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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業之新樣貌

第一節

金融科技為引信的金融創新

數位化 (Digitalization)是企業創新近年來最常被提及的議

題，根據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預測，未來 10年內，標準普爾

500指數 (S&P 500)的企業中，有 40%將在數位經濟的浪潮之

下被市場淘汰。近年創新科技在服務業的發展十分迅速，波士

頓顧問公司 (BCG)最新發布 2018年全球創新企業 (2018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50強，其中，Apple蟬聯第一，Google

和Microsoft分列第二和第三名，50強當中歐美依然是創新

企業的重要發源地，佔了 80%。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

大陸的阿里巴巴和騰訊首次擠進前 50強，位居第 10和第 14

位，以及 Uber、AirBnB、Netfl ix等均名列前茅，顯見「數位

化」是目前新創企業最重要的創新策略，無論是原生或轉型，

運用數位化做創新，均為近年企業創新方式支持新市場商業模

式及整體商業策略的成功案例。

近年創新科技在服務業社會經濟的跨領域研究興起，各產

業領域對創新的概念及內涵也不斷延伸，大家都在講創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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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創新過程中的高失敗率，以及消費市場與時代潮流的難

以掌握，企業對創新又愛又怕，因此企業主隨時準備要「翻

轉」思維，不只客製化更要以社會需求為依歸才能將創新轉化

為市場競爭力。未來跨境電商及虛實整合的趨勢，網路世代

新興市場品牌將有機會與傳統大廠分庭抗禮，讓不具資本優勢

的新興企業價值增值速度超乎想像，企業對經營品牌、行銷、

資源配置及顧客關係的整體策略也將重新詮釋。哈佛商業評

論 (Harvard Business Review)近年提到企業創新，認為企業經

營高層應該明訂企業創新策略 (Innovation Strategy)，清楚說明

創新方式會如何支持整體的商業策略，企業才能選擇合適的創

新方案據以執行，就像產品設計需要不斷演變以維持競爭力，

創新策略也需隨著環境變遷而演變。

就金融業來說，金融科技 (FinTech)無疑是近年談金融創

新策略的核心，根據 PwC 2017年對 1,222家國際 FinTech業

者的調查，有 54%的業者極力思考企業如何成功的結合創新

策略及商業策略，有 54%的業者採用客戶契合策略 (Customer 

Engagement Strategy) 作為創新的起點，藉由核心金融創新服

務關係中與核心機構／客戶互動、共同創造消費者體驗。35%

的業者將消費者視為重要創新合作夥伴。然而對重視槓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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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傳統金融業而言，透過金融創新應達到的目標或效益

包括：

一、發掘新型科技風險及營運安全維護。

二、營收及產品毛利能夠提升。

三、營運成本下降。

四、整體經營效率 (前／中／後台 )可以有效提升。

五、消費者 (客戶 )獲得更多便利及保護，可以有效提升忠

誠度及滲透率。

六、擴大異業結盟展現經營綜效。

七、擴大普惠金融的經營市場規模。

金融科技可以做到決策自動化、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

率，讓更多人更容易取得資金，但因為金融科技服務大多來自

新創公司，財務及組織尚不穩定，對金融風險傳遞影響較大。

彭博 (Bloomberg)針對金融科技及新創公司提出三大風險：第

一是新創公司規模太小，且業務發展不夠多元，無法承擔風

險。第二是金融科技大多是由複雜系統運算決策，風險與報

酬都不夠透明，法規也無法監理新興技術。第三是金融科技

領域目前尚未發展一套規範或準則，金融科技新創公司涉及各

行各業無法監理，也沒有動力及誘因為更大利益彼此合作分攤

風險，個別公司風險承擔能力與公司規模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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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融科技業者而言，在發展過程亦須同步將現行法令遵

循架構，納入其營運計畫中，並考慮與監理機關間之關係與互

動，以及長期規避法令之影響，如電子貨幣成為洗錢工具時，

金融科技業者即可能面臨刑事追訴。

目前英國金融科技發展居於全球領先地位，根據英國政

府報告，包括歐洲銀行監理署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金融審慎監理局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英國金融

業務監理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 FCA)等，在

傳統金融業與金融科技業之間建立新監理框架，並在監理機

關間就預期監理目標進行公開對話，亦與私部門間就監理議

題進行溝通。FCA於 2014年 10月啟動「創新計畫 (Project 

Innovate)」，協助金融科技業進入金融市場之新興商業模式的

創新監理模式，協同國家科技辦公室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研議對金融科技監理，建立「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制度，提供企業可以在安全實驗及放寬監理環境下對

創新產品、服務、商業模式等進行測試，也同時透過監理沙盒

了解現行監理法規是否能夠支持金融科技業者及金融創新業務

的發展，或者有檢討調整修改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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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成為金融業未來的重要趨勢，不論

是由金融業增加科技的應用以擴大服務範圍，或是由科技業跨

足金融服務範疇，金融業和科技業必須相互學習與交流。我

國金管會近年推動負責任創新 (Responsible Innovation)觀念，

在兼顧效率、安全、公平與消費者保護下，金管會對於金融創

新一向採取積極鼓勵的立場，促進金融業與科技業建立對話平

台，以及請各金融產業公會及相關周邊機構協助建立各金融機

構可適用的基礎系統或規範。

我國金管會於 2016年 5月公佈《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

書》，其中將「建立虛擬法規調適機制，打造友善的法規環

境」列為金融科技施政重點，並於 2016年 9月提出研議推展

金融科技之「領航計畫 (Pilot Program)」，該計畫係為鼓勵銀

行運用金融科技提供創新金融服務，相當監理沙盒之實質意

涵，但後續仍需參考各國對監理沙盒制度政策與試行之經驗，

進而調整「領航計畫」之作法。監理沙盒制度之益處有三，

一是降低進入市場時間及成本，二是融資取得容易並排除現行

法規上之阻礙，三是消除法規不確定性可帶動多元商業模式，

或新興商品進入市場 1。

1 參閱李慧芳，「英國金融科技發展及監理沙箱 (Regulatory Sandbox) 機制對我國的啟示」，科技

政策觀點，2016 年 7 月 22 日。參考連結：http://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260，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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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時代重視即時客戶體驗及意見反饋，監理思維應

由傳統被動之顧客權益保障，轉變以消費者為中心之金融消

費者保護機制。金融監理以消費者保護與洗錢防制為兩大核

心任務，因此金融科技發展趨勢下監理模式將產生極大改變。

儘管各國金融科技之創新性及成熟度不同，故監理措施各異，

但總體原則趨同，包括堅持監理一致性原則以防止監理套利、

秉承漸進適度原則 (Progressiveness)在預防風險及鼓勵創新中

尋求平衡、市場自律原則 (Market Discipline)，以及注重消費

者保護 (Consumer Protection)及資訊揭露 2。

我國「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於 2017年 12月

29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18年 1月由總統公布，4月

30日生效，並由金管會於同年 5月正式開始受理新創業者提

出申請，我國的金融科技發展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金管會為

完善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機制之運作，並使創新實驗審查有一致

性標準，明定創新實驗之申請程序、審查基準、駁回事由、實

驗規模、參與創新實驗者之保護措施及相關監督管理等規範，

訂定「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授權子法「金融科技

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13 日。

2 參閱廖岷，「金融科技的發展版圖與監管挑戰」，2016 年 5 月 17 日。參考連結：https://read01.
com/mR8JKB.htm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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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實驗管理辦法」，以鼓勵創新、保護參與者之權益，促進

創新實驗業務之發展。另外尚有授權子法「金融科技創新實

驗審查會議及評估會議運作辦法」及「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民

事爭議處理收費辦法」，已依行政院核定「實驗條例」之施

行日期，於 107年 4月 30日施行。

此外為擴大服務之層面，金管會與經濟部攜手推出金融科

技創新實驗諮詢輔導之「前店後廠」合作機制，新創業者如

具有金融科技創新之研發構想，但具體規劃尚未成熟而需諮

詢輔導者，可先向經濟部「創新法規沙盒平台」(https://www.

sandbox.org.tw)尋求相關法規疑義之協助，經輔導且規劃具體

成形後，再由金管會提供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申請前置輔導。

在銀行科技創新服務方面，為協助銀行因應數位化發展之

商機，鼓勵金融創新及深化金融普及，滿足新世代消費需求，

金管會於 107年 4月 26日提出我國開放純網路銀行之政策方

向，重點如下：3

(一 )最低實收資本額：採設立一般商業銀行之相同標準為

新台幣 100億元。

(二 )開放新設家數：以 2家為上限，以適度管理市場競爭

壓力。

3 參閱金管會「金融展望月刊」：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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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業務範圍：規劃與一般商業銀行一致。

(四 )發起人要求：發起人中至少有一家銀行或金融控股公

司，且銀行或金融控股公司之持股比率應達 50%以上

(或承諾於一定期間內達成 )。

(五 )大股東適格性：符合誠信、正直、守法性與銀行負責

人資格條件準則規定；財務業務有助於純網路銀行健全

經營；具體說明純網路銀行之經營策略、與金融機構之

合作模式、業務規劃、投資架構等；非金融業之大股東，

如具有金融科技、電子商務等專業，並能提出成功之業

務經營模式。

(六 )監理原則：應適用與現有銀行相同之法規與監理要求，

如：法令遵循、客戶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控管、防制洗

錢及公司治理等相關規範。

(七 )營運據點：除應設置總行據點及設立與客戶面對面提

供服務之客服中心外，純網路銀行不得設立實體分行。

未來開放純網路銀行商業模式的建立對我國金融科技創新

生態的影響值得關注，以及純網路銀行是否能開發新市場客戶

族群、落實普惠金融推動、面對金融資訊安全的衝擊、提升法

遵與反洗錢的防制措施、公司治理及市場秩序的維護，均為重

要金融創新研究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