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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札

比
特幣的價格大幅上漲，諸

多專家比擬起歐洲早年鬱

金香狂熱，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

得主羅勃·席勒（Robert Shiller）
都擔心，比特幣會讓泡沫經濟的

歷史重演。然而，台灣社會卻也

在此浪潮中，開始擴大對於數位

貨幣的討論，儘管整體對於比特

幣的投資不像南韓一般的熱衷，

卻也展現在媒體中更常見到「區

塊鏈」、「挖礦」等加密貨幣專

有名詞流通其中。

而除了比特幣之外，更有其他

利用不同加密演算法與交易機制

的數位貨幣接續而生，在不同的

市場認同中贏取投資者的信心。

讓新生代投資人的外幣配置，所

考慮的不再是美金、日幣與台幣

的持有比率，而是加上比特幣、

乙太幣或瑞波幣跟台幣帳戶之間

的取捨。在此同時，南美產油大

國委內瑞拉政府為了挽救經濟崩

盤、繞過美國政府經濟制裁，也

在2月發行以石油為支持的加密
貨幣Petro，希望達到穩定國內經
濟和財政獨立，成為第一個宣稱

具備準備並有主權政府保證的國

家數位貨幣。

 
由於翻譯，台灣習於將這些

數位貨幣通稱為虛擬貨幣Vir tual 
Currency，但實質上，這些數位
貨幣卻不應將它們都當成虛幻的

泡沫。儘管中文的「虛擬」意為

憑空想像的比擬，而英文Vir tual 

的本義卻是幾乎為真的意涵。因

為這些數位通貨，已經配合網路

基礎建置的完成，以及電腦計算

能力的提升，在法幣的法償地位

外，直接挑戰社會對於交易媒介

與價值儲存的接受能力。

 
就如同戰後嬰兒潮世代對黃金

的喜好、X與Y世代對於避險基金
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持有，不同

的世代在進行財富配置時，源於

成長背景與信仰，本來就會有所

差異。所以當網路原生代的千禧

世代逐步成為消費與儲蓄主力，

在面對主權大國無所限制的舉債

與貨幣擴張行徑下，宣稱去中

心化、加密且全球一致化的各種

數位貨幣，就產生了一定的吸引

力；更基於這樣的吸引力，創造

出對於這些數位貨幣的「社會信

任」。讓虛擬不再是虛，而是逐

步成真。

 
面對數位貨幣的未來發展，

專家們或許有不一致的預期，有

些誇張的認為數位貨幣終將取

代法幣的地位，但更多的都是認

為貨幣的數位化是一個不可擋的

趨勢，但何種能夠存在並被社會

完全認可與接受，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而現存的各種數位貨幣，

都將是非常有趣且值得的「試

驗」，讓我們探索在經濟發展史

的過程中，從貝殼、貴金屬貨

幣、法幣後，下一種流通貨幣的

可能型態。

 所以，台灣的金融業也應加
速掌握千禧世代的信任心態，

作為後續業務發展的策略規劃基

礎。尤其是，台灣在去年通過

金融科技監理沙盒後，已經明

白的向世界宣示台灣往金融科技

發展的決心。這樣的努力讓外

媒Raconteur把台灣列於當前新
興五大金融科技中心之中，僅次

於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尤其是再

加上充沛的人才資源與電子資訊

產業能量，更讓台灣未來金融科

技發展充滿機會。

 
世代的信任差異，是世代進

步的根本，從創造論到演化論、

從男尊女卑、兩性平權到多元價

值，因為不同的價值信任，讓未

來的世代能有全新的發展機會。

數位貨幣機會亦然，在網路化與

去中心化的發展機會下，未來的

交易基礎會呈現哪種面貌？而金

融業的商機又如何存在於「羊毛

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的商業

模式之中？台灣現在已經有了進

步的立法，以及優質的金融與資

工人才，接著就是考驗政府的治

理能力以及業者的前瞻眼界，怎

樣在未知的大海中，找出寶藏山

所在的金銀之島。

掌握數位貨幣發展浪潮
強化金融業產業競爭力

《台灣銀行家》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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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台灣地震頻傳，不論是危
老重建或都市更新都是當
務之急，對於台灣都更願
景您有何建議？ 

黃博怡答（以下簡稱答）：

按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11
月14日上作出台灣史上對於
推動都更最明確的政策指令，

不僅把公股行庫參與都更的角

色，放在歷史舞台的中央，而

且重視跨行政與立法的合作。

相較於過去僅內政部單一部會

進行，現在有很大的突破，內

政部、財政部、金管會等相關

部會整個動起來，跨部會的橫

向協商讓人耳目一新，例如，

金管會為此已研議《銀行法》

第72條之2、第75條的修法
調適。

創新都更金融模式
讓都市邁向永續發展

專訪臺灣企銀董事長黃博怡

口述：黃博怡　整理：劉書甯

206花蓮大地震引發都更再被熱議，但除了推動危老重建的最基本型態都更之外，各界更期
待的是透過都更，讓雙北等全台灣重要的都會，呈現出國際都會的風貌，這將有賴更前瞻及
更創新的都更計畫推動。而在都更創新上，不論是融資或是執行方式均需持續創新，才能讓
都市永續發展。

黃博怡從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到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一路走來，從巨災風險管理、市
容更新、重建、智慧城市或創新都更金融模式等議題賦予高度關心，並曾赴日考察包括東京
車站等成功的都更經驗，他認為，惟有引入「都市永續發展+創新都更金融」的觀念，才是
讓台灣都市面貌持續提升的關鍵。

地震天災的發生雖凸顯都更急迫性，但過度聚焦眼前的老危問題，卻忽略或缺乏適度配套的
都更，反而可能成為未來再執行後續都更的困難，要如何避免這個隱憂？他接受《台灣銀行
家》雜誌專訪時強調，危險與老舊建築的整建只是都市更新最基本的環節，如果不能秉持都
市永續發展的理念推動都更，缺乏前瞻的急就章式努力，很可能成為數十年後再次都更難以
克服的障礙！

達
志
影
像

如何透過都更，呈現國際都會的風貌，須仰
賴更前瞻且創新的都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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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為了汲取日本的成功經

驗，台灣金融研訓院曾結合國

內金融機構組團赴日本進行都

更考察。綜觀日本經驗來看，

都更不只是政府在法規方面須

予以協助，金融機構也扮演著

非常重要的角色。日本不僅有

政策金融機構來處理都更及危

老重建等問題，更進一步建立

創新的信託機制來幫助都更，

包括不動產管理處分信託、不

動產證券化信託等，讓都更能

與時俱進，讓都市得以永續發

展，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在隨時都可能發生數個震災

的台灣，積極推動老舊建築改

建或都會功能及風情再造的都

市永續發展，應該是國家發展

的重要課題。蔡英文總統的都

更三項指示，已點出一個過去

被大家忽略的盲點，即除了民

間部門外，許多政府部門與公

股銀行在都市精華地段均擁有

許多老舊建築，因此推動都更

應該全體總動員。

公股銀行既然在都市精華地

段擁有諸多老舊行舍，當然應

該帶頭響應政策，其他政府

部門何嘗不然。公股銀行或政

府單位若能一同參與，希望能

避免產權過度細分，以致形成

再次都更障礙之覆轍，應借鏡

日本不動產管理與處分信託機

制，或不動產資產證券化模

式，預留都市永續發展的未來

可能。

您對政府其他部門該如何
挺都更，有何看法與期
待？

答：所謂的「公股挺都

更」，應該有兩層不同的意

義，一來是公股透過金融、融

資的方式，協助民間業者投入

都更；另一種則是行庫自己旗

下的行舍、大樓拿出來作為都

更標的，用「以身作則」的方

式來力挺都更。

除了公股銀行挺都更之外，

其他掌握都市土地資源的政府

單位也都應該共襄盛舉。不論

是中央或是台北市政府及其他

地方政府，在精華地區握有的

土地愈多，相對就有更多的資

源能在都更之路上表現的更為

積極。我想每個單位都應正視

這個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是

改變的起點！」也包括中央政

府各相關部會。

此外，以近鄰日本為例，東

京的三菱地所「輪動式都更」

方式也值得借鏡，也就是先完

成其中一棟，再把準備繼續推

動都更的住戶或社區移入新完

成的建物，接下來第二、第三

棟，不斷往外延伸，東京火車

站周邊的都市更新就是用這種

黃博怡
現職：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 
學歷： 中興法商學院（現為臺北大

學）經濟學博士／碩士、臺灣
大學經濟系學士 

經歷：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安泰商
業銀行監察人、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常務董事、高雄銀行
常務董事、玉山金控董事、玉
山綜合證券總經理、時代綜合
證券副總經理、實踐大學管理
學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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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方式完成，不僅為東京火車站

周圍帶來更嶄新的都市風貌，

並且兼而完成都更與保存日本

傳統的文化價值。

沿著台北車站前面的忠孝東

路走一遍，不難發現國門觀瞻

的這一條路有行政院、內政部

警政署等政府中央部會，倘若

在進行諸如華光特區等都市更

新計畫時，就可先由政府騰出

一棟樓，把行政院或其他部會

先移入作為辦公處所，接下來

就可進行政院或這些部會舊址

的都更。

其次，都更經常會因為「文

化資產保存」等爭議而受阻，

建議可借鏡日本的經驗，例

如，日本東京火車站前面的日

本郵政公司舊址，就是在兼顧

文化資產保存之下完成了都

更，成為現今東京火車站前的

新地標。目前位於重慶南路、

館前路上的多處被列為歷史文

物古蹟的公股行庫建物，如果

借鏡日本的方式，保留臨路數

公尺的部分文化資產，而將後

半邊進行都更，就能讓文化保

存與都更兩者兼容。

重慶南路與館前路就非常有

這樣的條件，從總統府到台北

車站的重慶南路沿線，以及從

228公園到北車的館前路沿
線，就是過去的「老城中區」

一帶，多的是公股行庫的老行

舍或國有企業的資產，倘若能

好好進行真正的都市更新，不

僅會帶給其他地方的都更案非

常好的示範，同時也將讓台灣

在整個國際舞台的城市競爭力

上更予人煥然一新的感受。

您提到公股銀行應可加大
都更參與的力道，而臺灣
企銀未來將如何支持台灣
都更發展？是否已有規
劃？

答：身為公股行庫，臺灣企

銀當然會竭盡所能，配合政

策積極推動都更業務。2011
年，臺灣企銀承作「耕曦」的

自建型都更案，可算是臺灣企

銀近期一件重要的案例。逾30
年的舊社區，一共有29位私人
地主共襄盛舉參與，是本行首

件地主自建型都更融資案，這

些地主以其基地內的不動產作

為擔保，申請融資，且全案資

金均由信託專戶控管，透過都

更原本的老舊社區一躍成為羅

斯福路三段的新地標。根據我

們評估，房屋價值在都更之後

達
志
影
像

東京火車站周邊都更，不僅帶來都市新風貌，更保存了傳統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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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增幅，對原屋主而言

具有相當的資產增值效益。

除了都更融資與信託業務之

外，臺灣企銀也重視自有行舍

都更問題。臺灣企銀從過去

「合會儲蓄公司」的時代一路

走來，留下很多歷史老建築。

早年的合會儲蓄公司背景，使

臺灣企銀的設點，偏向於鄰近

傳統市場附近，以貼近庶民金

融、市井小民的需求；時至今

日，整體都市發展與地貌因為

數十年來的經濟、城鄉發展出

現很大的變化，臺灣企銀的若

干營業據點已不符當前經濟社

會與顧客的需要，這些老舊行

舍，本行也想積極推動都更。

舉例來說，我們的信用卡部

門位處臨沂街，新竹分行位於

城隍廟旁，還有像某些臨路條

件未臻理想的分行，行舍建造

都已超過40年以上，不只工
作安全性堪慮，對接送客戶也

多有不便，這些我們都列為優

先處理的標的。

更重要的是，在重慶南路與

襄陽路交接口的臺灣企銀舊總

行大樓，歷時已逾50年，佔
地達230坪，現在正評估進行
都更之可行性。如果順利結合

鄰地，面積預估可達2,042平
方公尺（大約617.71坪），

若能整合成功，對台北市容一

定有很大助益。此一個案目前

我們和台灣金聯簽署了「都更

合作意向書」，希望能依據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條例》的相關規定進行整

合並辦理重建。

至於整建之後的用途規劃，

我們也希望朝多元化運用方向

思考，包括結合中小企業專業

銀行特色籌設新創事業基地等

均列入考量。簡言之，我們希

望這項都更計畫能讓臺灣企銀

在發揮扶植中小企業及新創事

業的「政策性專業銀行」功能

上，更有使力點。

真正的都市更新，不僅會帶給其他地方的都更案非常
好的示範，同時也將讓台灣在整個國際舞台的城市競
爭力上更予人煥然一新的感受。

“

”

達
志
影
像

臺灣企銀將結合策略合作夥伴進行都更，讓台灣都更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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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推動金融業的資安聯防機
制，財金公司有何因應策
略？

趙揚清答（以下簡稱答）：

按金管會所規劃F - ISAC的服
務對象及成立宗旨，會員將涵

蓋銀行、證券、期貨及保險

等金融機構，具體執行計畫包

括情資收集、通報、研析及

分享，期使透過F - ISAC平台
能安全、保密、快速交換駭侵

情資，協助金融機構評估資安

漏洞、事件應變及演練，舉辦

教育訓練、研討會及國際交流

等，建構金融體系資訊分享與

聯合防禦的機制，強化金融產

業的整體資訊安全。

由於財金公司本身的職掌即

在維護跨行金融資訊系統，與

打造金融業互助資安聯防平台
專訪財金公司董事長趙揚清

口述：趙揚清　整理：劉書甯

近幾年來，在政府積極推動非現金支付的政策之下，財金公司在行動支付領域可說聲名大噪，
但事實上，除了行動支付之外，身為跨銀行金流平台的財金公司，其實也在許多其他的領域
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資訊安全及洗錢防治意識高漲的當下，財金公司在去年底擔下一
項重要的新任務，將作為全體金融業共同的「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以下簡稱F - 
ISAC）。
此次財金公司董事長趙揚清接受《台灣銀行家》雜誌專訪，首度對外表達她對這個平台未來在
金融圈發揮功能的期許與展望。在她看來，「平台的建立」使金融業者之間，不分資源多寡都
可幫助自身發展業務、降低營運風險，並希望國內金融業者能藉由該平台對於許多潛在的資安
風險與問題能防患未然。
對於F - ISAC的功能，身為趙揚清的得力助手，也是財金公司總經理林國良則以全球知名童話
故事〈阿里巴巴與40大盜〉比喻，強盜會到被列為目標的家戶門外，畫上X作為要下手的信
號：「即使不是每家都會受到攻擊，但我們至少希望知道，到底有哪幾家、哪些類型的業者已
被畫上X，這就是通報機制的重要性！」
比起直接買國外現成的資料，金融業者之間回饋、分享最新實務經驗更顯重要，因為這些資料
不僅是第一手，而且台灣的市場環境最為吻合，業者可藉此馬上知道該如何因應、防範曾在其
他業者內部出現過的危機，趙揚清更呼籲，即使是會員機構剛出現的徵兆，也有向中心通報的
價值。

達
志
影
像

金融業者交流實務經驗，可有效提升資安防
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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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產業亦沒有業務競爭，因

此具備成立該平台的基本條

件，一方面可讓金融業者放心

分享資安情資，另一方面也

可讓資安廠商有公平競爭的機

會，我們希望所有參加的金融

同業會員，都能放心在該平台

之上，充分進行最新資安資訊

的交流，我們也會適度引薦資

安業者給有需求的金融業會

員，希望透過該平台，讓金融

機構在辦理資安評估、事件偵

防或應對處理，能根據機構的

需求與資源，在資安市場上取

得相應的服務，一方面協助金

融產業提升資安防護意識，同

時帶動國內資安產業發展，藉

由金融產業與資安產業的良性

互動，提升金融產業的資安防

護能力。

金融資安已被定調為國安
議題，您對於政府、金融
業有何建議？

答：行政院資通安全會報

已於2017年提出「國家資通
安全發展方案（2017年至

2020年）」，供作國家推動
資安資通防護策略與計畫的重

要依據，按國家資通安全發展

方案的發展藍圖，建構國家資

安聯防體系為推動策略之一，

由於各產業間的產業特性與資

安需求不盡相同，行政院現階

段界定攸關國家安全與民眾福

祉的關鍵基礎設施，並已訂出

了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能

源、水資源、高科技園區、通

訊傳播、交通運輸、金融、緊

急救援與醫院等8大領域，還
進而研訂相關領域「資訊分享

與分析中心」（ISAC）建置
的績效指標。

金融方面，像是F - ISAC已
在去年12月1日成立，財金公
司除了戮力耕耘F - ISAC平台
外，亦將配合國家政策，與國

家層級N - ISAC及其他關鍵基
礎設施領域ISAC的串接，以
完善跨領域資安聯防體系。

目前包括銀行、保險、證

券等業別，我們已有88個會
員，雖然無法強制所有的金融

業者都成為會員，只能讓會員

自動來參加，但F - ISAC參與
會員多寡及互動成果，將決定

此平台的執行成效，因此我

希望金融業者都能信任這個平

台，積極參與並分享資安情報

與資訊，才能強化這個平台所

能發揮的效果。

業者對於參與平台通常最
大的疑慮，往往在於機敏
資訊可能會外洩，財金公
司如何預應？

趙揚清
現職：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臺灣行動  
         支付公司董事長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國際租稅計
畫研究、政治大學財政所碩士、
淡江大學會計統計系會計組學士

經歷： 財政部稅制研究委員會／賦稅署
科長、財政部國庫署專門委員／
組長／副署長／署長、行政院開
發基金副執行秘書／執行秘書、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主任委
員、淡江大學會計學系（所）專
（兼）任助教／講師／副教授、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常
務理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監察
人／董事／常務董事、台北富邦
金控及子公司（銀行、綜合證
券、產物保險）獨立董事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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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答：我們特別把F - ISAC獨
立設立在南港科學園區，而非

在我們財金公司，就是一種防

火牆的作用。

資料分享也有分等級的，依

照國際信任標準，分成白、

綠、黃、紅四色等級。白色為

無限制，綠色為相同類型的會

員之間才能分享，黃色則僅限

於該會員內部的組織，至於

紅色的最高級別，已等同於

「閉門會議」。

而在Garner 2017的威脅
情資報告中也提到，根據使用

者的問卷回饋，由其自身所參

與形成的分享平台，其分享的

情資，甚至較購買的商業情資

更有幫助，因為由各領域所

建立的各自資安資訊分享中心

（ISAC），將更貼近使用者
的領域需求。台灣的F - ISAC
也是如此，所以我們才希望金

融業都能共襄盛舉成為會員，

多貢獻自身經驗分享、案例。

雖然金融機構間的業務發展是

競爭的，但針對駭客的網路安

全威脅，應該是站在同一陣線

共同合作、共同防禦的，而打

造一個國內互助共贏的金融資

安聯防平台，並共同建構國內

安全的金融交易環境，正是F - 
ISAC的成立及運作宗旨。

為有效降低資安威脅，國
外是否有相關經驗可借鏡
參考？

答：面對日益嚴峻的資安威

脅，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都已

相繼設立金融資安資訊通報與

分析機制，像是美國、歐盟、

英國、日本、韓國、荷蘭都

有，顯見這種自動化與情資分

享，已成為全球網路防禦的新

趨勢。

如何在有效的時間內掌握

最新的可能威脅及因應，目

前的網路防禦實務極度仰賴

網路防禦人員的速度及技

能，但不幸的是這種作法無

法追上目前資安威脅的產生

速度及量，因此，導入如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或人工智慧（Ar t i f icial 
Intelligence, AI）等技術的自
動化技術，將可大幅降低網路

威脅偵測及回應的時間，然而

這還得仰賴豐富且即時的威脅

情資及回應資料庫，而不同機

構間的資訊分享，也將有效防

止同類的威脅可再重複利用攻

擊到其他的機構，也因此我們

希望會員能積極分享資料或案

例到平台上，才能讓平台發揮

更強的功能。

F-ISAC平台運作上，主
要有何重點工作？

答：不論在網路威脅的事先

預防、事中偵測及排除、乃

至事後之回應或處理，我們F 
- ISAC平台在這幾個重要階段
的工作都有含括，並且會根據

作業程序，引薦資安系統商給

所需要的金融業者，上述都是

該平台的工作重點。

基於這些重點工作，目前

針對駭客的網路安全威脅，應該是站在同一陣線共同
合作、共同防禦的。而打造一個國內互助共贏的金融
資安聯防平台，並共同建構國內安全的金融交易環
境，正是F - ISAC的成立及運作宗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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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ISAC提供會員的服務主要
包括了警訊通報分享、收或追

蹤會員通報分享的資安事件，

依威脅等級發布緊急資安訊息

並視需要追蹤後續處理情形，

以及各種資安情資的分析，包

括將依照本中心蒐集的資安情

資，分析其攻擊手法、潛在威

脅或資安風險，提供會員資安

威脅情資週報、月報及資安威

脅情資報告，此外也讓會員間

分享與交流相關資安情資，並

且協處資安諮詢與評估，彙

整資安漏洞資訊及相關修補程

序，或控制措施，提供會員資

安諮詢服務或引介專業廠商或

團體，提供會員資安諮詢與漏

洞評估服務。

此外，F - ISAC也會辦理金
融資安資訊相關研討會、教育

訓練，提升整體會員機構資安

防護意識，或協助資安人員面

對資安事件之應變處理，並依

本中心相關作業程序，就會員

資安事件應變處理之需求，來

引介專業廠商或團體。

我也必須再三強調，金融業

者之間彼此共襄盛舉，回饋多

種不同案例、經驗至該平台，

和其他金融業者會員之間交

流分享的重要性。儘管是進行

「聯防」，但每個會員承擔風

險的資源與能力的確有所不

同，此時該平台所發揮另一積

極的功能，在於會依據不同會

員的不同需求，依據作業規則

來引薦不同的資安系統廠商給

金融業會員，如此一來也更積

極發揮了串聯、整合產業生態

鏈資源的效果，這也將使得金

融業會員的「防災應變」能力

更強。

達
志
影
像
打造金融業者互助的資安聯防平台，是F - ISAC的成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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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過去十年來，出現大量的貨幣創新與貨幣擴張現象。

時至今日，數位貨幣的經濟規模，

已經比現實中部分國家的經濟規模來得巨大。

其中，尤以加密貨幣 ──  比特幣，
堪稱為近年來最受矚目的金融商品。

面對數位貨幣的強勢興起，

本刊特企劃探討其發展脈絡、挑戰，

以及對金融市場之影響，

並介紹國外相關政策，以供借鏡參考。

                之
金融影響與政策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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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金融影響與政策 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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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貨
幣與支付的形態，不斷推陳出新，而且加

速度極其驚人。早期的商品貨幣，逐漸演

進到現在由中央銀行所發行的實體通貨，這中

間花了數千年。

但1980年代後期起，伴隨金融科技的發
展，以電子貨幣交易機制應運而生，發展出電

子貨幣（E - money），2009年全球金融危
機以後，類如比特幣（Bitcoin）等，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的支付機制，短短不到十年
間，數位貨幣的發展速度與多元性超乎各界的想

像，如今有1,500種，估計總值約數千億美元的
數位貨幣（digital currency）於市場流通，形成
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股暗流。

以比特幣為例，在2009年創設之初，US$1可
買到逾千個比特幣，當時比特幣只是少數人的遊

戲，不少機構及專家並不看好其前景。然而，之

後比特幣價格雖歷經數次大幅波動，但大體上持

續攀升，比特幣在短短幾年從灰姑娘變成白雪公

主，顛覆了主流預期的同時，其屬性也悄悄發生

重大改變。

撰文：傅清源

導論篇》數位貨幣發展脈絡

建立不容小覷的金融影響力
數位貨幣掀起浪潮

近年來，新興數位貨幣成為影響全球的金融商品，甚已具備準貨幣特性，
令各國央行開始研擬對策，各界都應思考如何面迎此波浪潮。

舊玩意兒新屬性   漸有準貨幣性質

數位貨幣由於發展變化太快，連名詞的概念

定義也不甚明確：數位貨幣、虛擬貨幣、虛擬通

貨、加密貨幣等，其實嚴格講不太一樣，但報章

雜誌常常混用；此外，對於何謂「去中心化」、

「區塊鍊（Blockchain）」技術、「分散式帳本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這些名詞令人眼
花撩亂，但不管如何，安全、保密與方便，固然

使數位貨幣受到高度青睞關注而有重大商機，但

這些特質，卻也恰恰增加數位貨幣金融監理的挑

戰，進而衍生金融風險及洗錢防制的議題。

數位貨幣本質上是一個經由電腦程式產生出來

的虛擬產物，這概念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甚

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早在1969年就已
創造了一種稱為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的數位貨幣，充當成員國及基金之
間的國際支付工具和貨幣定值單位，同時也可在

成員國之間兌換為可自由使用的外匯。隨科技發

展，各種數位貨幣不斷問世，但除技術差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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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談到近期金融市場最熱門的話題，「加密

貨幣」一定赫然在列。根據統計，目前全

球已有多達約1,500種加密貨幣，截至今年1月
底，所有加密貨幣的總市值逼近US$5,900億，
超過台灣逾US$4,557億的外匯存底規模。
為什麼加密貨幣這麼受歡迎？基本上，加密

貨幣屬於全球性的虛擬支付系統，運用區塊鏈

（Blockchain）的技術，使用者之間是對等的，
可透過P2P（點對點）直接進行交易，所有交易
往來紀錄可公開保存於各個節點，不能任意竄

改，完全「去中心化」。交易人只要透過電子私

鑰來認證、簽章便可使用，身分也會保密。

加密貨幣的好處，包括提升交易速度、大幅

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即使是遠在千里之外的跨

境交易，也能迅速完成，相當便捷，於是加密

貨幣的身價也水漲船高。以最具代表性的比特

幣為例，2017年的漲勢凌厲無比，比特幣一
單位價格最高曾觸及US$20,000（約新台幣

600,000），2018年1月卻反轉，甚至一度跌
破US$6,000。

採訪、撰文：張舒婷

金融篇》數位貨幣之金融影響與政策因應研討會

全球金融監理待考驗
探討數位貨幣多種面向

隨著數位貨幣浪潮席捲全球，台灣金融研訓院與臺灣大學公共經濟研究中心攜手舉辦
「數位貨幣之金融影響與政策因應」研討會 ，協助產、官、學更深入理解數位貨幣。

數位貨幣　撼動各國央行主權

被稱為「全球央行的央行」的國際清算銀行

（BIS）總裁卡登斯（Agustin Carstens）日前也
公開痛斥比特幣是「泡沫、龐氏騙局、環境災難

的集合體」，並呼籲各國央行應當與財稅、金融

監管等部門齊心合作，確保支付系統正常運行，

維護實體貨幣的真正價值，以免數位貨幣成為

現行金融體系的寄生蟲。「新末日博士」魯比尼

（Nouriel Roubini）也並不看好，認為比特幣是
「泡沫之母」，價格早晚要歸零。

對於各國政府與央行來說，發行法幣是一種主

權象徵（編按：由政府發行的紙幣，如新台幣、

美元皆是。其價值為自由浮動，但發行者無義務

將貨幣兌現為實物）。這是無庸置疑的，數位貨

幣卻完全打亂了各國央行捍衛主權的權限。換言

之，以國際間進行貨幣清算的立場來說，加密貨

幣崛起，將弱化央行職能，並衍生後續爭議，也

難怪卡登斯談到比特幣時，措辭如此激烈，完全

不掩飾他的憂心與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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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因應」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界的專家來討

論、交流對數位貨幣的想法，行政院副院長施俊

吉、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副主委鄭貞茂及國發會

副主委邱俊榮等官方代表，皆來共襄盛舉。

施俊吉致詞時，引用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

劇作家莎士比亞名言「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 ing」（沒有來自沒有），為比特幣做了
註解。「沒有來自沒有，無才會生無，不會

無中生有，但比特幣卻是無中生有，從1單位

US$10,000，成長到現在，總值已經US$1,600
億。」他指出，US$1,600億（折合新台幣約4.6
兆）接近臺灣銀行的資產總額（約新台幣4.8
兆），也逼近台灣外匯存底的1/3，而且還是中
央政府總預算的2倍有餘。
如此龐大的金額總值，絕對不可能當作空，也

不能當作無，但他也提出警告：「比特幣如果淪

但不論比特幣的價格走勢將如何

變化，或者各界對加密貨幣如何眾

說紛紜，都無法否認一件事：數位

貨幣已經撼動全球各項金融創新服

務與支付系統，尤其區塊鏈成為兵

家必爭之地，數位貨幣也理所當然

將成為金融界不可忽視的要角。

去年 1 0月，國際貨幣基金
（IMF）執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出她對加密貨幣的看
法：「對全球央行和監理機構來

說， 現在是該開始認真看待數位
貨幣的時候了。」

產官學齊聚一堂
探討數位貨幣發展

有鑑於數位貨幣來勢洶洶，各國

紛紛開始研擬將其合法化，或納入監管制度，日

本開了第一槍，2017年下半年率先允許比特幣作
為合法的支付工具，並由日本金融服務局（JFSA）
主管監督，其他如歐洲、英國、美國、澳洲等先

進國家，或者亞洲的南韓，也積極研擬相關管理

法條，甚至開始討論是否由央行發行數位貨幣。

身為全球金融體系一分子的台灣，也不應該置身

事外。

「台灣有完整的產業鏈，有成熟的金融服務，

有優異的資工人才，在數位貨幣的時代，有機會

發揮自己的力量。」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

堅信，只要現在把握時機，在未來的趨勢中，台

灣可以有一席之地。

為了協助各界更深入理解數位貨幣，以及隨之

而來的挑戰，台灣金融研訓院與臺灣大學公共經

濟研究中心攜手舉辦「數位貨幣之金融影響與政

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

比特幣正如莎士比亞的名言
「Nothing will come of nothing」(沒有來自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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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泡沫，可能會演變成有史以來最

嚴重的泡沫。」

他進一步引據近日《經濟學人》

所刊出的圖表解釋，3年前比特幣
的單位價格若是US$1，在不久前
達到高峰，約為US$20,000，等
於膨脹了20,000倍。1637年的
鬱金香泡沫，在單位價格攀上巔峰

的時期，曾經膨脹了40倍，若再
與法國1720年的密西西比公司泡
沫、同年在英國發生的南海泡沫，

以及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進行比
較，他的結論是：「比起歷史上著

名的泡沫經濟事件，比特幣確實來

得更嚴重一點。」

不過，施俊吉並非一味看衰比特

幣，「資產價值膨脹到如此之高，

也不一定就是泡沫。」

數位貨幣帶來金融監理挑戰

所以，比特幣究竟會不會是個泡沫？或許現階

段還沒有人能提出正解，但可以肯定的是，相關

議題注定會持續引起全世界的討論。因為，對於

金融監理機關而言，數位貨幣不僅為產業界帶來

嶄新的契機，也同時帶來前所未有的監理挑戰。

顧立雄會中指出，最近有兩則相關新聞深

受注目，一是日本知名的數位貨幣交易平台

Coincheck被駭客駭入，損失金額高達¥580億
（約新台幣155億），日本金融廳及警方都已經
介入調查。另一則是韓國發布規範，終結數位貨

幣的匿名交易，若真要交易，就必須採行實名制

來規範。

現在各國監理機關多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加密

貨幣，他認為，唯有深入了解其創新科技與服務

的特質，才能辨識機會及金融資安、洗錢防制等

風險，進而訂定適當的監理政策，保護業界與消

費者。

不過，即便現在各界看數位貨幣，只覺得充滿

不確定性，傳統金融體系更是戰戰兢兢，但央行

副總裁陳南光說：「其實1994年巴西就已經發
行虛擬貨幣了。」

他解釋，當時巴西通膨率高達2,500％，巴西
政府便在原本的法幣（cruzeiro，貨幣符號為 ）

外，又創造出另一種名為URV的虛擬貨幣，民眾
的日常生活商品、勞務都使用URV來「計價」，
其餘部分仍可使用法幣作為交易媒介。

當時，巴西所有商品或勞務皆同時標計URV、
的價格，以 計算的價格會持續變動，但URV
標示的價格永遠不變，但假設今天A商品同時標
註URV 1、 10，幾個月後，A商品漲價變成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

訂定適當的監理政策，保護業界、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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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投機性過強，所以，一旦有任何政府突

然公布新的政策，都可能成為壓垮比特幣的最後

一根稻草。這些都是比特幣的本質與現有流通貨

幣大相逕庭之處。

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凱君指

出，一般貨幣的功能，應當包含交易媒介、計價

單位、價值儲存等，但以比特幣來說，即便現階

段已有商店接受用比特幣來支付款項，但數量畢

竟很少，因為比特幣發行量仍少，價格波動性又

高，要作為普遍性的計價單位和價值儲存工具，

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

不過，各國政府之所以仍對數位貨幣嚴陣以

待，除了擔憂這些虛擬貨幣崛起後，將可能弱化

中央銀行的職能與權限外，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

指出，隨著加密貨幣使用量增加，將影響準備金

供需、貨幣正常流通的速度。

再者，若是有心人士想規避外匯和資本管制，

20，但仍然是URV 1。
巴西政府透過這樣的手段，達

到國內的物價穩定，民眾對URV接
受度也日益提升，實施3個月後，
巴西政府正式宣布URV成為新的法
幣，名為Real（貨幣符號為R$）。
「一般我們在討論貨幣時，只會

當作交易媒介來討論，但這個例子

讓我們知道，計價單位才是貨幣最

核心的功能。」陳南光說。

比特幣應視為高度投機的
金融商品

既然已有先例，為何主管機關仍

覺得監管加密貨幣困難至極？因

為，要釐清加密貨幣的本質為何，

甚至它到底算不算是一種貨幣，都極難下定義，

也讓它一直遊走於灰色地帶。

以現況來說，除了日本和德國，其他國家普遍

認為數位貨幣稱不上是一種「貨幣」，而是一種

「商品」，台灣也視之為「具有高度投機性的數

位虛擬商品」，所以便用監管金融商品的思維來

加以規範。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汪建南表示，

雖然比特幣和法幣一樣，沒有內在價值，但法幣

有政府信用與稅收作為支持，債券、股票也分別

有利息、股利作為計算價值的基礎。

反觀比特幣，不管盛行到什麼程度，目前就是

沒有任何來自特定單位的支持與保證，現在價值

完全根據可換得多少法幣、約莫換來多少商品而

定，加上它的供給有限，在供需不均衡下，價格

波動性會很大，「現在比特幣的交易很像是賭

博、賽局。」汪建南說。

央行副總裁陳南光》

現在比特幣的交易很像是賭博、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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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可以利用加密貨幣進行跨境支

付，鑽法律的漏洞。對於商業銀行來

說，加密貨幣的興起也可能排擠銀行

存款，使銀行資金短缺，這對於銀行

最基本的貸放業務會有很大的衝擊，

如果進一步影響到企業的融資穩定

度，勢必會傷到經濟發展的根本。

我國央行看法與歐洲央行類同

換個角度來看，也因為加密貨幣發

行量目前仍維持在低檔，一般人感受

到的衝擊並不強烈。不久前，歐洲

央行也表示，目前加密貨幣與實體經

濟的聯繫不強，使用者接受度不高，

交易量偏低，尚不至於影響物價穩

定，或危及金融安定。

目前我國央行的態度，也差不多是如此。央行

的基本立場是：目前像虛擬貨幣這樣的「商

品」，對台灣的支付系統、金融穩定度、貨幣政

策的執行，都沒什麼影響。央行僅呼籲投資人，

若要交易虛擬貨幣，應該多多留意自己的風險承

擔度。

不過，各界專家一致認為，正因為這些虛擬貨

幣現階段尚未釀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此時便該防

患於未然，儘量讓遊戲規則明確而具體。隨著數

位貨幣的接受度提高，以及其他客觀條件逐漸成

熟，金融體系走向「數位貨幣與實體貨幣共存」

的局面，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ICO是否納入金融監理沙盒
須依循理想進程

因為數位貨幣問世而衍生的另一重大議題，

還包括ICO（數位貨幣首次公開發行）的運作
機制。ICO的概念很接近股票市場的IPO（首度
公開募股），不同的是，IPO是企業為了發展業
務、擴大規模而向公眾籌集資金，ICO募集的
則是數位貨幣，公司發行自己的加密貨幣來吸

引投資者，投資者取得其加密貨幣後，成為股

東，從該加密貨幣作為回報，目前最成功的例子

就是比特幣。

對於ICO，西方先進國家的態度算是相對開
放，美國、英國、加拿大都以個案來判定是否可

發行，而且美國已成立了ICO委員會，作為認定
的專責機構。俄羅斯基本上也同意，但限制ICO募
資規模必須在其國家法幣面額價值（rubl，貨幣符
號為 ） 10億以內，折合新台幣約5億元。東
方國家中，除了日本、新加坡允許發行，但要

求受到特定法規所規範外，中國、韓國都嚴格

禁止。

立委余宛如》

各界應先了解何謂加密貨幣。

P018-027-18TD1360.indd   26 2018/2/27   01:56



台灣銀行家2018.3月號 27

至於台灣，《金融監理沙盒條例》

公布在即，據了解，ICO、虛擬貨幣
交易所相關業者也曾經表示有意被納

入沙盒，但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對於國內發展ICO，金管會副主委
鄭貞茂以主管機關的立場表示，對監

管機關來說，透明度和適當監管頗為

重要，然不只是加以監督、管理，其

實也希望能透過ICO的管道，支持輔
助原有金融系統運作的新技術，誠如

金融業授信對象侷限性較高，P2P借貸
平台出來後，可以滿足更多有融資需

求的人，他也樂見ICO能促進新創業
者募集資金。

汪建南認為，若數位貨幣功能類似公

開發行的證券，具有分享利潤或股東行

使投票權等功能，就應當與證券受到同

樣高標準的監管。如果是有心人士蓄意放出不實

消息，企圖操控市場或價格波動，監管機關也要

查緝，並追究其責任，予以處罰。

當然，推動ICO前，還是需要各界對於加密貨
幣有一定的認知與接納。民進黨立委余宛如建

議，理想的進程，應該是各界先了解何謂加密貨

幣、確認其貨幣性質，接著則是針對加密貨幣在

電子支付、稅務、消費者保護、資訊安全等領域

做實驗，完成這些階段後，才能看看是否有望邁

向ICO的歷程。

持續研究數位貨幣   考量未來可能性

數位貨幣問世，還掀起另一個所有國家都在思

考與討論的議題：是否由央行自行發行官方的加

密貨幣？ 
「央行到底要不要發行數位貨幣，有很多元的

選擇。」陳南光提到，數位貨幣的確有多元性發

展的優勢，可以專用於金融交易、清算，或其他

行業也有可能。對央行來說，也可以當作額外的

貨幣政策工具，有助於央行設定通膨目標，巴西

算是一例。

不過，他也強調，數位貨幣加密、去中心化的

特質，勢必衝擊到銀行在支付系統上的地位，也

會損失存款，久而久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會萎

縮，可能便會發生「narrow banking」的現象，
對銀行業者而言，真的願意發展成此等型態？這

確實非常難斷言。

陳南光認為，我們該做的，除了繼續研究相關

議題以外，也要選擇適合台灣金融體系的創新模

式。倘若央行選擇不發行數位貨幣，那就必須改

進央行的支付系統；若真的要發行，要直接發行

或透過銀行發行？要採實名制或匿名制？選擇非

常多，但也需要更審慎考慮才行。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汪建南》

若數位貨幣類似公開發行的證券，
就應當受到同樣高標準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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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隨著以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興起，數位

貨幣議題已同時吸引金融圈內外的目光關

注，但眾人對數位貨幣的評價褒貶不一，各國政府

面對數位貨幣的態度也南轅北轍。

認識數位貨幣本質

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拉加德女士於2017
年10月IMF年會中接受訪問時，提醒大家不應該
將所有與數位貨幣相關的事都歸類為騙局，這種

科技的意涵遠不止此；她同時強調，對於世界各

國的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理機關來說，現在是認真

看待數位貨幣的時候了。

細究起來，數位貨幣譜系龐雜，包羅甚廣。如

果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的定義（參見圖1），數位
貨幣泛指所有以數位形式表示價值之物，根據是

否以法償貨幣計價分為兩類，不以法償貨幣計價

之數位貨幣稱為「虛擬貨幣」；「虛擬貨幣」又

區分為可轉換（轉換為實體商品、服務或貨幣）

與不可轉換兩類；可轉換虛擬貨幣又可依是否有

撰文：張凱君

金融篇》數位貨幣的因應策略

各國央行因應對策不一
迎接數位貨幣時代

數位貨幣類型眾多，其中以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吸引各界關注，
也引起各國政府開始審慎思考，該如何處理數位貨幣所帶來的諸多議題？

中央發行機構（即是否去中心化）區分為兩類；

其中使用加密技術認證的去中心化可轉換虛擬貨

幣，稱為「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以太幣等

數位貨幣即劃歸此類。前述拉加德女士談話中所

提的數位貨幣，主要還是指涉數位貨幣中的加密

貨幣。

全球的加密貨幣目前超過1,500種，這些加
密貨幣的總市值在2018年1月上旬一度高達

US$8,100億，相較於2017年初，總市值僅

US$200億左右，成長幅度驚人。不過加密貨幣
的價格波動劇烈，到了本文截稿的2月9日時，總
市值已降到US$3,800億，其中比特幣市值約占
總市值35%，以太幣20%，瑞波幣8%，其餘加密
貨幣市值占比都在5%以下。
一般而言，影響物價穩定、金融穩定、支付系

統順暢運作與謹慎監理的風險高低依賴於虛擬貨

幣的發行量、交易量、接受度及其與實體經濟的

聯繫程度。

歐洲央行（ECB）2012年的報告指出，倘若
虛擬貨幣的發行量維持在低檔，則其不至於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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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穩定帶來風險；而受限於與實體經濟的聯繫不

強、使用者接受度不高、交易量偏低等現況，虛

擬貨幣也不至危及金融安定。

數位貨幣興起　各國對策不一

到了2015年，歐洲央行仍大致保持相同看
法，亦即這些風險驅動因子暫時均維持在尚不需

中央銀行操心的水準。2017年，英國的研究機
構總體經濟中心（Centre for Macroeconomics）
在一份調查研究中，徵詢近50位歐洲的重量級經
濟學家對加密貨幣的看法，高達7成的受訪者不
認為加密貨幣近年內將危及金融系統穩定；儘管

如此，超過6成的受訪者仍然同意加密貨幣需要
加強監管。對於虛擬貨幣監管的重點，包括消費

者保護、反洗錢與反資恐以及課稅的議題。另一

方面，當虛擬貨幣之使用量日增，可能影響準備

金供需、貨幣流通速度、貨幣乘數，進而影響貨

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且利用虛擬貨幣進行跨境支

付，可規避外匯及資本管制。這都有弱化中央銀

資料來源：IMF

行職能之虞。央行可採取的對策之一，是發行

央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的優點不少，包括可即時監

控支付系統的運作情況，可提升跨境支付與清算

的效率，精準掌握貨幣流向，有效控制貨幣供給

量。若採記名式數位貨幣，還可提升交易透明

度，減少洗錢與逃稅。然而發行央行數位貨幣所

需考慮的相關配套甚多，涵蓋技術、法制、政

策、經濟、社會等各個面向。

面對數位貨幣興起，我國金管會的態度是先觀

察，若未達有價證券的階段，就以「虛擬商品」

看待。只要沒有非法吸金、詐欺，則秉持低度監

理的態度，但是金融機構不得參與（收受、兌

換）或提供虛擬貨幣相關服務或交易。中央銀行

則呼籲投資人應注意比特幣的高度投機性；針對

發行央行數位貨幣相關議題則已著手研究，尚無

明確結論。

全球主要國家面對數位貨幣來臨的因應可參見

下頁表。可以看出大部分國家與我國相同，並不

將加密貨幣視為「貨幣」，而歸類為商品。至於

加密

貨幣

去中心化

可轉換

虛擬貨幣

數位貨幣 以數位形式表示價值 
以法償貨幣計價

（PayPal、e-monry）

不可轉換

（遊戲幣）

中心化

（WebMoney）

數以千計的加密貨幣

（Bitcoin、Ripple、Litecoin、Ethereum等）

不以法償貨幣計價

可轉換為實體商品

無中央發行機構

使用加密技術認證

（圖 1）數位貨幣譜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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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加密貨幣是否要課稅，至於要課何種稅，則

莫衷一是。

就監管強度而言，中國大陸雖不禁止個人交易

虛擬貨幣，但禁止金融業從事虛擬貨幣業務，

也禁止「首次代幣發行」（ICO）。韓國原本採
低度監管，但近期態度趨嚴，除禁止ICO外，也
禁止使用匿名銀行帳戶進行加密貨幣交易。許多

國家（包括我國）對於ICO採個案判定，例如美
國、加拿大、英國、日本、新加坡等皆屬之，俄

羅斯則規範募資上限。另外，各國對於是否要發

行央行數位貨幣亦看法分歧，英國與日本皆已表

明暫無發行計畫，瑞典、俄羅斯與中國大陸則相

對積極。

數位貨幣發展趨勢　值得深思

隨著數位貨幣的接受度提高及其他客觀條件的

成熟，走向數位貨幣與實體貨幣共存的體制只是

時間上的問題。但在形成此一共存體制的過程

中，若干潛在課題宜及早預應。例如數位貨幣的

廣泛使用有可能排擠商業銀行存款，使商業銀行

資金短缺，恰好與目前游資浮濫的情況相反。

然而若商業銀行貸放資金不足，極易影響經濟

發展，必須正視。另外，比特幣常與洗錢、勒索

等犯罪行為產生聯想，但是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

塊鏈卻標榜不可竄改與可追蹤等特質。如何誘導

數位貨幣朝向改善交易透明度發展，使其有助於

反洗錢及反資恐，並利於管制資金移動，也是值

得深思的議題。（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

融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家
虛擬貨幣
的定位

金融業從事虛擬
貨幣業務

首次代幣發行
（ICO）

發行央行
數位貨幣

美國 商品須課稅 ICO認證委員會視個案判定 研究評估中

加拿大 商品須課稅 視個案判定 與該國大型銀行合作開發

英國 私人貨幣須課稅 視個案判定 研究評估中暫無發行計畫

德國
記帳單位持有未滿1年交
易須課資本利得稅

警告投資人ICO具高風險 -

瑞典 合法通貨 警告投資人ICO具高風險 e - krona計畫進入測試階段

俄羅斯
擬於近期宣布虛擬貨幣合
法

- ICO募資規模將限制在  10億
（約US$17,300,000）以內 已發行CryptoRuble

中國大陸 不禁止個人交易虛擬貨幣 禁止 禁止 研究中態度積極

日本 合法通貨 - 視個案判定可能受支付服務法或
金融商品交易法監管

暫無發行計畫

新加坡 商品須課稅 - 視個案判定可能受證券期貨法例
管制

已測試將國家貨幣新加坡元
數位化

韓國 -
禁止使用匿名
銀行帳戶進行
加密貨幣交易

禁止 -

資料來源：張凱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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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位貨幣的市值，從2016年底至2018年初
上漲了57倍，但2018年1月7日至1月29

日，3星期跌了30%。數位貨幣沒有任何支持保
證又欠缺監管，使交易如賭博賽局，且充斥市場

操縱，加以占比最高的比特幣之供給限制，均可

能造成近來數位貨幣市值的大幅波動上揚。

在超過預期的高市值下，最後一根稻草是，韓

國在1月8日表示將調查6家銀行的數位貨幣法遵
行為，壓垮數位貨幣市值。其後韓國並宣布將全

面實施實名制與課徵交易所公司稅及所得稅，並

研擬禁止交易所交易數位貨幣，中國人民銀行也

取締數位貨幣集中交易及銀行服務，均是使數位

貨幣市值大跌的監管因素。

比特幣及其優缺點

比特幣（Bitcoin）是一種加密貨幣和全球性的
支付系統，加密技術應用在公私鑰及交易驗證。

使用者直接進行交易，透過私鑰作數位簽章而不

需中介。

交易由網絡的節點（nodes）驗證或稱「挖

撰文：汪建南

金融篇》對數位貨幣的政策回應

掌握監管方向及未來對策
剖析數位貨幣

由於近年來加密貨幣市值大起大落，引發各國關注。
如何擬定對策監管，以避免洗錢和潛在的市場操縱？未來又該如何應對加密貨幣？

礦」（Mining），包含需要大量電腦資源的工作
證明（Proof - of - work），紀錄在公共分散式帳
本（DLT），又稱為區塊鏈（Blockchain），保存
在各個節點不能逆轉或竄改。

比特幣的優點是交易的驗證及結算速度頗快，

不受交易雙方地理位置的影響。去中心化下交易

成本頗低，無須服務費用與帳戶費用及外匯轉換

成本。交易紀錄透明，但交易人身分保持隱密。

缺點則是消耗大量電腦資源、驗證耗時、程式複

雜、有排熱等環保問題以及礦工易聯合壟斷等。

由於交易者的身分資訊不透明，易被用於詐欺

活動，而參與者法律責任不明。此外，比特幣供

給有限，價格基於本身預期波動大。

近似貨幣的特性

比特幣（現為加密貨幣市值排名第1）採開源

計畫，易採用其協議（protocol）發展近似貨幣
（Alcoin），也有的加密貨幣採不同協議。2013
年比特幣在近似貨幣族群市值比約有94%，但現
在市占率降為33.3%。這是因為許多近似貨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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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了比特幣的功能，或是基於DLT符合市場需求的
創新。

如萊特幣（Litecoin，目前市值第8）採與比特
幣相同協議，但認識到商業需求為大量、小額快

速交易，故挖礦演算法不採複雜的SHA256D，
而採Scrypt，不需挖礦機而可用桌上型電腦生產
區塊，所耗時間僅為比特幣的1/4，只要2.5分
鐘，發行量上限為比特幣2,100萬枚的4倍。
乙太幣（Ethereum，目前市值第2）採Ghost
協議，降低區塊驗證時間為14至15秒，每年釋
放固定數量的新乙太幣而無限期，採取智能合約

（smart contract）提高自動化與效率。瑞波幣
（Ripple，目前市值第3）不同於發行比特幣是給
礦工的報酬，於開創時集中發行1,000億單位。
透過銀行支持的線上錢包，交易以秒計迅速完

成。主要目的是作為全球外匯交易中介。物聯

網A幣（IOTA，市值第11）也採Ghost協議，
使用目標是物聯網產業族群，聯網的設施可相

互寄送數位貨幣。IOTA不收費用，消解可能利
益衝突。

對加密貨幣的監管重點

過去一年來，加密貨幣市值大起大落，金融

領域的國際知名人物多認為是泡沫破滅現象。

加密貨幣的泡沫性與中韓等國趨向全面禁止的

作法，令人質疑加密貨幣是否還有前途。

但前文分析顯示，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確實

具備低交易成本、高交易速度及跨國交易優

勢。而加密貨幣族群不斷在改善創新，滿足多

達
志
影
像

與比特幣相似的加密貨幣還有萊特幣、乙太幣、瑞波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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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比特幣交易價格跌破US$7,000，
美國的數位貨幣平台Bitconnect交易中止，

日本價值¥580億的數位貨幣因遭駭而不翼而
飛，各國更加質疑數位貨幣的本質和未來究竟

是什麼？是否需要強力管制？限制的範圍又該

到哪裡？

許多看法認為數位貨幣終將泡沫化，歐美銀

行發言人更曾公開說明數位貨幣── 比特幣是一
場騙局。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確達到商品化

和數位交易的功能，數位貨幣可歸類為具有價

值的虛擬商品或數位商品，而貨幣虛擬化的確是

未來趨勢，只是會演變成怎樣的模式，將受制於

市場力量和政府法規的高度影響。

數位貨幣可避開政策相關波動

數位貨幣最初發展的概念是創造一種去中心

化、安全、隱密亦具有功能性的貨幣，使政府或

銀行無法干涉，也不能擁有特定交易或帳戶的權

限。所謂去中心化即是直接由個人與個人（peer - 

採訪、撰文：黃庭瑄

美國篇》正視數位貨幣價值

必然成為新支付趨勢
貨幣虛擬化

雖然許多人不看好數位貨幣的發展，認為終將泡沫化，但也有部分國家，如美國，
就將其視為一種衍生性金融商品，將能帶來更多金融機會。

to - peer）交易，透過區塊鏈存取在公開交易的資
料庫。

Blockgeek網站整理幾項數位貨幣的交易特性
包括：不可逆、匿名、全球化且快速、安全。

交易不可逆及匿名所指的是，當交易確認後就

無法改變，帳戶金額轉出或是被駭客入侵也無

法追蹤對象，每個人都是匿名的，沒有安全措

施，每項交易、每個帳戶都無法連接到真實世

界，位址是由30個字元組成。全球化快速且安
全是指交易透過網路即可快速的送出，無論對

象是在身旁或是地球的另一端。每位使用者的

帳戶皆經過加密，且使用者沒有篩選程序，每

個人皆能交易數位貨幣，不須經過任何授權或

被允許的手續。數位貨幣的貨幣特性則是供給

有限，發行數量由程式碼控制，且與政府債務

和財政赤字無關。

由於數位貨幣可避開一般貨幣貶值風險，且

通用程度不分國界，不須身分證明，不須額外

手續費，可以儲存價值，亦可以反映預期未來

價值，市場接受度越來越高。

P035-038-18TD1360.indd   35 18/2/24   下午1:18



台灣銀行家2018.3月號36

封面故事

目前比特幣（Bitcoin）最為熱門，截至2018
年1月，全球已有超過100,000個商店接受比
特幣付款，包括微軟（Microsof t）、智遊網
（Expedia）和至少一家Subway，範圍擴及機
票旅遊，實體商品或會計法律服務，全球已有5
個城市可以使用比特幣購買房地產，分別是邁阿

密、紐約、杜拜、加州太浩湖和峇里島。

其他較為著名的數位貨幣還包括以太幣

（Ethereum）、瑞波幣（Ripple）、萊特幣
（L i teco in）、卡爾達諾幣（Cardano）、

NEO、Stella、EOS等，應用範圍不盡相同，
支付範圍慢慢擴張。如以太幣以企業智慧合約

（Smart Contract）為目標市場，瑞波幣主打流
通性強，是目前數位貨幣中交易速度最快的，並

與電信公司IDT和金融機構Mercury FX結盟，提供
新的支付方式。

比特幣與美股市場的變動性

數位貨幣本身的價值變動性高，一天內的變動

幅度超過20%，但比特幣的波動性已被認為不
是市場最劇烈的例子，2月的《For tune》報導
美國股市的變動性已超過比特幣。

因比特幣於2017年漲幅1,800％，來到

U S$20,000，接著12月一路下跌，當時
被認為是波動性最高的資產，但根據彭博社

（Bloomberg）提供的數據，2018年2月4日

CBOE短期波動性指數（Volatility Index, VIX）
達到464，是比特幣的4倍，其指數是依據S&P 
500選擇權價格衡量市場對未來波動性的預
期，較一般股市變動性更大，美國市場上更普

遍認為波動性高是常態，變動帶來更多機會。

除了變動性高，數位貨幣還涉及交易安全和

犯罪動機等層面的問題。多數銀行為防止高損

失和高詐騙風險仍對數位貨幣交易採取保留態

度，例如，美國許多銀行開始禁止使用信用卡

購買比特幣，VISA與許多以購買數位貨幣為目
的的信用卡中止合約，《American Banker》於

1月也提出未來數位貨幣行動錢包，將是駭客最
有興趣的目標。原本缺乏限制的特質讓銀行和

達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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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數位貨幣是個人對個人的交易，具交易不可逆及匿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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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後期開始，伴隨金融科技快速發
展，以零售為主的電子貨幣交易機制應運而

生，如卡片形式及網路形式的電子貨幣。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出現數位貨幣，如比特幣

（Bitcoin）等這類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的支付機制，廣受各界關注。

目前全球有超過1,500種的數位貨幣，總市
值逾US$7,500億，其中以比特幣價值居首。
雖然相較於日本、美國、歐洲等地央行動輒上

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仍是小巫見大巫，但數

位貨幣的出現，正威脅各國中央銀行對銀行體

系及貨幣供給的掌控，進而可能削弱央行對管

理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影響力。 
由於數位貨幣持有者係向民間機構確認所有

權，民間機構可能破產或停止運作，加上零售

業者接受這類貨幣的比率仍低落，因此，全球

主要央行一直以來將數位貨幣視為無關實體經

濟的高風險商品。

國際清算銀行（ B I S）及國際貨幣基金
（IMF）都認為，目前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使用

採訪、撰文：蔡美萱

歐洲篇》數位貨幣挑戰央行

歐盟大國示警風險
面迎數位貨幣浪潮

隨著科技進步，金融科技快速發展，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營運模式，
特別是數位貨幣可能衍生出相關的貨幣管理議題，
歐洲大國各有不同的看法與因應之道。

率偏低，且與實體經濟連結度小，不致影響

貨幣政策操作。然而，比特幣去年底一度逼

近US$20,000的天價後，今年來快速回貶，
目前幾乎腰斬至US$10,000附近，讓全球主
要央行不禁擔憂，若比特幣崩盤，央行恐成

為眾矢之的。

歐洲多國央行
示警數位貨幣的風險

對於比特幣等數位貨幣，歐洲央行（ECB）認
為不論就經濟或法律觀點，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皆

不是「貨幣」。

然而，由於比特幣等數位貨幣並非集中管理的

貨幣，也未透過受監管的銀行或傳統支付系統流

通，而是使用區塊鏈這類線上交易記帳方式進行

認證，並透過網路上的無名電腦網絡系統來維持

記帳，這可能引發數位貨幣可能受到駭客攻擊的

疑慮。

另一方面，歐洲近年恐怖攻擊事件頻傳，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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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認為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匿

名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這些

恐攻組織，加上逃稅、洗錢和

毒品等交易也通過數位貨幣暗

自進行。因此，國際間將比特

幣等數位貨幣列為洗錢防制的

監管重點。

為因應這波數位貨幣熱潮，

多國央行異口同聲示警數位貨

幣的泡沫風險，並倡導加強控管比特幣等數位

貨幣。

歐洲央行看待數位貨幣
像17世紀的鬱金香泡沫

歐洲央行一再警告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投機

性。歐洲央行更直言，比特幣的問題在於價格可

能輕易崩盤，屆時各國央行可能承擔坐視不管的

罵名。

歐洲央行副總裁康士坦希奧（V i t o r Con-
stancio）2017年9月時表示，「比特幣某程度上
像鬱金香。」意指比特幣的狂熱猶如17世紀的荷
蘭鬱金香交易泡沫。

同時，歐洲央行也表態，應該不會推廣比特幣

等數位貨幣的使用，因為這可能影響歐洲央行對

貨幣供給與通膨的管控。

而歐洲央行拒絕使用數位貨幣的態度，也投

射在歐洲地區其他國家身上。2017年8月，愛
沙尼亞擬推動該國數位貨幣「estcoin」，當時
歐洲央行主席德拉吉強悍表達立場，認為歐盟

成員國無法自行發行貨幣，歐盟只有歐元這項

貨幣。

另外，基於對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匿名性可

能助長恐怖攻擊、逃稅等疑慮，歐盟擬立法要

求比特幣線上交易平台須事前查證交易者身

分，並及時向主管機關呈報可疑交易。

德國認為數位貨幣為投機商品
研究區塊鏈技術應對

德國是目前少數已針對比特幣交易制定較清晰

的監管和法規政策之國家。早在2013年8月，
德國政府表示比特幣可以作為私人貨幣和貨幣

單位，個人使用比特幣會有1年內免稅的優惠，
進行商業用途須徵收一定比例的稅金。

與此同時，身為德國中央銀行的德國聯邦銀行

（Deutsche Bundesbank）2013年也對外警告投
資比特幣的風險相當高；該行表示，沒有任何國

家為比特幣擔保，投資有可能血本無歸。

德國央行曾經多次就比特幣的大幅波動率

向外界發出警告，德國央行總裁魏德曼（Jens 
Weidmann）更提出發行官方的數位貨幣來
對抗比特幣的建議。魏德曼在2017年年中曾
表示，金融危機推動比特幣等數位貨幣興起，

未來如何應對數位貨幣的危機，將成為央行的

一大挑戰。他說，如果央行創建自己的數位貨

幣，當非官方數位貨幣的危機來臨時，存戶會

產生強烈的動機，把存在私人銀行的存款，轉

為央行認可的數位貨幣。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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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or Constancio認為比特幣風潮類同17世紀的鬱金香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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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目前是世界最大比特幣交易市場，相對

其他國家逐漸強化對數位貨幣的管制，日

本政府正式承認數位貨幣合法化，不僅相關法規

和配套得以進行，看好數位貨幣趨勢的投資人與

商家也增添更多信心。

相關法規上路
成為全球最大比特幣交易市場

回首2017年4月，日本正式通過《資金結算
法》，正式承認數位貨幣合法，不但許可用數位

貨幣結帳，民眾兌換數位貨幣，還能享有免除消

費稅8%的優惠，更引進數位貨幣與日圓等法定貨
幣買賣的交易所登記制度，截至同年12月，共有

15家數位貨幣交易所成功獲得金融局核發執照；
自此之後，日本便取代中國，成為世界最大比特

幣交易市場。

為防止洗錢，日本官方還修正《犯罪收益移轉

防止法》，更在《資金結算法》中增加相關條

文。由於比特幣過去幾乎是每逢修正回檔就再創

採訪、撰文：陳有松

日本篇》投資、實體支付雙線並行

推動數位貨幣合法化
領先國際

日本政府承認數位貨幣合法化，並透過相關法規及配套，使投資人有信心投資，
但數位貨幣的價格波動不定，以及防盜安全性仍是投資者須自負的風險。

歷史新高，其劇烈波動將帶來龐大的套利空間。

因有政府的介入和體制建立，一度對數位貨幣觀

望的日本散戶產生濃烈的興趣，競相投入數位貨

幣的投資；另外，據日本央行官員表示，一些對

沖基金也透過以日圓交易比特幣避險，賺取日圓

和美元計價的價差。

直到去年12月，日本比特幣曾創下1單位比特
幣兌換¥2,200,000的新高價，當日本央行總裁
黑田東彥示警，表示「現在的比特幣不是投資，

而是投機」後，比特幣竟大跌近4成，日本金融
廳也繃緊神經，認為暴漲暴跌導致網路繁忙、

手續費大增的情況，將導致資金風險升溫，因

此也呼籲投資人謹記可能會血本無歸。為此金

融廳積極組織專責團隊，隨時緊盯監控數位貨

幣交易情況。

「渡邊太太」趨之若鶩
日本金融廳繃緊神經

儘管以比特幣為首的數位貨幣一再被唱衰有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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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危機，然而隨著更多滿手現

金的散戶、企業和機構投資人

加入，不少原本在股市、外匯

保證金交易（FX）的熱錢轉移
至比特幣，其中不乏炒作外匯

聞名的「渡邊太太」主婦，在

充滿高風險的虛擬資本市場中

競逐投機泡沫。數字會說話，

2017年1月時，日本比特幣價
格約¥110,000前後，不到1
年時間內就漲了20倍。
由於比特幣價格波動相當

大，吸引日本散戶，根據

Crypto Compare統計顯示，

2017年以日圓計價的比特幣
交易，占整體交易量約4至

5成比重，野村證券的報告
也指出，比特幣的大漲，預

估將使日本消費支出增加數

百億日圓，未實現利益預估為

¥3,099億，將刺激2018年第
一季GDP增長。
然而，有不少日本學者擔

憂，回顧過去兩次讓散戶賺

得盆滿缽滿的大行情，一次

是1970年代的金價暴漲、另一次是1980年
的日股大漲，最後都是以暴跌收場，因此日本

政府雖推動讓數位貨幣的定位從「商品」，轉

為「具貨幣功能的財產價值」，但也規範交易

所，必須遵守日本法律，讓投資人得以有更多

管道去正確地認識數位貨幣。

要申請一張數位貨幣交易所合法執照，必須

配合的相關規範，包括必須有正確認識客戶協

議（KYC），最低資本金¥10,000,000和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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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太太」指的是將日元兌換成外幣後，向海外高利資產投資的炒匯散戶。

產淨值平衡等門檻。另外，也要提交相關業務

的年度報告予政府查核。

隨著比特幣價值水漲船高，日本交易所的業

績也迅猛竄升，以最大交易所bi tF lyer為例，

2017年比特幣交易量占全球的25％，數位貨
幣交易額超過約¥27,183億，是全世界交易所
首位，也是目前唯一同時進軍美國、歐洲和日

本，且直屬於金管會監管的比特幣交易平台，

30歲以下年輕用戶占比達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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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數位貨幣最風風火火的一年，美國
推出比特幣期貨、日本認可比特幣的法定貨

幣價值並發放交易所牌照，順勢將這股貨幣狂潮

推至最高點，然而，也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監

管單位頻祭重拳，強硬地遏止這股炒幣熱潮，甚

至「一刀切」關閉加密貨幣的境內交易渠道，究

竟有何盤算？

採訪、撰文：陳有松

中國篇》曾占全球9成交易額

並擬發行法定數位貨幣
官方監管比特幣

中國曾為比特幣最大的交易市場，中國人民銀行卻在2017年的數位貨幣狂潮期間，
大力整頓遏止炒幣潮，準備拿回數位貨幣主導權。

全球有80%的比特幣挖礦場位於中國境內，
身為最大比特幣生產地，中國炒家對數位貨幣的

影響力「功不可沒」，在中國成為比特幣最大市

場之際，比特幣的價格一度超越黃金，而其稀

有、限量特性，更被稱為「電子石油」。2013
年中國本土交易所火幣和OKCoin等平台陸續成
立後，中國比特幣交易量一度達到全球的90%以

上，進而引起二級市場交易，

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壓力顯而

易見。

在十三五規劃中，數位貨幣

底層架構技術—— 區塊鏈被點
名重點發展項目，各國央行積

極研究區塊鏈，民間資金卻回

頭蠢蠢欲動地卡位炒幣，相關

籌資和炒幣項目如雨後春筍出

現，熱錢四處亂竄，就連中國

大媽、街邊小販，都熱中投入

炒幣運動，這波貪婪過熱的炒

幣潮，讓監管當局不得不繃緊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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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曾為比特幣的最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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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神經，甚至為了避免推波助瀾，一度停止更新發

表相關研究成果和觀點。

中國人民銀行打壓投機
突擊比特幣交易所金檢

即便中國監管當局一直不承認比特幣，並持

續強化監管打壓，但這股炒幣熱潮始終未減。

時間拉回到2017年的1月11日，北京和上海
的三大數位貨幣交易所：火幣網、幣行及比特

幣中國，幾乎同時被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

中國人行）主導的團隊突擊金檢，內容包括反

洗錢的落實，以及是否無牌照進行支付、借貸

和匯兌等業務，雖然短暫造成比特幣暴跌，但

很快就回到起漲水平，當時每枚約US$500至

US$1,000。

2017年6月15日，中國人行發布〈關於冒
用人民銀行名義發行或推廣數字貨幣的風險提

示〉，語氣強烈地指出有個別企業冒用央行名

義，企圖矇騙公眾牟取暴利，然而也因為這紙

函令，讓更多民眾認識數位貨幣，以比特幣為

首的數位貨幣價位不斷創新高。

另一方面，隨著比特幣等數位貨幣的價格不

斷飆升，有關其泡沫化的預言甚囂塵上，參與

其中的投資者，甚至投機者與日倍增。更有專

家學者擔心，持有者會利用其記帳特殊性，繞

過中國既有監管機制，把資金轉移到境外，使交

易無法被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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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透過突襲金檢，打壓比特幣投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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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追索權：債權人對專案發起公司並無追

索求償的權利，當專案發起公司無法如期履行債

務時，債權人必須自行承擔所有風險及損失。此

類型的專案融資，端視專案發起公司本身的財務

能力及技術能力是否具備足夠的經驗，以及妥善

的規劃執行能力來完成此項專案。債權人必須要

完全承擔風險，或者是找尋第三方單位協助管

道，包括政府協助、信用保證及保險機制等，足

以有效降低籌資成本，以及降低不確定性的風險

因子。

二、有限追索權：當專案發起公司無法如期履

行債務時，允許債權人擁有對專案發起公司進行

部分追索求償的權利。在此項部分，追索求償權

利的議定方式有兩種，即以專案期程時間，或是

以專案建置工程進度為基準。現今以專案建置工

程進度訂定規範居多，建置工程完工前的建造期

間有追索求償權利為最常見的模式，該模式中除

了可以對專案發起公司嚴格控管專案完工進度之

外，亦可保護債權人的權益，對雙方都具保障，

在完工併網發電後，有穩定的發電收入來源，債

權人對此階段並無太大的風險考量。

撰文：彭勝本、黃 儀

離岸風電專案融資

我
國離岸風電產業若依目前離案風電廠商所

提出的申設容量規模，預估至2025年，
離岸風電專案計劃併網申設總容量將至少可達

到10GW，遠超過經濟部能源局所規劃3GW
離岸風電裝置容量目標。

離岸風電專案的最大特色，在於案場開發的

資金需求量達新台幣數百億，屬資本密集開發

型計劃。以歐洲離岸專案為例，計劃融資性資

金有高達近7成採取專案融資方式來加以籌措，
否則難以成軍。金融機構對於大型專案在資金

端供給管道的風險因子如何評估？專案融資授

信評估機制如何建置？

 

無追索權及有限追索權

專案融資指的是設立專案公司，以專案本身

的資產為擔保，向債權人及投資者籌資的融資

方式。償還來源為專案本身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依照對專案發起公司是否具備追索求償權利，可

分為無追索權（non - recourse）、有限追索權
（limited - recourse）專案融資。

參考國外經驗
融資須強化信用管控
我國離岸風電專案將陸續進入開發期，融資需求龐大，金融業該如何採取專案融資架構，
以控管授信風險，將是重要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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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

離岸風電專案的專案融資風險因子

期
別

項目 內容

建
置
期

完工延遲
1.施工承包商應具有十足的建置經驗且值得信賴。
2. 在完工延遲的情況下，施工承包商應對於延遲的部分支付違約金，以用來補償延遲造成的收入
損失。

基礎建設未能完成 在PPP規範中，建置運營所需基礎設施不能即時完成的風險。

成本超支
1.貸款人的技術顧問須確認專案預算是否完備。
2.貸款人／贊助人提供的備用債務（standby debt）和股權。

不可抗力因素 專案公司透過保險公司的財務協助來降低其風險發生可能。

保證信用風險 貸款人將評估保證人的信譽，並可能要求信用保證能支付保證人的股權承諾。

營
運
期

原料供應 與信譽佳的供應商簽訂合約保證長期供應的穩定性。

銷售
1.透過協議簽訂銷售合約，將產量、產能及定價規範於合約內。
2.市場風險控管由公司內部專責單位，進行市場研究及公司財務適時支援。

營運維護管理
1.晉用經驗豐富的維運人員，須具備合格優良維運經驗，簽訂合作內容中須加註違約條款。
2.與設備製造商簽訂長期維運合約。

現金周轉

1.運營資金及融資資金管理對企業現金周轉是極重要的因素。
2. 定期進行現金周轉壓力測試，例如：市場需求降低，投入成本及售價增加，總體經濟動盪影響。
3.透 過獨立審計人員代表貸方設計審查作業規範。
4.透過現金準備帳戶增加專案現金流量保護。

匯兌風險和通貨膨
脹風險

1. 匯兌風險在於與國外銀行合作的長期合約下，可能發生匯兌淨利及損失，可透過合約規範訂定。
2. 通貨膨脹風險在於國際間合作，一國經濟成長或衰退難以預估，影響專案實質報酬率估算。

利率風險 長期利率的浮動不可預期性，可透過合約簽訂避免損失的發生。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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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金融體制 的發展與省思
身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德國的政經情勢與政策改革，

均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

而德國所實施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

也令企業發展出不全然強調高獲利率的體制，

而注重職業倫理、為消費者服務精神等特色，

本刊以專題深入報導，以資大眾參考。

特別企劃

台灣銀行家2018.3月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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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金融體制 的發展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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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撰文：陳麗娟

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被美國、法

國、英國與蘇聯四強占領，1948年暫定
「波昂」為臨時首都，1949年5月23日美國、
法國與英國占領區合併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

國」，1949年10月7日蘇聯占領區成立「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直至1990年10月3日完成兩
德統一，結束國家分裂的狀態。

德國為聯邦制與議會民主制的國家，共有16
個邦，其中包括3個城市邦（柏林、漢堡與不

來梅）。德國為歐盟的創始會員國，在歐盟中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且為人口總數最多的

會員國，是歐盟第一大預算出資國（約占20
％），採行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工業基礎穩

固，是全球第三大出口國。德國的社會市場經

濟制度，在1950年代創造了經濟成長，被稱為
「經濟奇蹟」。社會市場經濟致力於一個價格

水準之穩定，因此貨幣政策在社會市場經濟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德國的貨幣政策係由中央銀行負責，也就是

聯邦銀行負責貨幣政策，致力於穩定價格水

準，避免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聯邦銀行維持

總論篇》德國政經與歐洲央行

獨立性，不受任何政治人物的影響與干預，負

責發行馬克（德國原來的貨幣）、決定利率，

對於德國經濟發展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在1948年至1998年期間，由位於法蘭
克福的聯邦銀行主導著德國的貨幣政策，

1 9 5 8年生效的聯邦銀行法名定聯邦銀行
獨立性，過去聯邦銀行奉行貨幣供應量

（Geldmengensteuerung）的概念，而使得德
國馬克自1948年以來成為全球最低通貨膨脹率
的貨幣（每年平均值為2.8％）。
德國催生歐元不遺餘力，自2001年9月起，
聯邦銀行運用所謂的「前置程序」，已經開始

在銀行與商店使用歐元，特別是商店收受馬

克，但找給顧客的貨幣為歐元，以便民眾開始

習慣使用歐元。在這段過度時期，民眾可以同

時使用歐元與馬克進行交易；2002年1月1日
起，正式啟用歐元現金，民眾可以直接從自動

提款機或銀行櫃檯提領歐元現金，自2002年1
月底起，主要以歐元支付之外，更停止馬克作

為支付工具，馬克轉換成歐元，可以說是無縫

接軌。

德國新政府動向
聚焦歐盟議題
2017年底歐盟執委會公布〈深化歐盟經濟暨貨幣同盟路徑〉，
以組織架構改革加強經濟暨貨幣同盟。而大選後的德國新政府將如何落實這些金融措施，
亦將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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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價格穩定，歐元區的物價上漲率多年

來只輕微的高過歐洲中央銀行的預設值；另一

方面是分析框架，即根據總體經濟指數與金融

市場指數對價格穩定進行短中期風險的經濟分

析，而中長期的價格影響則必須根據貨幣指數

進行貨幣分析。除了施行貨幣政策外，歐元體

系的任務還包括貨幣儲備的管理與促進支付系

統順利的發揮作用，因此在全球金融海嘯爆發

後，歐元體系更重要的任務是維持金融體系的

穩定。

歐洲中央銀行理事會決定貨幣政策，但卻是

由各會員國的中央銀行執行，歐元體系貨幣政

策的核心為掌控貨幣市場的利息與清算條件，

以符合貨幣政策的目標。因此歐元體系有許多

的貨幣政策工具，金融機構需要中央銀行的現

金以應付其客戶的現金需求、進行支付業務的

清算與履行在中央銀行應保有的最低準備金。

會員國中央銀行的現金主要是歐元體系的公開

德國新政府動向
聚焦歐盟議題

歐洲經濟與
貨幣同盟形成

自1999年1月1
日起，歐盟的經濟暨

貨幣同盟進入第三

階段，2002年單一
貨幣歐元正式啟用，

成為歐元區的法定通

貨，取代了歐元國的

貨幣。歐元已經是美

元以外，全球第二個

最重要的儲備貨幣。

歐洲金融市場的發展

亦影響著全球金融市

場，這也是我國必須

更關注歐盟金融市場規範發展的緣由。

「歐盟經濟暨貨幣同盟」的貨幣政策由位於

德國法蘭克福的歐洲中央銀行與會員國中央銀

行組成的歐元體系（Eurosystem）統籌負責，
德國聯邦銀行因而屬於歐元體系與歐洲中央銀

行的構成部分。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條
約》，亦採納社會市場經濟作為歐盟的經濟制

度，而使得德國經濟模式擴大範圍，法蘭克福

成為歐洲金融市場的中樞。

施行貨幣政策，維持金融體系穩定

歐元體系首要目標就是要保證價格穩定，為

施行貨幣政策，歐洲中央銀行理事會發展出一

個貨幣政策策略，就是決策過程作為與公眾溝

通的工具。此一策略一方面用數量定義價格穩

定，自2003年起，以與前一年比較歐元區整
合過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提高2％為準，應保證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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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自2002年正式啟用歐元現金，替代馬克成為主要流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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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市場交易提供，至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之前，歐

元體系清算主要是透過每週的主要融資業務，

小部分是3個月的長期融資業務，另外有兩個
常設的頂尖融資單位與存款單位，以便可以透

過歐元體系的商業夥伴進行隔夜清算，以提供

融資。

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歐元體系不斷的採取

特別措施，以因應金融海嘯的衝擊，因而也導

致貨幣政策的操作範圍，歐元體系不僅降低了

基本利率（已經是歷史的最低水準），而且還

降低固定利率、擴大擔保範圍、調降最低信貸

門檻，甚至對特定的歐債危機會員國完全取消

最低信貸門檻。

德國是歐盟成長穩定動力

1993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規定歐元
國必須遵循凝聚標準，即公共財政、價格水

準、以及與其他非歐元國貨幣的匯率與長期利

率之穩定。由於擔憂德國馬克受到衝擊，當

時的聯邦財政部長Theo Weigel在1996年都
柏林舉行的歐洲高峰會議倡議明文規定這些凝

聚標準，即為所謂的《穩定暨成長公約》，歐

元國每年的新債務不得超過3％，總債務上限
為其國民生產總額的60％。但很多會員國常
違反這些凝聚標準，尤其希臘、義大利常常違

反，甚至德國亦曾經違反過這些凝聚標準，但

由於無制裁處罰規定，使得《穩定暨成長公

約》並未發揮預期的效果。在全球金融海嘯爆

發後，更凸顯經濟暨貨幣同盟的這些缺點。

在2012年正值歐債危機最嚴峻時，德國與
歐洲中央銀行對於紓困基金的運作常有不同的

意見，歐洲中央銀行扮演著紓困的角色，但德

國對於希臘的公債高築、財政結構缺失多所批

評，而要求各國應遵守嚴格的財政紀律。但經

濟暨貨幣同盟的許多結構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雖然歐盟已經啟動紓困機制、建立銀行聯盟、

同時改革了歐洲的舉債規範、加強了各國的財

政紀律，但事實上深陷歐債危機的會員國似乎

經濟未獲大幅改善，這些國家的債務仍持續增

加，歐洲中央銀行亦擔憂歐洲資本市場的「未

爆彈」。

雖然德國是歐盟成長穩定的動力來源，是歐

洲統合的發動機，在歐元區改革與持續發展

上，德國清楚歐元區穩定的經濟發展對於德國

經濟穩定成長的重要性，2017年9月大選結
束後，德國至今仍未組成新的聯邦政府，雖然

未來仍將維持「大聯合政府」（CDU/CSU
與SPD聯合執政），但國內對於難民移民問

題、社會保障與環境政策議題仍有許多歧見，

德國新聯邦政府的穩定也牽動著歐盟的穩定發

展，後續都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焦點。

致力完成真正的金融聯盟

經濟暨貨幣同盟與啟用歐元是歐洲統合最重

要的里程碑，對於歐元區的國家而言，經濟暨

貨幣同盟結合了單一貨幣政策、經濟政策與會

員國的預算政策。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
嘯，暴露經濟暨貨幣同盟結構上的弱點，凸顯

歐元區總體經濟的失衡。有些會員國有穩固

的經濟體質抵抗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自金融

海嘯爆發以來，歐洲中央銀行採取了一系列貨

幣政策的因應措施，而歐洲議會、理事會與執

委會、會員國都倡議建立銀行聯盟與加強在歐

元區的經濟政策及預算政策之協調。歐盟也知

道，唯有一個深化與完整的經濟暨貨幣同盟，

對於歐盟的未來才具有關鍵的意義，因此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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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此路徑反應了尚存的挑戰與應向前邁進

的一條大道，同時顯示在所有層級應結合團

結與責任，也是此一路徑的首要目標。未來

18個月將針對1.設立歐洲貨幣基金；2.將穩
定、協調暨治理公約納入歐盟的法律架構與

更靈活的施行穩定暨成長公約；3.在歐盟的
架構下，運用新的預算工具，以穩定歐元區

的發展；4.任命一位歐洲經濟暨財政部長，
作為執委會副主席及歐元集團的主席。此一

路徑顯示，2018年執委會將致力於金融聯盟
（涵 蓋 銀 行 聯 盟 與 資 本 市 場 聯 盟）與經濟暨

財政聯盟的發展。德國新政府協商過程中，

歐盟議題也是重要的焦點，穩定成長的德國

將加速歐盟這些金融措施的落實。毋庸置

疑，這些具體措施亦將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

發展，值得台灣金融界持續觀察。（本文作者

為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莫內講座

教授、淡江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德國慕尼

黑大學法學博士）

在歐盟層級採取經濟及政治措施，以達到這些

目標。

2015年由執委會主席 J uncke r、歐洲高峰
會議主席Tusk、歐元集團主席Dijsselbloem、
歐洲中央銀行總裁D r a g h i與歐洲議會議
長Schulz共同提出的〈完成歐洲經濟暨貨幣同
盟〉報告，主張歐盟應致力於完成真正的金

融聯盟、實現更融合的經濟暨財政聯盟與啟

動民主責任及加強歐元區的組織架構。因此，

2017年12月6日歐盟執委會公布〈深化歐盟
經濟暨貨幣同盟路徑〉文件，是一個包裹措

施，描述未來18個月將採取的具體步驟與措
施，主要目標為在2025年以前，加強歐盟經
濟暨貨幣同盟的一體化、效率與民主責任。

單一貨幣「歐元」給予歐洲人保護與機會，

一個強勢與穩定的歐元區對於全體會員國及作

為一個整體的歐盟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雖

然歐盟已經進行了組織架構改革，以加強經濟

暨貨幣同盟，但尚未完成經濟暨貨幣同盟的建

達
志
影
像
歐洲央行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負責歐盟歐元區的金融與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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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撰文：李顯峰

德
國的金融體系由雙層級及三個支柱所構

建，在國際間有其特殊結構性。最早可

溯及1468年德國奧古斯堡富商傅格（Jacob 
Fugger）家族提供民眾及經濟弱勢者的小額貸款
業務，後來地方貴族及領主逐漸發展成立儲蓄銀

行（Sparkassen）及邦銀行（Landesbanken）。
隨著商業交易對於金融服務需求日增，最後成立

股份銀行。

德國銀行體系的雙層架構

德國的銀行體系立基於雙層級，構建所

謂的三支柱。第一層為一般性商業銀行——

綜合銀行（Universa lbanken）及專業銀行
（Spezialbanken），是以顧客導向的貨幣金融
機構，以追求盈利為目標。綜合銀行經營各項

金融服務，其市占率高達95％，其餘投資銀行
的比重相對甚低。

第二層為監理機關—— 歐洲央行系統（ESZB）
與其執行機構，以執行經濟政策及國民經濟

政策目標，包括歐盟（EU）會員國的央行。
自1999年實施歐洲經濟暨貨幣同盟（EMU）

金融篇 》德國銀行雙層級與三大支柱

後，成立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為共同貨幣的管理機構，歐洲央行（總
部在德國法蘭克福）執行共同貨幣政策，

歐元區的19國央行都為成員。德國聯邦銀
行（Deutsche Bundesbank，即德國央行）
與聯邦金融監理局（Die Bundesanstal 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Bafin）合作，執
行德國境內金融機構的監理任務。

依據德國銀行法（KWG）第一條規定銀行的
業務種類，包括存放款、有價證券保管、匯款

清算、保證信託、電子貨幣業務、股票金融契

約及不動產等管理投資等，須獲得聯邦金融監

理局的許可從事營業，例外者是德國央行及專

業銀行（見下述）。

德國的金融監理體系  

德國是歐盟會員國，各會員國將若干國家權

力讓渡給歐盟，各國仍保有獨立的行政及立法

權。1999年設置歐洲中央銀行後，使用單一貨
幣—— 歐元（Euro）。德國的金融監理體系包含
歐盟層級及德國國家層級的二層監理機制。

特殊金融結構
乘數發揮穩定效力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之思維，以經濟穩定為優先，
因而造就銀行業獲利較低，但穩健且永續發展的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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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金融結構
乘數發揮穩定效力

一、歐盟銀行監理機構包括：

1. 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職掌為制定泛歐洲銀行
適用的標準法規且執行壓力測試。

2. 歐洲中央銀行：發行單一貨幣—— 歐元，執

行歐元區金融及貨幣政策的制定及監管措

施。

3. 歐盟單一清算委員會（Single Resolution 
Board, SRB）：職掌為處理歐洲問題銀行
的破產及清算事務。

二、德國國家層級的銀行監理機構包括：

1. 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BaFin）：主要監理
機關，制定符合歐洲銀行監理標準適用德

國的監管規定，負責銀行設置審核以及執

行金融檢查。

2. 德國聯邦銀行：是歐洲中央銀行的成員，
參與歐洲央行制定金融，以及貨幣政策的

決策，與BaFin共同執行銀行的監管工作，
無行政處罰權。

3. 聯邦金融市場穩定局（Die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marktstabilisierung, FMSA）： 
維持德國金融市場的穩定，處理德國銀行

紓困及救助事宜。

德國金融業監理機構主要是德國聯邦金融監

管局，是德國聯邦財政部轄下的獨立聯邦機

構。2002年4月德國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
將銀行監督局（負責監督銀行業務）、保險監

督局（負責監督保險業務）及證券期貨監督局

（負責監督證券期貨業務）等3個監理機構合
併，於2002年5月1日成立運作。聯邦金融監
管局監理德國所有的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

機構交易、投資退休基金等，功能為監督企業

營運穩健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並執行監理洗錢

防制、打擊資恐，具有實質裁罰權，以維持總

體經濟穩定及提升競爭力。

BaFin直接監督約1,550家以上貨幣金融機
構、金融服務業者、40家支付及電子貨幣商、

90家外資在德國分行機構、540家保險機構、

30家退休基金、260家資本管理公司及6,100
檔以上的境內基金。組織結構設置委員會、銀

行監理處、保險及退休基金監理處、證券及資

產管理監理處、行政及法律事務（含消費者保

護）處等。

綜合銀行建構的3大支柱

1957年德西地區貨幣金融機構有13,359
家，若包含分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則計有26,333
家，1990年東西德合併後計有49,064家，其
後隨著金融機構逐漸整併而減少，2008年發生
國際金融危機造成衝擊，2010年後貨幣金融機
構數目顯著減少，2016年有1,888家，包含分
行計有33,914家。合作銀行央行於2016年納
入特定開發功能銀行（政策性銀行），2016年
金融機構以合作銀行占51.6％最多分布最廣，
儲蓄銀行占21.3％，小型商業銀行（區域性銀
行最多）占14.8％，特定開發功能銀行有21
家，營建基金有20家。（見表1及表2）

一、商業銀行（Privatbanken）
包括大型金融集團（含郵政銀行被德意志銀行

併購）、中小型銀行、外國金融機構的分行及若

干民間區域性銀行。大型金融集團集中為綜合銀

行、營運零售及合作銀行（Corporate Banking），
以及投資銀行。若干銀行營業地域為區域性，

有些屬於不動產貸款型或消費者貸款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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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黃相博

2008年的金融危機，許多檢討聲浪將矛
頭指向不當的監督和薪酬結構，儘管不

良的公司治理並非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唯一原

因，但若是金融業一味的追求利潤，過度注重

經營績效易致生弊端，而政府的管制跟不上金

融業發展和創新時代的步伐，「全面管制」不

僅不合時宜，阻礙經

濟發展，且難收全效

之功，因此如何透過

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

實現金融業的「自我

管制」，以「自律」

部分取代「他律」，

逐漸受到重視討論。

公 司 治 理 的 概

念，以 2 0 0 4年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 E C D）所公布
之公司治理原則為基

礎，傳統上被定義為

領導和控制公司的體

特色篇 》德國金融業之公司治理

系，以及公司管理階層間，其董事會、股東和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金融業之公司治

理也不脫離此一範疇，以風險導向為核心，以

「財務健全度」作為風險控制與管理的指標，

如何深化內部控制與法令遵循，金融業之公司

治理乃成為金融監理的重點之一。

築構健全體系
實現自我管制
2008年金融危機的結果，導致審視風險管理漸被重視。如何善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
為機構創造良好框架條件，乃成為金融監理之關鍵。

達
志
影
像

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可以自律取代他律，實現金融業自我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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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巴賽爾到歐盟的公司治理體系

銀行在經濟中扮演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銀

行組織的公司治理對國際金融體系具有重要意

義，由於亞洲金融危機之觸發，巴賽爾銀行監

理委員會（BCBS）於1999年9月率先發布
了「強化銀行組織的公司治理」（Enhancing 
Co rpo ra t e Gove r nance f o r Bank i ng 
Organisations）指導方針，以協助各國銀行
業的監理主管機關促進其本國銀行組織採用

健全的公司治理做法。2006年2月發布修正
版。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顯現出銀行公
司治理有重大缺陷問題，BCBS乃於2010年
發布「強化公司治理原則」（Pr inciples for 
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加強銀行組織良好公司治理實踐的原則。其

後在此基礎上再加以修正並補充，於2015
年發布「銀行公司治理原則」（Corpo ra 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for Banks），提供
一法律框架，共有13個主要原則，包含董事
會整體責任、董事會資格與組成、董事會結

構與執行（原則1至3）、高階經理人（原則

4）、集團架構之治理（原則5）、風險管理
功能、風險辨視、監控與控制、風險溝通（原

則6至8）、法令遵循與內部審計（原則9至

10）、報酬架構（原則11）、公開揭露與
透明度（原則12），以及監督者角色（原則

13）。

2 0 1 0年歐盟發布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
和薪酬政策綠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EU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Remuneration Policies），
著重於公司治理的有效應用、監督和執行問

題，特別關注以下幾點：1.金融機構董事會

的組成、職責和運作，以及非執行董事的具

體職位；2 .風險管理職能的定義及其報告
途徑；3 .股東，特別是法人股東的角色和
預期行為，以及即將採取的措施對危機管理

可能產生的影響；4 .監事的職權和相關職
責；5.法定審計師在風險管理方面的作用。
其後，歐盟關於對信貸機構和投資公司的審

慎監管，發布2013／36／EU指令（CRD 
I V），以及歐盟規章N o  5 7 5／2 0 1 3
（CRR），確保有效風險管理、規範董事會之
任務與組成，並引進薪酬管制，包括「獎金上

限」（可變和固定薪酬之間的最大比率），與

公司治理相關之揭露。

德國銀行法與公司治理守則

由德國司法部長所任命的政府委員會，在

經過將近6個月的審議後，於2002年2月

26日公布德國公司治理守則（D e u t s c h e r 
Corporate Governance Kodex），其設定
法律框架，從而為德國企業實務提供一個自

我組織行為準則，其中包含國內和國際公認

的良好和負責任的公司治理標準，描繪出一

個也適合外國投資者的德國公司治理體系。

該守則建基於德國現行有效的法律，並隸

屬於「透明與公開法」（Transparenz - und 
Publizitätsgesetz）。
在草擬德國公司治理守則當時，會導致必須

修改現行法律的建議，都沒有被該委員會所採

納。該委員會認為，有必要使德國金融中心更

加適應國際資本市場的需求，並透過賦予現行

法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和彈性，使其更具有吸

引力。因此，德國公司治理守則並非經由國

會立法通過之法律，但會逐年檢討修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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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顯峰

德
國中小企業（Mittelstand）是企業的主體，
依據波昂中小企業研究所（I fM）資料，

係指受雇員工數500人以下的企業。2016年公
布2013年資料，德國中小企業約有3,600,000
家，占民營企業總家數的99.6％；營業額€2.2
兆占企業營業總額的35.5％，創造占德國企
業總附加價值的55.5％。中小企業雇用員工

16,000,000人，投資約€90億於研發活動，出
口值€1,990億，占企業出口總值的18.2％。
德國是歐盟會員國，對中小企業的融通政策也

包括歐盟及德國政府兩個層次，相輔相成。在

德國境內投資案只要符合歐盟中小企業定義的

中小型企業，即雇用250人以下，年度營業額

€50,000,000以下，較大的中小企業集團年營
業額€5億以下。在德國境外投資案是用德國中小

特色篇 》德國中小企業融通政策措施

企業及自由職業者、德國中小企業在外國的分公

司或在外國的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s）等。

歐盟、政府協助中小企業資金融通

歐盟主要實施2014-2020中小企業競爭力
計畫（2014-2020 COSME）協助中小企
業容易取得資金融通，配合執行2020研發
融資架構計畫（Horizon 2020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簡稱InnoFin-EU Finance for Innovators）協
助中小企業創新融資以開拓國際市場。在政策

執行上由各會員國政府及金融機構負責實施

（詳見表1）。

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B u n d e s m i n i -

融資方案多樣化
助企業成長打天下
德國中小企業的融資主要由歐盟及聯邦經濟暨能源部（BMWi）主管，
結合歐盟的歐洲社會基金合作，在企業創始期及茁壯期各有融通政策工具。

歐盟
COSME（2014-2020中小企業競爭力計畫）

InnoFin （2020研發融資架構計畫）

德國BMWi

創始階段 ERP、KfW、EXIST、HTGF、德國加速器

成長階段 KfW、ERP、EIF、EAF、coparion、邦銀行、合資基金

中小企業創意補助方案 （Das Zentrale 
Innovationsprogramm Mittelstand, ZIM）

資料來源：李顯峰整理

（表 1）德國協助中小企業融通的政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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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 t e r i um f ü r Wi r t s c ha f t  u nd Ene rg i e, 
B M W i）為主要主管，主要透過1948年
實施歐洲復興計畫（Eu ropean Recove r y 
P r o g r a m m e, E R P，即馬歇爾計畫）的經
濟重建信貸銀行集團（K r e d i t a n s t a l t  f ü r 
Wiederaufbaum, KfW）轄屬之中小企業銀
行（KfW Mittelstandsbank）的融資補助方
案，以及聯邦中央創新計畫來提供中小企業創

新的融資協助（ZIM）。
在德語區早已經創設對中小企業融資制度，

融資信用保證辦法與信用合作社發展悠久，德

國信用保證制度發展至今，由聯邦與地方政府

共同提供適當比率的再擔保，依循市場機制自

負盈虧經營。

經濟重建信貸銀行集團（KfW）對中小企業及
自由業者融資的目標是協助中小企業及自由業者

在其德國境內外投資方案的優惠貸款，凡符合歐

盟中小企業定義的中小型企業都能申請。

依企業體質分二階段實施

德國扶持中小企業的融通政策措施，分成企

業創始及茁壯成長二個階段提供不同的融通政

策措施。

一、企業創始階段：計有11種資助財源

1. ERP創業貸款（ERP-Gründerkredit Star t-
ge ld）: 提供在市場上5年內經營的小額
創業者，最高額度€100,000，期限5至

10年，貸款銀行得獲80％的免擔保權限
（Haftungsfreistellung）。

2. ERP創業綜合貸款（ERP-Gründerk red i t 
Universel l）：提供在市場上5年內經營的
創業及企業，融通新創業及合併或部分參

股投資有利的條件，為長期貸款，額度最

高€25,000,000。對在市場上營運5年
以上者，得給予投資融通50％的免擔保權
限。

3. ERP創業資本（ERP-Kapital für Gründung）：
對在市場上3年內經營的創業者及企業繼承
者，提供15年期最高€500,000優惠利息
的中繼貸款（Nachrangdar len）無須保
證，前7年免償還款，目的是改善自有資本
結構，充實投資及營運資金。

4. 德國微型貸款基金（Mik r o k r ed i t f o nd s 
Deutschland）：提供無法獲得其他貸款的
小型及新成立企業、移民背景或創新自營

者，額度自€1,000至€200,000,000，
最高4年。

5. EX IST創業獎學金：提供畢業生創業1年期
執行創業計畫，每年獎助約200件，大學生
每月€1,000，技術助理每月€2,000，大
學畢業生每月€2,500，博士研究生每月

€3,000。

6. E X I S T研究獎助金（E R P - F o r s c h u n g -
stransfer）：自2008年起支持大學及研究
機構提出的高水準創業計畫，協助研究設施

生產開發及企業創業階段，每年約40件。

7. 高 科 技 創 業 者 基 金 （ H i g h - T e c h 
Gründerfonds, HTGF）：對高度創新技術
導向企業營運1年內者，前提是已經獲得多
方肯定的研究成果、創盡數基礎及極具市場

機會，提供資本及必要的諮詢支持。

8. INVEST風險資本津貼（INVEST-Zuschuss für 
Wagniskapital）：企業天使可獲得創新型投
資額20％的營運津貼。另外自然人將其股份
變賣也可獲得退出津貼，額度為變賣利益扣

除稅負後的25％，但股份需至少持有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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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彥良

特色篇》德國 FinTech發展概況

推動金融業與FinTech業者 
雙方合作取代競爭
隨著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我國也將邁入FinTech法制新紀元。
而同為大陸法系的經濟大國德國，又是如何面迎這波金融界浪潮？

立
法院於2017年12月29日三讀通過《金
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而該條例

將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制，賦予金融業及

相關產業進行金融科技研發試作之安全環境，

同時兼顧金融市場秩序及消費者保護，落實負

責任創新之意旨。依條例規定，我國自然人、

獨資、合夥事業或法人均得申請屬於金管會依

法許可金融業務範疇之創新實驗，創新實驗期

間以1年為限，得申請延長1次、最長6個月，
但該實驗內容涉及應修正法律時，延長次數不

以1次為限，全部創新實驗期間可達3年，自此
我國也進入FinTech法制的新紀元。
我國銀行業者對F inTech的愛恨情仇可由業
界一開始對FinTech反感的態度得知，其實這
情形各國皆然，當初很多人不是很明白何謂

FinTech，而認為FinTech就是讓非金融業者光
明正大來「搶銀行」、「搶業務」，還會被稱

讚為「金融創新」，以app匯款而言，其中還
是要經過銀行匯款管道，但所有的門檻成本，

例如洗錢防制和法遵成本等等，都是銀行要支

付，但利益卻是由金融科技業者取得，且還大

肆宣傳比銀行匯款費用低很多。而德國也是對

銀行業高度管制之國家，作為歐洲經濟大國，

德國銀行業的規模遠遠超過歐洲其它國家，擁

有著700多家保險公司的德國保險業也高於歐
洲平均水準，FinTech的搶市，也造成初期的
莫大衝擊。我國也是相對處於銀行過度競爭和

高度管制的情形，故或許可由德國的發展加以

借鏡。

保守金融文化，面臨市場挑戰

德國人民以往的金融文化也是相對保守，

特別是對中年以上德國人，還有現金至上的

傳統，就連是否用網路銀行都難以抉擇，

FinTech對他們更是無法完全信任的新型態的
金融創新。再者，從德國銀行業的角度來觀

察，金融為特許行業，受到嚴格的法規限制，

金融科技業者大肆侵城掠地，遊走灰色地帶

的拿走銀行的業務，是不同立足點的不當競

爭；而且德國的金融體系相對保守小心，金融

監管也是步步為營，嚴謹著稱。雖然這些嚴格

監管措施使得市場投資的風險大幅降低，大程

度上保護了金融投資人和消費者權益，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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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必有弊，過於嚴格的監管法規也限制了

FinTech成長空間。
同時，德國為歐盟成員國，歐盟的經濟監管

措施和法規對德國金融科技行業發展也造成很

大影響，特別是德國金融監理總署仍然是堅持

「相同的金融服務、相同的風險應有相同之管

制和規則」，但是德國金融科技業者仍是對於

有些法令的灰色地帶，加以衝撞。而德國政府

後來也改變態度。特別是在德國金融監管總署

在2016年底公布的《德國金融科技市場報告
書》（FinTech-Markt in Deutschland）中可
知道，現今市場已有巨大的變化。

目前德國共有433家金融科技業者，其中

346家非常活躍，而FinTech並沒有完全一致

性的定義，正是這原因，所以必須由不同的市

場來分別加以定義，法律上之規範強度自然

對不同業別不可能全然一致，而FinTech業者
的主要特色是對於市場需求做出快速回應且創

新，他們運用最新技術，精簡人力，並彈性達

成客戶需求。他們並提供許多新型服務，例如

跨境點對點支付、線上微型貸款或是群眾募資

等，以電腦取代人力，並排擠了傳統金融業的

獲利。

合作取代鬥爭，互補與時共進

於2015年融資和資產管理領域，活躍在德
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總市場規模達到了€22

達
志
影
像

德國金融文化保守，不少德國人仍保有現金至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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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Donald Trump）當選總統之後，並未出現幅
度較大的修正，道瓊工業指數14個月上漲達

8,283點（18,332點至26,616點）。在只漲
不修正的多頭氛圍壟罩下，美股越漲市場其實越

擔憂，擔心當前指數漲的越高，未來跌的就越

深，所以也有一派聲音認為美股2月回檔來得太
晚，早該進入修正了。

撰文：李澤澄

2018第二季投資展望

2018年2月2日至9日的6個交易日，全球
股市龍頭道瓊工業指數出現2,826點的回

檔，幅度高達10.79%，引發投資人恐慌，芝加
哥選擇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VIX指數）2月6日
亦一度飆高至50.3。不過，就如歷來「系統性
風險」結束之後，市場將回到原先的運行軌道

中。

2月初美股重挫與美國公債價
格拖不了干係（請參考圖１），

一派人認為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
率突破2.7%將使企業舉債成本加
重，並影響一些靠股利支撐股價

的公司；另一派人則歸咎於平衡

式ETF（股債混合型配置），由於
長短期公債價格重挫觸發程式交

易，大量平衡式ETF同時拋售債券
與股票。

以上兩種說法配合新聞媒體

渲染，若干程度合理解釋了美

股2月之重挫，但是平實而論，
美股自2016年11月8日川普

進入中期調整
力守年線多頭趨勢
今年第二季的股市發展，長多格局應不致改變，全球經濟基本面復甦狀況仍良好，
看準安全價格及降低期望報酬，仍是最佳獲利之道。

（圖 1）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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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澤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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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面長多格局
仍未遭到破壞

從技術面觀點，

緩漲急跌是多頭市

場 的 特 色 ， 回 檔

時 只 要 不 讓 年 線

（ 2 4 0日移動平
均線）下彎，長多

格局不會改變。這

一波全球股市2月
拉回，國際股市回

檔幅度均相當深，

回檔幅度普遍介於

10%至15%之間，
檢驗美國四大指數、歐洲與亞洲主要股市之

後，筆者截稿時（2018年2月20日）只有德
國DAX指數與上證指數同時跌破年線，絕大多
數的股市距離年線尚有一段距離，因此，可以

判定全球股市的長多行情並未受到破壞，數週

過後市場將重拾信心，屆時，才是觀察多頭行

情是否健康的關鍵。

畢竟，國際股市短期間10%至15%的跌幅
並非經常出現，市場急遽拉回的背後都有想表

達意義，其意義不外乎有：1.長多格局持續發
展，但是當前價格漲幅過大，需要整理以利未

來多頭走勢；2.長多走勢將近結束，下一波
漲勢如果無法再創新高，或是創下新高不久之

後，再出現大幅下挫而跌破年線，長多即宣告

結束。

無論國際股市2月拉回背後想表達的意義是
哪一種，都顯示2018年第二季行情初期不會
太差，國際股市有機會再次挑戰年初高點。投

資人下一次觀察重點應該落在4月下旬至5月，

國際股市從2月低點反彈2至3個月之後，這個
時間剛好是傳統上產業進入「五窮六絕」的前

一個月，股市變數與風險最大的時刻，或許決

定投資人2018年績效良窳的關鍵就在此刻。

基本面總經數據依舊亮麗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永遠反應基本面的枯榮。

2月股災發生的原因絕對有一部分可歸咎於全球
經濟基本面復甦狀況良好，導致2017年開始股
市累積了重大的漲幅，價格在高檔區一旦正式回

檔速度既快且深。問題是回檔之後，基本面狀況

變差了嗎？目前數據並無此跡象。

自2016年12月美國聯準會開始升息之後，
無論是先進經濟體或新興市場，每一季所繳出的

總經數據都令市場感到振奮。例如筆者長期追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世界經濟展望》
報告，最新的報告依舊聲明全球經濟活動穩固，

估計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率3.7%，較2017年

達
志
影
像
緩漲急跌是多頭市場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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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話題

擬就此次稅改的修改，以及相關影響進行完整

分析。

首先針對此次所得稅法的修正前後之內容先簡

要整理如表。

撰文：鄭宏輝

我國稅改新制上路

我
國的《所得稅法》於在今年1月18日於
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在同年度2月7日經

總統公布後正式生效，此次的所得稅修改之影

響層面堪稱是過去20年最大的稅務改革，本文

解析《所得稅法》
廢除兩稅合一
2018年2月上旬，我國《所得稅法》新制上路，
原有法規修改或廢除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或效應，本文深入分析之。

條文 原規定 修法內容 施行日期

第3條之1
股利或盈餘所含稅額
之扣抵

在兩稅合一制下，股東獲配股利中公司
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得用以扣抵
其應納之綜合所得稅額。

本條刪除。
（因廢除兩稅合一制度，故刪除本條。）

追 溯 自
2018年
1月1日起
適用。

第5條
所得稅稅
率結構

綜所稅
綜所稅課稅級距為6級，其累進稅率分別
為5％、12％、20％、30％、40％、
45％。

綜所稅課稅級距由6級，調整為五級，取消
最高45％的級距，其累進稅率分別為5％、
12％、20％、30％、40％。

自2018
年適用。

營所稅 稅率：17％。 在新台幣500,000以下者，其稅率由2018
至2020年逐步由17％調到20％。

第14條
綜合所得額之計算―
第一類：營利所得

營利所得
公司、合作社分配之股利總額（=股利金
額加可扣抵稅額）或盈餘總額（=盈餘金
額加可扣抵稅額）。
 獨資、合夥應分配之盈餘總額（=稅捐
機關核定所得額減除半數應納稅額）。
一時貿易盈餘。

營利所得
公司、合作社、其他法人（例如有限合夥或
社團法人等）分配之股利金額或盈餘金額。
獨資、合夥分配之盈餘（=稅捐機關核定所得
額）。
一時貿易盈餘。

自2018
年適用。

（表）2018年我國所得稅稅改修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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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第4項
股利所得課稅

本項新增。 納稅人得自行選擇下列兩者中有利之方式適
用：
股利、盈餘併入綜合所得課稅（享有股
利、盈餘8.5％之可抵減稅額，可用以
扣抵個人綜合所得稅，每戶上限新台幣
80,000。
股利、盈餘按單一稅率28％分離課稅。

自2018
年適用。

第17條
綜合所得淨額計算─
扣除額

標準扣除額新台幣90,000。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新台幣128,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新台幣128,000。
幼兒學前扣除額新台幣25,000。

標準扣除額新台幣120,000。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新台幣200,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新台幣200,000。
幼兒學前扣除額新台幣120,000。

自2018
年適用。

第42條
轉投資收
益免稅之
規定

營利事業
獲配之股
利、盈餘
淨額

依法設立之公司，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
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
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依法設立之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
營利事業（例如有限合夥或醫療社團法人
等），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
股利金額或盈餘金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自2018
年適用。

機關團體
獲配之股
利、盈餘
淨額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獲
配之股利或盈餘淨額者，不計入所得額
課稅。

本項刪除
（機關或團體獲配股利或盈餘應併計其收
入，依行政院訂定之新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徵、免所得
稅。）

第66條之1至第66
條之8
兩稅合一相關條文

在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制下，營利事業
須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以正確計算
並記錄股利可扣抵稅額。

原８項條文全部刪除
（因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取消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之設置、記載、計算及
分配，故刪除相關條文。）

自2018
年適用。

第66條之9
未分配盈餘之課稅

稅率原為10％。
 

稅率降為5％。 自2018
年 申 報
未 分 配
盈餘適用
（2019
年 1 月 1
日開始適
用）。

第71條
結算申報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應以股利總額
（股利金額加計可扣抵稅額）併計所得
課稅，計算應納結算稅額時，可以減除
獲配之可扣抵稅額。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須辦理結算
申報並繳納半數應納稅額。

股利、盈餘按上述第15條第4項修正規定申
報納稅（2擇1）。
獨資、合夥組織要辦理結算申報，但不須繳
稅，其所得直接歸課獨資資本主或合夥人綜
合所得稅。

自2018
年適用

第73條之2
非境內居住者抵繳稅
額之規定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獲配之抵繳稅
額，僅得以該稅額之半數抵繳該股利淨
額或盈餘淨額之應扣繳稅款。

本條刪除。
 

自2019
年1月1日
起施行。

資料來源：鄭宏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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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採訪、撰文：編輯部

國內銀行金融科技發展

只
要服務客戶的業務，玉山銀行都願意研究

嘗試。」玉山銀行數位金融事業處數位金

融長李正國訴說產品發展初衷，「我們思考是

否可以讓陸客帶支付寶來消費，可以消費更多

金額？同時也思考，台灣哪一些商家最需要陸

客的支持與幫忙？」

整合多元支付與跨境金流
創新打造顧客商戶雙贏

玉山首創提供商戶跨境網路金流服務，陸客來

台可在實體通路用支付寶付款，離台後可在中國

瀏覽台灣商戶網站，使用支付寶或財付通付款，

搭配行銷檔期增加商戶曝光及交易商機。為讓跨

境網購顧客有絕佳的購物體驗，台灣顧客使用

「手機淘寶」官方app購買淘寶網商品，玉山銀

行獨家提供「轉帳付款」、「7-ELEVEn代碼繳
費」、「全家代碼繳費」等多元支付服務，服務

手續費只要1％，並支援其他銀行存戶也可使用，
跨境網購更便利。

另一方面，玉山銀行也是台灣首家整合HCE與

玉山銀行發展數位金融
提供優質便捷服務
玉山銀行整合多元支付與跨境金流，並讓任何人都能一指滿足資金需求，
並提供智能諮詢及數位化暖心服務，體現金融科技的價值。

掃碼付功能的金融業者，實現「一機在手，數位

錢包帶著走」，同時推出O2O手機掃碼支付平
台，提供商店便利的收款解決方案，利用共同基

礎環境與應用程式介面（API），已成功協助台灣
商店與電子錢包業者如街口、橘子支整合介接，

透過多元支付平台可降低商店端的導入成本，也

幫助各電支錢包業者加速導入實體通路，是目前

國內唯一一家與4大超商介接金流的銀行，讓顧
客隨時隨地便利消費，為商戶拓展客群與消費新

商機。

隨身金融一手掌握，玉山行動銀行打造
絕佳顧客體驗

玉山銀行打破傳統行動銀行的九宮格設計，積

極優化使用介面與功能動線，導入裝置認證技

術，完成綁定後即可以圖形密碼（Android版）

或Touch ID指紋驗證（iOS版）登入，從傳統輸

入帳號密碼的時間由30秒縮短為3秒。此外，用
戶可依個人習慣設定登入首頁後，將最常看的各

種帳務訊息依喜好排序，只要一指上下滑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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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90

採訪、撰文：劉書甯

國內銀行金融科技發展

近
幾年來，所謂的FinTech已成為金融圈最
熱門的名詞，在國內少數具有銀行、證

券、保險「三強並立」引擎的富邦金控，選擇

在「基本功」上持續打底，讓自身更能厚植在

金融科技永續發展的實力。

成立創新科技辦公室　精研3大重點

為了統合旗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重要子

公司在金融科技上的發展，富邦金控特別成立了

「創新科技辦公室」。富邦金控資訊處處長暨創

新科技辦公室執行秘書李相臣指出，區塊鏈、人

工智慧、大數據可說是富邦金控在金融科技發展

上著墨的3大重點。
若以整個富邦金控集團的子公司架構來看，這

3大重點能應用的層面可說非常廣泛，他進而指
出，大數據在行銷上非常的重要，不論是集團旗

下哪一家公司，都盼透過大數據來精準命中目標

族群，讓公司不誤用或浪費資源。

此外，目前人工智慧在富邦金控主要用於理財

業務，透過演算法提出不同的投資組合建議給理

財客戶作為參考，或是客戶投保網路保險時，亦

富邦金控三路並進
監理沙盒絕不缺席
金融科技已然為金融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富邦金控不落人後成立創新科技辦公室，
精研未來發展，並鎖定區塊鏈技術的運用，迎接金管會的監理沙盒機制。

被運用提供相關保險建議，而接下來，客戶對人

工智慧的信任程度是否已有更多進展，甚至包括

開始接受其所推薦的基金選擇，將成為人工智慧

在行銷成果上重要的觀察指標。

強化區塊鏈　發揮最大金融功能

未來像是VR與AR的交互運用情境、或是無人
分行等，都可望以人工智慧及大數據、區塊鏈等

重要的金融科技基礎建設，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機

會。其中對於近一年來最被外界熱烈討論，金融

業者也最為陌生的重點「區塊鏈」，李相臣則引

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話表達他的看法：「區塊

鏈是尚未找到『題目』的『答案』！」

在他眼中，「區塊鏈」因為具有記錄不可竄改

性的特質，因而也有「反洗錢」的功效，並且得

以運用在包括產險、旅平險，甚至醫療住院險給

付等多面向的保單，透過這些不可竄改又精準的

記錄，保險公司可馬上檢視投保人是否已符合理

賠資格，因此能快速完成理賠程序。

在銀髮族的保險上，IoT的應用將可望使銀髮族
適度的加入保險不再成為「拒保戶」，因為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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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議題

或修繕房屋等，到了198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
「房子富翁、現金窮人」（House Rich,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
為了解決這嚴重的社會問題，以房養老逆向

房屋抵押貸款逐漸受到重視，後來包括英國、

澳洲等亦陸續推出以房養老貸款產品，而初期

卻發生大量不當銷售案例，嚴重影響消費者權

益，其政府考量申辦以房養老貸款多為高齡

者，他們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以及抗風險能

力較為薄弱，對於產品內容不易了解，所以建

立公正獨立的第三人諮詢機制。

以美國HECM保險計劃為例，由聯邦政府房
屋暨都市發展部（HUD）建立經認證之官方或
半官方獨立的專業諮詢機構（例如美國退休人

士協會），為申請者提供諮詢服務及法規的揭

露與說明，申請者必須與其家人先行洽詢獨立

的專業諮詢機構評估是不是適合參加以房養老

貸款。

申請者參加輔導諮詢會議，輔導諮詢機構並

不得聯繫或推薦任何一家貸款銀行，如果申請

者要求輔導諮詢機構代為尋找銀行，輔導諮詢

撰文：呂鴻盛

創新諮詢機制

人
口結構高齡化是許多國家的問題，台灣也

不例外，然而隨著少子化的衝擊，以及家

庭結構的改變，子女可提供的照護能力，或所能

提供的生活經濟保障已漸趨式微。

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下，解決熟齡世代生活

的經濟安全已成為社會的問題，以房養老貸款

便成為熟齡世代得以活化其自有住宅，保障其

多元經濟安全的方式。

基於以房養老貸款兼具金融與社會保障的特

殊性質，如何建立完善的諮詢機制，是以房養

老貸款能否真正達到保障熟齡世代，以及永續

發展的要件。因此，本文嘗試以國外成功的經

驗，期從消費者保護觀點討論之，俾使這項貸

款業務能更臻完善。

建立第三人諮詢的必要性

以房養老貸款在國外已有數十年的歷史，美

國於1961年即成立第一筆以房養老貸款契約，
早期的類似逆向抵押貸款是由地方小型金融機

構和州政府推行，資金用途是用於繳交房屋稅

以房養老
建立貸款新典範
我國面臨人口結構高齡化，欲解決熟齡世代生活的經濟安全，
應建立諮詢機制來輔助以房養老貸款，保障銀髮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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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僅能提供HUD的銀行名單供申請者自由選
擇，而申請者聯繫銀行須透過HUD，銀行並不
得引導或建議申請者尋求任何一家特定的輔導

諮詢機構，以確保輔導諮詢機構的公正獨立，

並避免利益衝突。

香港的以房養老貸款（安老按揭貸款）輔導

諮詢機制，係由執業律師擔任輔導諮詢顧問，

輔導顧問均是獨立於貸款銀行，符合資格的執

業律師名單則由香港律師會統一公告，借款人

正式申請安老按揭貸款前，須自行選擇並聯絡

輔導顧問以安排輔導會面，輔導顧問將向借款

人講解安老按揭貸款的產品特點、主要的法律

權益與責任及法律後果，在完成安老按揭貸款

輔導後，始得前往辦理安老按揭貸款的銀行正

式申請。

台灣以房養老現況分析

台灣以房養老貸款由各銀行各自辦理，基於

私法自治原則，政府尚無制定太多的行政法令

規範這項業務，但金融業畢竟是受高度監理的

行業，且以房養老貸款兼具金融與社會保障的

特殊性質，就消費者保護而言，目前的制度應

有許多討論的空間。

私法自治指的是具行為能力之個人，依其自

主意識、自我負責形成私法上的權利與義務，

私法自治原則的體現，包括所有權自由、遺囑

自由，以及契約自由等各種制度上；契約自由

則是可以依據個人自由意思，決定是否締結契

約、與何人締約、締約內容及締約方式等。

由於我國現行民法在法律行為上，程序自由

達
志
影
像

美國、香港的以房養老貸款皆有建立第三人諮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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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德霙

50+世代和你想的不一樣

新熟齡行銷
退而不休的金融商機
我國將迎接超高齡社會，在此之前，不妨翻讀《新熟齡行銷─揭開不老商機的秘密》，
窺見未來的熟齡行銷，以及極富潛力的金融商機。

50+
世代的三大不安與資本

傳統對於中高齡者的印象，被認為是社會的配

角，想的是老人就該有老人的樣子；然而，現今

的中高齡者所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形象。

根據本書調查研究，就算已經到了50+，這個

世代的人多不想聽到帶有年紀大的感覺之稱呼，

不喜歡被稱為「老人」，但還可接受的稱呼是

「熟齡」，或直接稱「50多歲」，甚至稱為「新
成人」。

對於這樣一個不是銀髮、買最新款手機、打扮

體面的新成人形象，在台灣的我們其實也似曾相

由
於「壽命延長」和「生育率下降」，造成

多數國家人口結構有邁入高齡化社會的趨

勢。根據國發會資料，1993年台灣邁入「高齡
化社會」，2018年老年人口將超過14％，正
式成為「高齡社會」；估計在2026年的老年人
口將超過20％，「超高齡社會」成型。
日本已經在2007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關
於人口結構改變所帶來的社會與市場變化的相

關研究，值得台灣借鏡。日本博報堂新成人文

化研究所整合製作人—— 阪本節郎撰寫的《新
熟齡行銷─揭開不老商機的秘密》一書帶你細

看端倪。

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指標及台灣社會情形
指標項目

標準
（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比率） 台灣社會情形

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7％以上 1993年成為高齡化社會

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14％以上 2018年（2017年年底，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
人口占比已達13.9％）

超高齡社會（Hyper-aged society） 20％以上 2026年（預估）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高齡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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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快訊

我用這些錢要如何生活？」根據統計，大部分的

人在知道老後需要花的金額與實際手中資金的差

距後，都會感到吃驚。

根據本書實際訪問40至69歲等世代的調查顯
示，平均而言，在拿到退休金後，他們會至少將

退休金的50％存起來，然後剩下的再分配於投
資、貸款償還，最後剩下的才是用來消費的比

率；進一步詢問他們想怎麼使用退休金，最常見

的是旅行、改建裝潢住家、餐飲費，但值得注意

的是：約有25％的人回答要把退休金用來投資金
融商品，可見透過適當的投資來彌補對於年金政

策的不安，是相當受到重視的。

第三大不安是「互動」。偶有聽聞「獨居老

人」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但如今隨著社群軟體的

發達，讓人際互動更加容易，可以有見面的視訊

似，可能是家中的長輩、公司的同事，甚至就是

自己。

50+世代由於身體和生活上的改變，因而產生

相對的「不安」，但如果從需要填補的立場來

看，採取積極行動，就有機會將不安轉為「資

本」。根據本書調查，退休後的第一大不安，是

「健康」，過去想著人老了，本來就會有一、兩

個小毛病，但現在想的是，為了過得更充實，想

去更多的地方，因此開始重視養生，注意預防管

理自己的健康。這裡要特別補充說明，「健康」

其實只是成就美好生活的一種手段，真正的目標

是「享受生活」。

第二大不安是「經濟」，因此「財務規劃」特

別重要。規劃之初，通常會先假設自己可以活到

幾歲，然後思考「我終生可以花用的錢有多少？

達
志
影
像

熟齡世代退而不休，帶來許多潛在的金融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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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也可以是照片或貼圖的心情互動，還有語

音互動，整合網路與現實的多元互動方式，或許

可以多少減輕對於互動的不安感。

退而不休的金融商機

當平均壽命已經來到80歲，退休後至少還有十
多年，甚至數十年的人生。因此，就像五月天的

歌詞「生命還沒有黃昏，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

⋯⋯」，對於很多退休者來說，離開原來的全職

工作崗位多了更多可以支配的時間，隨著孩子長

大成立自己的新家庭，家計支配更為餘裕，因為

生活階段的改變，他們反而有了屬於自己的人生

現在才開始的感覺，退而不休的新成人們，就這

樣成為有錢有閒的潛力消費族群。

本書從日本社會重心不得不從年輕人轉移到熟

齡世代的趨勢開始談起，點出傳統針對「銀髮

族」的行銷盲點，然後就金融、飲食、娛樂、健

康、照護、旅行、汽車、時尚服裝、媒體、居

住、社會貢獻、生活型態等多元面向來看新成人

市場與文化所帶來的新熟齡商機，最後探討跨世

代所帶來的社會活力與共享經濟的重要性。如果

你正苦惱於思索銀髮行銷的文案，對於日本的高

齡社會所帶來的創新及趨勢感到好奇，請翻開

《新熟齡行銷─揭開不老商機的秘密》，揭開不

老商機的祕密。                                          

《新熟齡行銷─揭開不老商機的秘密》

原著：阪本節郎

經歷： 1975年自早稻田大學商學院畢業，就職於博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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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參與商品開發與整合性廣告行銷實務，並以理
論實踐推動企業的社會行銷。2000年起推動熟齡業
務推進室，2011年設立「新成人文化研究所」，曾
擔任所長，目前為整合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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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在2007年就進入超高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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