大型科技公司結盟。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場影響

力已不容忽視，除了蘋果推出信用卡之外，亞

馬遜也開始跨足金融借貸以及簽帳卡業務。

大型銀行每年雖在數位化轉型上做出鉅額投
便利的全手機操作背後隱藏著跨足銀行業的成本，及規模提升之後的增
資、智財權等問題。（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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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但仍與科技公司合作開拓市場，即使銀行

知道最終是大型科技公司會擁有自己的品牌和

銀行的顧客，取得最有利的顧客關係，如蘋

果信用卡將繁雜的金融業務交給高盛銀行處

理，但仍保有蘋果的品牌和市場，因顧客最終

會選擇消費經驗最佳的工具。

組織規模與複雜度影響決策

金融科技真正的遊戲尚未開始，新金融模

式才剛萌芽。銀行面臨著如何快速轉型數位

化，思考究竟是結盟還是開設獨立網銀才能更

快取得市場，從國外銀行經驗看出，組織規模

及複雜度會是影響策略的主要因素，結盟可能

迅速解決問題，也可能解決不了問題而花費

更多時間在原地踏步。RBS的數位銀行創辦人

Brea r指出，新金融模式不再只是看銀行提供

什麼樣的服務，而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提供。市

場上不只是金融商品的競爭，如何方便客戶運

作，並在服務流程中節省成本，都是最終能否

留住客戶並長期經營的影響因素。

對於新創科技公司來說，開拓新市場會面

臨更多法規和制度面的問題，更不用說，金融

業熟悉的議題，包括洗錢、恐怖組織防制、資

料防護、資安等領域。新創科技要進入金融

業，為了不被時代的洪流帶走，仍有許多難題

需要克服，況且尚未經歷過金融風暴。至於大

型科技公司，擁有既定客戶亦是創新者，在數

位金融戰爭之中占著有利的位置，但銀行憑

著先進優勢，利用貼近市場及了解客戶的特

性，有很高的機會在新創科技尚未橫掃市場之

前穩固地位。

金融科技業者擁有大量使用者和新科技，與銀行結盟是跨足金融業務的好機會。（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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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數位金融服務，提升競爭力！
純網銀所帶來的這股數位浪潮，即將以新的產品服務、用戶體驗與商業模式參與大眾生活。為提
供消費者更便捷的金流服務及安全交易環境，傳統金融業者與純網銀應互相交流與激盪，提升數
位金融的效益及競爭力。

採訪、撰文：蘇偉華

金融業的挑戰與機會》

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林國良：

台
灣即將開放純網銀，勢必衝擊銀行業過去既

有的生態，傳統金融業者如何在新的業態

下生存，將成為新顯學；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林

國良表示，數位化與行動化是不可逆的趨勢，純

網銀服務即將隨者數位浪潮推進我們的生活，這

波網銀服務浪潮會帶來那些新的產品服務、用戶

體驗或商業模式，能否成為金融數位化的加速

器，各界都寄予厚望。

林國良表示，財金資訊公司身兼全國金融資

訊與跨行交易處理之樞紐，期待有更多的金融服

務，藉由科技發展與應用，深入社會各階層，以

落實普惠金融，促進經濟發展；不僅積極協助純

網銀業者瞭解跨行網絡運作，在取得主管機關許

可後得以快速地參與跨行業務營運，也希望國內

電支電票業者能加入這個跨機構的大平台，讓有

志發展金融服務的機構能互聯互通，共同構建穩

定及安全的交易網絡，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元、便

捷的金流服務。

合作創新市場、競爭促進發展

不論是FinTech或TechFin，都有Fin、也

都有Tech，在數位時代發展金融服務，缺一

不可；金融服務的本質沒變，但藉由雲端運

算、大數據、智慧分析、行動通訊與社群媒體

等新興科技整合應用，正快速地改變金融服務的

樣貌與層面。

由於數位時代的科技服務，正改變民眾的

生活方式與消費行為，因此企業經營模式及產業

間的競爭與合作態樣亦隨之改變，不論是金融業
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林國良認為應趁數位金融服務轉型之際，提升金融
業的競爭力。（圖╱台灣金融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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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數位金融服務，提升競爭力！
藉由科技提升或創新服務，或是科技業想跨足金

融服務，可預見產業間合作可以創建許多更貼

心、便捷、普惠的金融服務，競爭自然也是免不

了的，良性的競爭正是加速產業轉型與發展的催

化劑。

秉持促進各金融機構發揮整體綜效的理

念，積極達成國內支付系統平台之多元化發展，財

金公司正以三大主要面向來努力；首先是普及「行

動支付」與「普惠金融」服務。財金公司協同金

融機構推展「QR Code共通支付」服務，積極拓展

行動支付應用場景，打造便利行動生活圈，大幅

節省業者系統介接及維運成本，提高支付效率與

交易安全，深化「普惠金融」服務。

再者，因應「金融科技」與「數位金融」轉

型，開放銀行已為國際金融產業視為數位金融轉

型的重要戰略，財金公司邀集金融機構共同成立

「『開放API』 研究暨應用發展委員會」，研議

並制定共通之技術規格及資安標準，降低金融機

構與相關新創業者間的介接成本，提升跨業合作

意願，加速金融科技創新應用。

第三，強化系統穩定與交易安全，主要是為

了因應新興的網路威脅，持續強化相關資訊基礎

設施，並建立軟體檢測分析環境，以支援資安情

資蒐集及分析，防範惡意程式入侵；此外，規劃

以紅隊演練方式辦理深度資安檢測，以實際驗證

資安防禦機制縱深的有效性。

F-ISAC情資分享，確保資料合理合法使用

另外，社會大眾很關心的風險集中、隱私透

明化、資訊安全與穩定性的問題，林國良進一步

釋疑，金融科技強調資料分析、預測與共享，蒐

集與分析大量資料的主要目的，在於充分了解

客戶的行為，進而預測其需求，期望在最適當

的時間與地點，提供客戶最需要的服務。為了

確保資料之合理合法使用，包含資料內容、使

用目的及範圍等，均必須事先獲得資料擁有

者的同意與授權。其次，資料的傳輸、使用

與儲存都必須採取必要的安全防護措施，例如

加密、簽章或存取控管等，以維護資料的隱秘

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最後，針對資料共享的議題，近期Open 

Banking API強調資料是屬於使用者的，使用者有

權取得其相關資訊，並提供給有需要的服務業

者，以取得更好的服務。如何透過線上即時的方

式，確認獲得合法使用者授權，並以最小化原則

提供必要資訊，則為資料被適當使用的關鍵，避

免衍生資料濫用、外洩等問題。

財金公司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委託，自

2017年12月1日起正式營運金融資安資訊分享

與分析中心（Financial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nalysis Center，簡稱F-ISAC），目前已有360

餘家金融機構加入會員，除部分投信投顧業者

數位金融最重視安全性，藉由區塊鏈技術不斷地調整提升下，運用於發展帳務或跨機構交易，以提升金融服務。（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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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銀行、證券、期貨、保險等業者已全數加

入，透過F-ISAC的情資分享，期能協助產業達到

事前預防、事中偵測處理及事後復原的目的。

行動支付普及化，資安管控更形重要

面對網路攻擊手法日新月異的狀況下，駭

客集團會針對鎖定的目標特製惡意程式，先

入侵潛伏，再伺機發動攻擊。面對這種具針

對性，且不具特徵可供比對的攻擊方式，林

國良說，除了持續強化基礎防護設施外，同時

布建多層次網路安全防禦機制，包含檔案異常

行為分析、通訊異常行為分析及網路區隔防護

機制。

以行動支付業務為例，行動裝置中Android

作業系統相對容易招致入侵或置入病毒，因此

資安管控相對重要。為提升行動裝置App安全機

制，開發人員依循OWASP揭露之行動裝置資安

風險、「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

作業基準」與「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檢測基

準」，進行風險識別與安全檢測活動，以防護

行動支付安全。

如今，金融科技的發展，使金融機構間

的關係更為緊密，任何業者或系統受駭，都可

能影響其他業者或系統。金融機構在業務上雖

然互相競爭，在資安方面卻是可以、也必須共

同合作，透過F-ISAC建構國內金融資安聯防體

系，更可維護金融科技的安全。

除了駭客，更大威脅是「人為因素」，事

前防範，強化自我監管能力與作為，運用新興技

術來增加資訊安全範圍，培養兼具風險規範及資

訊安全管理的技術團隊，確保風控核心。

競爭不在價格，價值提升才是王道

面對金融業的未來，是金融從業人員與

消費者最關心的事情，金融業者該如何面對這

波的機會與挑戰，林國良認為，雲端運算、智

慧分析、行動商務與社群媒體，諸多新興科技

整合應用，促成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改變

金融服務樣貌，打破傳統金融服務的供給方

式和社會大眾的消費行為，利用科技提供更低

成本、更高效率、更優質之金融服務，已是不可

逆的發展趨勢。

創新的金融服務具平台化、數據密集和資

產輕量化等特色，新的科技發展模式，持續改變

消費者行為、企業經營模式以及金融產業的長期

結構。面臨創新模式的威脅，既有金融業者一方

面會擔心新進業者的競爭，另一方面則應抓緊

時機，以既有資源投入創新所需的基礎建設與服

務，進行差異化、資源整合、人才與基礎、購併

新創公司或與新創公司合作等發展策略。

誠如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所言，開放純網銀

執照就像在金融市場「放入鯰魚」，能刺激國銀純網銀開創新的商業模式，刺激傳統銀行業進行創新變革。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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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林國良董事長的精彩影音請上線收看

產生有效的化學反應，帶動更大的金融創新。此

外，國內銀行業者若能在數位金融服務上再優

化，有機會將純網銀經驗輸出，拓展到東南亞等

海外市場。

未來新的思維設計將應用在我們的金融環

境，純網銀不只是沒有實體營業據點、只有數

位通路的新銀行，能爭取到什麼樣的客戶，提供

什麼樣的服務，令人拭目以待，但可預期的是不

在價格的競爭，而是價值的提升，主動且彈性設

計，迎合數位族群，提供數位需求的整合性金融

服務，而且商業聯盟、虛實整合的數位平台、以

及跨界合作等方向不會改變，以安全、效率、創

新、客戶體驗去擴大市場規模、建構獲益模式並

落實風險管理。

區塊鏈、電子支付與API是機會切入點

最後談到國際間關於金融相關的異業競

爭，不少新創公司加入，帶來傳統金融業者

在生態上的改變，包含良性或惡性的競爭等

等，林國良以柯達及Nokia進一步說明，有人歸

納是因為敵人總躲在名為「異業」的角落裡而

被輕忽，一旦量變質變，整體環境翻轉即已時

不我予。

對於金融機構的永續發展，林國良認

為，有幾個部分是未來金融業者的機會，首先

區塊鏈技術，如何運用？用在哪裡？區塊鏈有

相互驗證、訊息共享可追溯、即時記錄等特

性，配合金融科技發展及銀行實務需求，尋求

適宜金融業務之應用場景，支援產業發展「共

用與互通」的創新金融服務。第一階段是運

用區塊鏈技術進行交易記錄：以區塊鏈分散

式帳本技術之不可否認、不易竄改及偽造的

特性，再加上結合數位憑證與數位簽章，將

紙本函證作業「數位化」及「自動化」，大幅

提升函證作業之安全與效率。第二階段是運用

區塊鏈特性將資訊存於區塊鏈：發揮區塊鏈技

術特性及結合金融相關業務之「資訊查詢」領

域持續研議。第三階段是因應技術演進，發展

區塊鏈帳務服務：隨著資訊及通訊軟硬體技術

日新月異，區塊鏈技術不斷調整提升、與時俱

進，運用區塊鏈技術，發展帳務或跨機構類型

交易，以提升金融服務。

再者，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 電子支

付或電子票證機構，現階段屬個別與金融機構

洽商合作及系統介接，支付網絡過於複雜，交

易資訊安全不易兼顧，且不符支付效率；因此

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確實有實務

上的必要性與迫切性；為有效提升各支付業者

（如電子支付、電子票證與金融機構等）的支

付交易安全及效率，財金公司刻正研議並規劃

建置「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台」，以提供各

支付業者間前端交易訊息之即時傳輸，以及後

端款項之快速結（清）算服務，俾利各支付

業者間跨機構之資訊與金流作業的「互聯互

通」，加速普及「行動支付」及「電子支付」

應用。

第三是開放應用程式介面（appl i ca t 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API），為整合產業

資源，財金公司擬定「開放API」發展策略，提

供客戶創新金融服務，發展共通「開放API」規

格，作為國際接軌礎石。

林國良認為，當下正是「數位金融」服

務轉型之際，面對金融體系內外帶來的挑戰與

機會，金融機構當與時俱進，貼近市場業務需

求，同時兼顧資訊系統安全與「金融科技」創

新，適時提升金融服務與功能，以掌握「數位

金融」服務之發展契機，提升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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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積極面對創新挑戰
台灣首批純網銀核准名單出爐前夕，各方都關注現有銀行業者將提出哪些創新來應戰。除了純網
銀外，ICO與STO等也都在開放與確保消費者權益、市場穩健發展間角力，如何取得平衡點，端
看銀行經營者的智慧。

採訪、撰文：楊以智

金融業的挑戰與機會》

純網銀挑戰＋法規管控嚴

啊
！多麼痛的領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

我回首來時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獨！」

這大概是台灣近年從事金融創新的新創業者最

想唱的一首歌。從有滿腹理想、要挑戰現有金

融市場運作，或想將國外最新金融理念或商業

模式，在台灣落地，到努力多年只前進了一小

步，甚至有人吃上違法吸金、非銀行業從事銀

行業務等官司，讓這些新創業者不免領悟：「台

灣的金融創新之路好難走！」

國內銀行業者沉著應戰

金管會最晚今年7月底就會公布台灣首批純

網路銀行的核准名單，強調無實體分行、只有總

行及客戶服務中心，沒有大量的櫃檯行員或理

專與客戶面對面承辦或推介業務，純網銀必須

用網際網路、App、行動裝置等方式經營金融業

務，尋找出適合台灣市場的創新營運模式及可獲

利方法，研議多年才開放的純網銀被金管會主委

顧立雄視為「鯰魚」，要在台灣已擠滿37家國銀

及一堆基層金融機構的沙丁魚池裡，發揮「攪亂

一池春水」、金融業共好的功能。

但其實大部分的銀行都顯得老神在在，第

一是金管會承諾純網銀可以做的業務，現有銀行

的網路銀行也可以做，大家業務範圍一樣，沒有

誰被保護或優先；二是純網銀業者一樣要拿出

100億元資本額，一樣要做到資訊安全、個資保

護、消費者保護、防制洗錢與反資恐、內稽內控

等要求，大家法遵成本都一樣高；三是現有銀行

早已習慣台灣的市場競爭，且都已開始獲利，純

網銀預估最快得3年才能損益兩平，代表既有銀

行業者還有時間準備應戰。

「

純網銀必須以數位方式經營金融業務，並尋找出適合台灣市場的營運模
式和獲利方法。（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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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未來金融服務新趨勢
科技浪潮不斷朝金融業襲來，未來大保護主義恐被推翻，加上金融結合生態圈的營運模式在國外
已興起，台灣的金融業者該如何因應？

採訪、撰文：楊以智

金融業的挑戰與機會》

產學界共同把脈

消
費者追求更便利、更貼近生活場景的金融

服務，恐怕不是用金融特許執照就能擋得

住，也因此，未來這種大保護主義恐怕會慢慢

被科技浪潮推翻；再者，金融結合生態圈的營

運模式已在其他國家興起且成功，純網銀申請

者之一，將來銀行籌備處執行長劉奕成說，金

融法規逐漸開放之後，就看金融機構的思維能

不能跟上科技進步的速度，但從國內民營金融

機構近期推出的商品或服務上，可以看出有些

銀行已開始「覺悟」並著手改變。

未跟上科技浪潮恐被淘汰！

劉奕成說：「台灣金融業者的敵人不會是純

網銀！」因為純網銀發展3年，資產都未必能有

千億元，傳統金融機構的敵人其實是自己，若不

能跟上時代或科技的浪潮，無法符合消費者的需

求，就會被淘汰。

「現在錢是無國界的，以前留學回來要關掉

國外的帳戶，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會保留。」劉奕

成提及近期香港已發出8張純網銀執照，且只要

有人申請就會持續審查、發給執照，為何香港市

場可允許這麼多純網銀設立？劉奕成表示，這些

純網銀並不是只做香港市場的生意，而是放眼

其他金融市場，要做跨境生意。
傳統金融機構若不能跟上時代或科技浪潮，將可能被淘汰。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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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彭勝本、黃瀞儀

氣候變遷對地球村生態造成嚴重衝擊，但各國在政策及行動上的牛步化，已使年輕世代族群感到
不悅，各地升起抗議旗幟。歐洲金融聯盟正積極整合各國金融機構推動綠色金融業務，期盼緩解
越來越嚴峻的氣候考驗。

回應地球村氣候變遷之挑戰  
永續金融方案為一帖良藥

氣
候變遷對地球村生態環境衝擊之不可逆性

難以迴避，近年因洪災及極端天氣變異所

導致經濟耗損龐大，據聯合國研究指出，氣候

變遷恐將使全球企業在未來15年遭受1.2兆美元

的財務性損失。

歐洲年輕世代覺醒  
因應氣候變遷挑戰需有具體行動

2019 年 3 月 由 16 歲 瑞 典 高 中 生 桑 柏 格

（Greta Thunberg）所發起的「周五為未來而戰」

（Fridays For Future）行動，透過跨國網絡串連發聲

下，已成功號召越來越多歐洲年輕學子集體加入

罷課行列、要求各國政府需能研提更具體的行動

方案，以因應氣候變遷對生態環境之冷峻挑戰，

否則年輕世代將是無助受害的族群。

在 5 月 1 日 英 國 國 會 由 工 黨 黨 魁 柯 賓

（Jeremy Corbyn）通過提議，宣稱為守護生態永續

發展，英國將象徵性地進入氣候變遷緊急狀態，

為達成在 2050 年「零碳」目標（相較 1990 年），

英國將要求行政當局積極推動全面性的「綠色工

業革命」活動。國際社會在氣候變遷上所採的牛

步化行動，年輕世代族群的不悅呼聲將不容漠

視，金融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已成為高度挑

銀行機構應重新審視評估對於生態
環境可能產生重大侵損的金融活
動，協助企業規劃營運轉型之可行
性做法。（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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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蔡佩蓉

金管會可望於7月底完成純網銀申設審查，並公布2家出線者名單。純網銀交易最大的優點就是
虛擬化、無實體，也因為如此，資安相形之下更為重要。如何建立優質服務生態圈，是各方關
注焦點。

純網銀拚上路
金融服務樣貌將徹底翻轉

台
灣今年可望有2家純網路銀行正式上線，

也就是我們的銀行步入了無實體分行或

ATM的時代，這樣的銀行，意味著你會看不到

櫃檯人員，存錢、借貸、匯款或投資，都只能

在網路上進行。事實上，越來越多人開始不在

分行辦理金融相關業務，神通廣大的網路發明

與應用，讓我們省去很多專程出門一趟的時

間，現在的數位原生世代可能連分行都沒踏進

去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過

去幾年中，整個亞洲的銀行分行數就減少了將

近10%。

純網銀交易最大的優點就是虛擬化、無

實體，然而這也是它的缺點，由於純網銀的

數位轉型迅速，尤其像AI、區塊鏈、雲端與

大數據，除了為傳統的金融服務加值，同時

也存在更高的資安風險，如果資安防護做得

不夠完善，後面所衍生的任何交易問題可就

難以善了。目前最常見的資安威脅，就屬客

戶個資外洩或驗證機制詐欺等，在在都嚴重

影響我們的財產安全。

並非傳統銀行就不存在這些風險，只

是相對於傳統銀行，純網銀為了讓消費者有

純網銀交易最大的優點就是
虛擬化、無實體，但資安問
題也是它最大的威脅。
（圖／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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