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Business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Electronic Commerce on Wealth Management
of Securities Industry

研究生：黃雅琪
Ya Chi Huang
指導教授：黃北豪 博士
Dr. Pei-how Huang
周泰華 博士
Dr. Tai-Hwa Chow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June 2017

論文審定書

i

誌謝
謝謝指導教授黃北豪老師、周泰華老師、口試委員黃振聰老師和吳基逞主
任對於我論文的指導。感謝黃北豪老師即使已經退休，還願意不辭辛勞指導我
們的論文，老師對於教學的熱誠和對於企業責任的主張，我著實敬仰，期望我
能成為老師心中良善的企業人，並擁有著老師溫文儒雅氣質、深厚的學識和實
務經驗。
投入職場四年多後，還有機會回到學校求學，是如此幸福之事，感謝家人
的支持。爸爸、媽媽、姊姊、姊夫和哥哥在考研究所時的鼓勵，謝謝姊姊和姊
夫讓我在你們家長住，還有豐盛的早餐可以享用，在我迷惘時提醒我。特別感
謝裕昇從我決定考研究所到畢業，一路陪伴著我所有的喜怒哀樂，和我一起從
新北圖書館到中山圖書館徜徉書海中，不斷地給我力量。
謝謝元大證券給予我研究生專案研究學習機會，謝謝陳又慈經理和黃振源
副理讓我有機會實際深入了解證券業，並有此論文發想。並感謝所有參與專家
訪談的高階經理人們。
謝謝所有幫助和給予我建議的老師和同學們，謝謝王曼陵學姐熱心解答我
的疑惑，謝謝董明禮學長、佳珮和玥涵於口試期間的幫忙，謝謝與我朝夕相處
的好室友巧宜，在我研究所期間的照顧和陪伴。再次謝謝裕昇給我的支持。最
後謝謝中山大學，讓我擁有山海胸襟和更寬廣的視野。

黃雅琪 謹識
於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ii

摘要
證券業受客戶習慣改變、國際金融科技發展和政府推廣影響，證券業財富
管理應運用電子商務以擁有競爭優勢。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專家訪談法了解業
界高階經理人對於電子商務和財富管理發展趨勢之觀點，並輔以文獻資料分析
探討國內外之情勢，得以涵蓋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的實際實行之狀況與
未來發展。
本研究專家訪談結果得知，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帶來正面影響，證
券業應整合、優化及創新電子商務平台，整合公司資源進行差異化策略，並盡
早進入市場，推動首動者優勢。而財富管理未來趨勢專家認為最重要的三項為
機器人理財，透過互聯網和 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與運用 FinTech 發展交
叉銷售或聯合行銷。
期許證券業財富管理於此金融科技趨勢下，擁有競爭優勢，並擴大市場規
模。本研究對政府和證券業提出之建議為政府主管機關應對金融科技法規鬆
綁，並整合業界意見共同盡早完備金融科技和電子商務平台相關規章制度，而
證券業應整合及優化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

關鍵詞：電子商務、財富管理、證券業、金融科技、機器人理財、互聯
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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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customer’s habit, developing in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and promoted by governments, the wealth management in securities industry should
utilize Electronic commerce (E-commerce) well to take advantages in next decade.
This study deploy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o comprehend views of senior
managers in securities industry and document analysis in this field worldwide, such
that we could conclude development of wealth management now and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E-commerce in securities industry.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enior managers, E-commerce does bring positive
effect to wealth management of securities industry; securities industry in Taiwan
should optimize E-commerce platform and integrate resources in each department to
conduct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and obtain first-mover advantage. The experts
thought that Robo-Advisor in financial planning services, Internet finance, and
cross-selling or joint marketing via Fintech would be the most essential trends in
wealth management.
It is expected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will ob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expand market size via FinTech in wealth management.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loosen regulations in FinTech and incorporate opinions from
industry to complete norms in FinTech and E-commerce platform, and securities
industry should optimize and integrate E-commerce platform to take lead in wealth
management.

Key Words：Electronic Commerce, Wealth Management, Securities Industry,
Financial Technology, Robo-Advisor, Internet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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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 Credit Suisse 於 2015 年 11 月的研究報告顯示，現在人們生活在數位
時代中，數位時代現象正快速且爆炸性的成長中，目前盛行的 Facebook 於
2015 年統計約擁有 14 億活躍的用戶，此社群中的成員數堪稱比全世界最多人
口的中國和印度人口數還來的多。預估 2016 年 G20 國家互聯網經濟總和高達
4.2 兆美金，產值與全球各國家總體經濟產值比較，排名為前五大，而且高於
德國總體經濟產值(Schmid, 2015)。電子商務是透過互聯網(又稱網路)而運行，
也為其一經濟來源，顯示電子商務在經濟產值中的重要性。
Ericsson 於 2015 年 11 月的行動報告指出，2020 年行動寬頻網路覆蓋率將
高達全球 90%人口數，其中 70%人口數透過智慧型手機執行生活事務，用戶
數達 61 億人口數；而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數更高達 92 億(Möller et al.,
2015)。隨著網路和智慧型手機使用普及率增加，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更是指
日可待。
在財富管理方面，Deloitte 研究指出亞洲區財富管理業務將會持續成長，
當中包含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由於人口眾多和低成本智
慧型手機的普及率高，所有的亞洲國家都擁有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巨大潛
力，金融科技(Fintech)未來可能智慧型手機來影響人們的資產管理習慣與想法
(Damania, 2016)。許多大型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也相繼使用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 VC)的方式投入金融科技(Fintech)(Damania, 2016)。
電子商務運用於財富管理中的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於 2016 年就開始
大幅影響金融業，以長期來講(5 年)，機器人理財與區塊鏈(BlockChain)都將會
有顯著影響(CFA Institute, 2016)。預估 2020 年機器人理財資產管理規模(Asset
1

Under Management, AUM)將可能成長至 2 兆美金，2016 年至 2020 年的複合成
長率(CAGR,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高達 68% (CB Insights,2016)。
即使電子商務經濟產值重要性高，電子商務應用增長，且財富管理業務持
續增長，連最為重要的客戶習慣和想法都將受影響，即便大型投資銀行大量投
資金融科技(Fintech)，但金融服務仍是目前使用線上服務較低的產業(CB
Insights,2016)。
摩根大通(J.P. Morgan)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Jamie Dimon 於 2015 年 4 月道
出：「矽谷來了，數以萬計的新創公司投資了大量的資金和心力極力滿足顧客
的痛點，而漸漸地取代傳統銀行。」(CB Insights,2016)此語一出震撼全球金融
業。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使得現今產業疆界不再明顯劃
分，科技業透過強勁的軟體和資訊等科技核心能力，正快速跨越疆界進入金融
業。矽谷科技業不只來華爾街搶人才，搶得更是飯碗。即使目前台灣證券業尚
未顯著受到衝擊，但在國際化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的驅使、消費者習慣和
結構改變下，證券業將面臨一波數位化衝擊。故證券業面對電子商務發展趨勢
下，如何因應將會是重要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前節所述研究緣起，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於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白皮書中提及預期未來
5 年持續提升網路電子下單比重政策推動下，證券網路電子下單比率可望達
70%。為促使該政策落實，臺灣證券交易所(證交所)於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告
主辦及櫃買中心協辦「證券商提升電子式下單比重競賽」。由此可見台灣監管
機關對於電子商務的重視。
客戶端來看，由於電子下單突破空間和時間限制，更擁有隨時隨地可下
單、節省時間、交易成本最低廉、交易流程最迅速、交易策略易執行等優點，
2

漸漸廣受投資人青睞，促使網路電子下單比重逐年增長，2017 年 1 月份電子
式下單成交筆數占比已高達 51.87%。
而從業者面來看，為因應客戶需求改變，且 API 為投資人下單提供更多
元化的服務，證券業積極投入 API 下單，自 2015 年開放至 2017 年 1 月已有
15 家證券商辦理 API 下單，2017 年 1 月份成交金額為 19.8 億元。
目前各界欲積極推動電子化下單，除電子化下單外，台灣業者為增加其財
富管理之競爭力，該如何運用電子商務促使業務運作順暢和滿足客戶需求，本
研究欲透過文獻資料分析(Document Analysis)與專家訪談了解目前證券業所處
局勢，並藉由現況與未來發展之間的差異，研究擬定相關方案，以協助台灣業
者運用電子商務增加其財富管理之競爭力。
針對上述所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了解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的影響。
〈二〉 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發展趨勢下，證券業財富管理的因
應。
〈三〉 探討電子商務的運用對財富管理的競爭優勢。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呈現，首先確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之後透
過蒐集相關文獻資料，接續確立研究方法執行專家訪談，而後產業簡介瞭解產
業現況與未來發展，進而作成現狀分析最後出結論並提相關建議。進而對於此
篇論文研究彙整結論，並提出對於金融業界和主管機關建議事項。

3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產業簡介

研究結果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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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子商務
一、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C)定義為運用網際網路或企業內部網路，

或是透過 Internet 和 www 的電子數位媒體(朱海成, 2016)，所進行的購買、販
售、轉換或交換資訊、産品或服務的商業活動過程(Turban, King and Lang,
2012)。廣義來說，只要藉由有線、無線或行動網路，且交易方皆運用電腦、
手機、電子紙、平板電腦或手持式電子產品(Handhold Device)等載具，執行商
品或服務等交易活動即稱為「電子商務」。例如網路下單、金融電子資料交換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網路銀行、商業 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電子購物、電子訂貨、行動支付等都包涵於電子商務之範疇(經
濟部商業司，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2013)。範圍涵蓋所有我們生活所需之
食、衣、住、行、育、樂，如商品、廣告、服務、資訊提供、金融匯兌、市場
情報、售票系統等(朱海成, 2016)。
另有學者釋義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C)是指以明確的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再透過電子資訊平台方式或技術，所進行的商業或是交易
行為(如網路銀行、網路個人理財、網路下單、網路技術諮詢、網路商店、線
上購物、網路拍賣、網路仲介、遠距視訊付費教學、網路音樂付費收聽或下載
等)，使得商務活動更加順暢的商務活動(黃信愷, 2013)。黃信愷詳述電子
(Electronic)與商務(Commerce)兩部分合稱之電子商務，其「商務」為其本質，
並以廣義和狹義探討電子商務定義：
〈一〉 廣義來說，是指買賣商品或服務的所有商業活動，其目標為滿足企業
與客戶間的供需，以達到提升商品與服務品質、成本降低和增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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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二〉 狹義來說，意指正確的商業模式，即為企業為實現經營目標，所從事
的各類有關資訊交易、資源和知識等活動。而「電子」泛指透過電
腦、Internet(網際網路)和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等方式與通訊技術完成商品銷售、資訊提供等商務活動。
另鐘誠認為電子商務是指買賣方透過低成本、快速、便捷的電子通信方
式，即使不見面即可執行商業活動。簡單的說電子商務即為使用計算機網絡進
行的商業活動。網際網路(Internet)普及使得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發生根本性的
變化，更創造了新的經濟活動秩序，不僅電子技術和商業交易本身，更涉及金
融、税務、保險、運輸等商業活動。如從微觀來看，電子商務是指製造、貿易
企業、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個人消費者等的實體商業活動，利用網絡和先進
的數字化傳媒技術進行的各項商貿活動(鐘誠, 2015)。鐘誠除以下狹義和廣義
的角度定義電子商務外，更提出技術角度定義之，以下表 2- 1 就三個角度分
別探討其定義：
表 2- 1 電子商務三個角度定義
角度

定義

狹義角度

運用網際網路(Internet)平臺進行電子交易。

廣義角度

透過電子方式進行的商務活動，諸如電話、電視購物以
及實體商店中使用的銷售時點情報系統(Point of Sale，
POS 機)都屬之。

技術角度

是一種多技術的集合體，包括交换數據(如電子數據交
換、電子郵件)、獲得數據(共享數據庫、電子公告牌)，
以及自動獲取數據(條碼)等。以滿足企業、消費者(個人
或集團)於商品或服務時一連串的提高品質、加快服務速
度、降低費用等方面需求，如網路購物訂貨、付款、客
戶服務和貨物傳遞等銷售前後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而企業為提升客戶滿意度，運用電子商務結合先進資訊科技，再藉由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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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降低組織營運成本支
出，以達成提升作業效率的一連串的商業活動(經濟部商業司，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 2013)。Efraim Turban 將電子商務做最廣泛的定義，與電子化企業
相當，電子化企業(electronic business, e-business)內包含電子商務，電子化企業
不只擁有電子商務中企業夥伴間商品與服務的交易，更擁有企業夥伴間協同合
作、客戶服務、數位學習和組織內部電子交易等各式電子活動(Turban et al.,
2012)。
綜上言之，電子商務為運用網際網路和企業內部網路，藉由電腦、平板電
腦和行動裝置等載具，其目標為滿足企業與客戶間之供需，以達到提升商品與
服務品質、成本降低和增強效率，使得商務活動更加順暢的商務活動。
二、

電子商務類型
電子商務模式持續推陳出新，現今電子商務的類型眾多，因應「行動商

務」更衍生出「O2O 模式」(Online to Offline，線上虛擬交易對應線下實體結
帳取貨)，即為將虛擬網路和實體通路連結(黃信愷，2013)。電子商務如依參
與者間之關係和交易性質分為以下類型(Turban et al., 2012)，其中企業對企業
(Business to Business)和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 to Consumer)內容有些許重
疊，但在基礎上的運作及定位方式仍有所差別(朱海成, 2016)。綜合前述文獻
討論，本研究歸納之商業模式分別說明如下：
〈一〉 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 B2B)：指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連
結(朱海成, 2016)，為企業與其他企業透過電子化進行交易(Turban et
al., 2012)。如製造業採購與上游供應商或商業合作夥伴所建立的電子
化採購，即為企業間運作關係的整合，其中也包括如採購、投標下
單、電子訂單、技術支援、客戶服務等(朱海成, 2016)。又如戴爾
(Dell)藉由線上電子化方式向其供應商採購零組件，另與其合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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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電子化協同合作，並提供線上客戶服務(e-CRM) (Turban et al.,
2012)。

B
(企業)

B
(企業)

圖 2- 1 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B2B)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 B2C)：指企業與個別消費者進行
線上商品或服務等零售交易(Turban et al., 2012)。譬如消費者透過購物
網站如 Amazom.com(亞馬遜公司)、Dell.com(戴爾)、Zappos.com 購買
商品，為企業藉由網路向消費者提供的服務、資訊等商業活動(朱海
成, 2016)，故又稱為電子零售(e-tailing) (Turban et al., 2012)。另外如
證券網路電子下單、線上資料庫(Online Database)、網路購票等也屬
之應用(朱海成, 2016)。交易對象和 C2C 一樣皆為個別消費者(朱海成,
2016)。

B
(企業)

C
(消費者)

圖 2- 2 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B2C)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企業對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 B2B2C)：指企
業提供產品或服務給終端企業，終端企業再將此商品或服務銷售給客
戶，終端企業擁有自己的客戶，此客戶也可能是終端企業內部員工。
如 Godiva 販售巧克力給終端企業，終端企業再將巧克力銷售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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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抑或是終端企業將 Godiva 巧克力送給員工當作禮物(Turban et
al., 2012)。

B
(企業)

B
(企業)

C
(消費者)

圖 2- 3 企業對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B2B2C)
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消費者對企業(Customer to Business, C2B)：分為個別消費者透過網際
網路販售產品或服務給組織，另一類為消費者找尋供應商來滿足產品
或服務需求此兩大類別(Turban et al., 2012)。後者如消費者運用團體訂
購量大或其他群眾效益，使消費者向企業的議價能力增加，以達成買
價降低所產生的商業行為，如團購網；又如 priceline.com、
Booking.com、Agoda.com 皆屬此。屬於延伸性商業模式(朱海成,
2016)。

C
(消費者)

B
(企業)

圖 2- 4 消費者對企業(Customer to Business，C2B)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 to Consumer, C2C)：為消費者藉由線上市
集直接向消費者提供的服務、資訊等商業活動，即為消費者間自發性
的商品交易行為(朱海成, 2016)，如拍賣(主要 EBay 拍賣)和二手市場
等。另有個人服務廣告(如網路分類廣告銷售個人汽車或不動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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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知識與專業銷售(Turban et al., 2012)。交易對象和 B2C 一樣皆為個
人消費者。

C
(消費者)

C
(消費者)

圖 2- 5 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 to Consumer，C2C)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 政府對企業(Government to Business, G2B)：指政府單位將公共工程透
過電子數位平公開於政府單位設立的網站，如政府電子採購網，讓各
廠商皆可輕易地取得招標資訊，並取代以往厚重且繁複的投標書，部
分還可以電子投標(朱海成, 2016)。

G
(政府)

B
(企業)

圖 2- 6 政府對企業(Government to Business，G2B)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更廣泛的通稱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即為政府組織對企業(G2B)或
政府組織對市民(G2C)進行線上購買或提供產品、服務或資訊(Turban et al.,
2012)。

G
(政府)

C
(消費者)

圖 2- 7 政府組織對市民(Government to Consumer，G2C)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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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企業對政府(Business to Government, B2G)：指企業銷售產品或服務給
政府的商業活動(Schneider, 2013)。企業和政府之間的交易，如繳付稅
金、繳交報告或簽呈等。Schneider 認為 B2G 屬於 B2B 的一環
(Schneider, 2013)。

B
(企業)

G
(政府)

圖 2- 8 企業對政府(Business to Government，B2G)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 企業對員工(Business to Employees, B2E)：指企業組織傳遞服務、資訊
或產品給個別員工，業務代表運用電子化服務客戶(Turban et al.,
2012)，如用行動裝置內資訊向客戶銷售基金，故支援行動型員工的
電子商務又稱為企業對行動員工(business to mobile employers, B2ME)
(Turban et al., 2012)。

B
(企業)

E
(員工)

圖 2- 9 企業對員工(Business to Employees，B2E)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 P2P)：即為現今多數人討論的 P2P 網路借
貸，為個人透過網路平台向個人借貸，貸款方於 P2P 網路平台上發佈
貸款需求，投資人則直接透過網路平台將資金借給貸款方。其最大的
優勢在於，觸及以往傳統銀行難以服務到的借款人，讓貸款方於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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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充分享受高效率與便捷的貸款方式(曹磊、錢海利, 2016)。

P
(個人)

P
(個人)

圖 2- 10 個人對個人(Peer to Peer, P2P)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 企業內部電子商務(Intrabusiness e-commerce, Intrabusiness EC)：企業
內部組織、單位、部門與個人間產品、服務或資訊交換的電子商務活
動。從線上教育訓練、協同設計到銷售公司產品給員工皆屬之(Turban
et al., 2012)。

Intrabusiness
EC
(企業內部)

圖 2- 11 企業內部電子商務(Intrabusiness e-commerce，Intrabusiness EC)
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一〉

協同商務(Collaborative Commerce, C-Commerce)：個別員工或多

位員工同時在線上溝通、協作想法或產品，讓不同地區之企業夥伴克
服地域性問題(Turban et al., 2012)。

續下一頁圖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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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平台

員工

員工

圖 2- 12 協同商務(Collaborative Commerce，C-Commerce)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二〉

數位學習(E-Learning)：提供線上教育訓練，如目前常見的企業

教育訓練和虛擬線上課程(Turban et al., 2012)。

平台
人
圖 2- 13 數位學習(E-Learning)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三〉

商業流程(business processes)：企業從招募員工、採購、租賃或

購買設備、管理客戶和會計資料到消費者意見回饋等一連串支援購買
或銷售活動的商業活動，皆可運用網際網路技術管控這一連串的商業
流程。

招募
員工

進料
採購
管理

生產

出貨

管理

管理

行銷與
銷售

客戶

會計

管理

資料

圖 2- 14 商業流程(business processes)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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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eider 指出以電子商務三大重要類別企業對企業(B2B)、企業對消費者
(B2C)和支援銷售和採購活動的商業流程來看，商業流程就交易金額和數量而
言較 B2B 和 B2C 大，其中關係以下圖 2- 15 表示(Schneider, 2013)。

支援銷售和採購活動
的商業流程
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
企業對消費者
的電子商務

圖 2- 15 電子商務三大重要類別的關係
資料來源：參考 Schneider, G. (2013)，經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就以上十三大類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說明，歸納其各大類皆是透過
網際網路進行商品或服務交易，以下表 2- 2 簡述其重要概念：
表 2- 2 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簡述
商業模式

簡述

企業對企業(B2B)

企業與企業間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交易。

企業對消費者(B2C)

企業與個別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商品或服務等
零售交易。

企業對企業對消費者

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給終端企業，終端企業再將其

(B2B2C)

銷售給客戶。

消費者對企業(C2B)

(1) 個別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販售產品或服務給組織
(2) 消費者找尋供應商以滿足產品或服務需求。

消費者對消費者(C2C) 消費者藉由線上市集直接向消費者提供產品、服務
或資訊的商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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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表 2- 2 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簡述
商業模式

簡述

政府對企業(G2B)

政府運用電子數位平台公佈公共工程，讓各廠商皆
可於上取得招標資訊，如政府電子採購網。

企業對政府(B2G)

企業銷售產品或服務給政府的商業活動。

企業對員工(B2E)

企業組織傳遞服務、資訊或產品給個別員工，如業
務運用電子化服務客戶。

個人對個人(P2P)

個人透過網路平台向個人借貸，即為 P2P 網路借
貸。

企業內部電子商務

企業內部組織與個人間產品、服務或資訊交換的電

(EC)

子商務活動。

協同商務

個別員工或多位員工同時在線上溝通、協作想法或

(C-Commerce)

產品，讓不同地區之企業夥伴克服地域性問題。

數位學習

提供線上教育訓練，如企業教育訓練和虛擬線上課

(E-Learning)

程。

商業流程(business

運用網際網路管控企業從招聘員工、採購、管理客

processes)

戶、會計資料到消費者意見的一連串商業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節 金融科技(FinTech)與互聯網金融
一、

互聯網的興起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和學術名詞翻譯將 Internet 翻譯為網際網路

或互聯網，但仍以網際網路為多數學術各界的中文翻譯，惟學術中行政學和兩
岸對照名詞中有互聯網說法(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7)，由此可見互聯網用語來
自於中國大陸。故中文網際網路、互聯網或網路，皆指 Internet，但因翻譯或
15

口語使用不同而有所差異。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 2014 年中國兩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
聯網金融(Internet Finance, ITFIN)的概念(馬化騰、張曉峰, 2015)，2015 年 3 月
政府工作報告中更高揭要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推動行動網路、雲端運
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金融業和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網路金融和工
業網路發展(曹磊, 2016)。並表示互聯網+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黃
俊堯, 2015)。
「互聯網+」是以網際網路做為前提的廣泛基礎建設，整套的如行動上
網、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和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apps、APP)等配套資訊技術，在經濟、社會和生活中被廣泛的應用，在
各個產業、公司、部門和個人間透過緊密的連接，產生回饋、互動和不斷資料
流動性的過程，最終出現化學反應式的創新與融合。此基礎建設指的是所有産
業和企業的價値鏈、產品與服務、創意發想、研發設計、廣告行銷、交易開
始、服務及商品遞送到售後服務，都透過網際網路進行。1995~2003 年間將網
際網路視為工具，2003~2008 年間將網際網路視為管道，2008 年後將網際網
路視為工具，阿里研究院認為應將網際網路當作基礎建設，方能實現整體經濟
的轉型(阿里研究院, 2016)。
「互聯網+」範圍從消費者端到企業端，產業範圍越來越廣泛(阿里研究
院, 2016)，如互聯網+金融、互聯網+貿易、互聯網+食、互聯網+衣、互聯網+
住、互聯網+行、互聯網+育、互聯網+樂、互聯網汽車、互聯網+宗教、互聯
網+政治或互聯網+葬儀等(黃俊堯, 2015)。馬雲認為互聯網+須擁有創業、創新
的試驗場所，且將廣泛擴及中國農村、所有人的思想，也將同步促進知識、資
源、製造、服務在全球價値鏈上整合(阿里研究院, 2016)。「互聯網+」的基礎
建設為網際網路，而網際網路具有的全球化、開放、平等、透明和無疆界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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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將成為社會財富成長的新泉源(阿里研究院, 2016)。
根據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研究顯示，預計 2016 年全球互聯網
(Internet)用戶數將近達到世界人口數一半，約 30 億的人口。將二十國集團
(Group of Twenty, G20)的互聯網經濟(Internet Economy)加總起來高達 4.2 兆美
元，如果將 G20 視為一個國家經濟體，排名即是全球第五大國家經濟體，僅
次於美國、中國、日本、印度，更甚過德國；互聯網經濟(Internet Economy)更
在 G20(Group of Twenty)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占比高
達 4.1％，共 2.3 兆美元，產值已超過 2010 年時的巴西和義大利經濟體(Dean
et al., 2012)。現今各國紛紛投入資源發展互聯網，顯示互聯網(Internet)經濟已
不容小覷。
二、

定義
Rebecca Menat 於《The Fintech book》一書提到金融科技(FinTech)是英文

Financial Technology 的簡稱，意指眾多公司將科技運用於投資、借款、放款和
支付等。這一股新浪潮，破壞式創新開始挑戰人們舊有的模式，首當其衝且最
常聽到就是支付和轉帳，如轉帳的 Transferwise、行動支付的 Square、眾籌集
資的 Kickstarter、Crowdcube、Smart Angels，以及 P2P 放款的 LendingClub 和
Zopa(Susanne and Janos, 2016)。金融科技該新型態的金融服務，受惠於科技和
移動互聯網的進步、好的應用場景和可行的商業模式；但最重要的仍為金融服
務的使用者，讓使用者能夠隨時隨地、隨身地接受金融服務，金融業並為使用
者做到量身訂做，因此金融業才能做到「普惠金融」，向更多人提供金融服務
(唐祖蔭、陳世杰、劉奕吟, 2016)。
中信銀信用金融執行長劉奕成於《FinTech 金融科技聖經》一書提及目前
金融科技、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Internet Finance, ITFIN)、金融互聯網和
Bank3.0 和數位金融等用詞皆各有人使用，用詞尚未統一，而台灣最常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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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FinTech)則充斥於各場官方和非官方舉辦的研討會主題中。即使用詞
不一致，但各用詞的本質仍和以往一致(唐祖蔭、陳世杰、劉奕吟, 2016)。
在台灣多數稱為 FinTech 金融科技，而大陸多數稱為互聯網金融(Internet
Finance, ITFIN)或網路金融，接下來探討互聯網金融和網路金融之定義。互聯
網金融(Internet Finance, ITFIN)起源於金融業對互聯網工具的應用，由於金融
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數位化程度非常高，且金融業的產品和服務多屬於無形服
務，不需要實體配送，金融業成為較早運用互聯網的產業之一，互聯網和金融
堪稱最佳組合或孿生子(姚文平, 2014)。也有人認為，互聯網金融(Internet
Finance, ITFIN)即為運用互聯網思想、技術和管道改造和提升金融的本質「服
務商務貿易」，意味著讓金融業回歸和提升本質服務商務貿易，使金融不再封
閉，而是變得更開放、高效率、透明、普及和優惠(馬化騰、張曉峰, 2015)。
雖然目前互聯網金融意涵尚未有十分明確的定義，但就核心要素和基本屬
性來看，學者們的認知也漸漸明朗。互聯網金融是指具有網路精神、以網路為
平台、以雲端數據整合為基礎，構建而成金融功能鏈的新金融業態，最重要的
兩個基礎要素為網路平台和金融功能，也稱第三金融業態。互聯網金融既不同
於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亦不同於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應屬於第三種金融融
資模式(吳曉求, 2016)。吳曉求(2016)將互聯網金融依內容和概念區分為以下兩
項：
〈一〉 狹義：互聯網金融是不包括傳統金融業務網路化，即金融網路。傳統
金融業務網路化指以網路替代門市據點、人工服務和金融中介，但金
融產品結構、盈利模式並無發生根本性變化。另金融產品的網路銷售
及金融資訊的整合、發佈，為以網路為基礎的金融業務支持體系。多
數學者(如謝平)將其納入互聯網金融的範圍，吳曉求認為其應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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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互聯網(網路)，而非互聯網金融。
〈二〉 廣義：互聯網金融則包括吳曉求定義的金融互聯網(網路)。
馬化騰和張曉峰(2015)闡明互聯網金融對三個關係人的影響：
〈一〉 對於小型企業而言，互聯網金融意味著公平與機會。互聯網金融可觸
及以往傳統金融無法服務到的個人和中小企業，以中國為例，月平均工
資四至五千元的個人就有將近 8 億，因此互聯網金融對經濟發展具有舉
足輕重的意義。
〈二〉 對於金融產品而言，互聯網金融意味著融合和再造。比特幣一個去中
心的運作方式，無發行機構和國家主權，卻因互聯網而廣闊發行，顛
覆以往大眾傳統貨幣的理解，徹底的再造。原不知名的餘額寶，原是
某不知名基金公司的普通貨幣基金，再卻因融合了支付寶的資源，並
透過互聯網用戶中心的思維和互聯網的廣泛販售管道，於短短一年內
成了中國最大的貨幣基金，這就是融合的力量。
〈三〉 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互聯網金融意味著淘汰或壯大。金融機構如果沒
有深刻的認知互聯網是全面的新時代和變革，而只是把互聯網當作管
道，恐將被淘汰；反之主動融合和再造，將可能壯大並昇華。
而另一個名詞網路金融廣義的角度來說，只要運用網路的金融行動皆可稱
之，其中包括 P2P 網路借貸、網路支付、金融網路行銷、銀行電子商務、虛
擬貨幣、電子商務金融、群眾募資等模式。而狭義的角度，網路金融為運用網
路來實現資金融通，也就是貨幣信用化流通相關(曹磊、錢海利, 2016)。
綜合上述，可見得金融科技、互聯網金融和網路金融到目前為止無統一定
義。金融科技(FinTech)以科技和移動互聯網為基礎，並須擁有適當地應用場景
和可行地商業模式。其核心為金融業如何隨時隨地服務使用者，並為使用者量
身打造個人化商品和服務，為新型態的金融服務。而互聯網金融廣義的定義為
只要運用網路的金融行動皆可稱之。凡運用互聯網思想、技術和管道改造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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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金融服務的商務活動，使金融不再封閉，而是變得更開放、高效率、透明、
普及和優惠。金融科技、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金融互聯網、Bank3.0 和數
位金融等用詞雖然不同，但本質都是讓金融業提升服務商務貿易。綜合上述分
析，本研究以下表 2- 3 闡述其相同之處和各著重之重點：
表 2- 3 互聯網金融與金融科技(FinTech)相同處和重點
名詞

相同處

互聯網金融

以網際網路(Internet)為基礎發 運用互聯網思想、技術和管
展而來，皆為提升金融服務的 道
商務活動
運用科技

金融科技

重點

(FinTech)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財富管理
一、

財富管理的源起
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由於二十世紀末期隨著世界財富大幅湧現，

需求面而言，富有客群積極地欲透過更多元方式管理財富，客群更擴大至一般
大眾(林容竹，屈立楷，林澍典，梁亦鴻, 2015)；供給面而言，金融業者欲滿
足新興客群和日益講究的客群，故由緣自十七世紀英國私人銀行發展而來的私
人銀行(Private Banking) (Maude and Molyneux, 1996)，轉變成現今普及的財富
管理(wealth management)。
財富管理為私人銀行的延伸發展，以往的私人銀行是金融機構提供高資產
淨值客戶一系列管理財富的服務，而財富管理則是為資產規模較小的客戶服
務，包含設立獲利目標和資產組合，其兩者的目的皆為替客戶保存和創造財
富。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金額的大小與交易型態(齊克用, 2017)。綜合以上
論述，財富管理其中包含私人銀行，財富管理的金融服務較私人銀行範圍更寬
廣，而客群也較廣泛(Maude, 2008)，如下圖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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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

私人銀行

圖 2- 16 財富管理與私人銀行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財富管理定義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因應國人以各式金融商品做為理財投資

之情況日趨普及，為使證券商、人身保險業、銀行業提供財富管理服務時有標
準之一致性規範可循暨保護消費者權益，而分別就證券商、人身保險業、銀行
業提出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以維護金融市場之穩定。
其中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因其相關監管重點已於 2005 年
間分別於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應注意事項、信託業法相關規定、境外
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等各業別加以規範，另合作
推廣或共同行銷推廣保險商品已受保險規範，金管會為免於法規重複，故廢止
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1(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2 年 03 月 1
日)。故得知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廢止，屬於未避免重複或不一
致之情形發生，而非定義或規範有異議，故其財富管理之定義仍具有參考價值
(羅祖芳, 2015)，以下分別以「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銀行
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及「人身保險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
之財富管理定義如下：
〈一〉 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二條闡釋，財富管理係指證券
商業務人員針對高淨值客戶需求，提供財務規劃或資產配置等金融商

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新聞稿(2012 年 03 月 1 日)。廢止「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
項」及「銀行對非財富管理部門客戶銷售金融商品應注意事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北
市，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3 月 3 日，取自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
o=201203010007&toolsflag=Y&dtable=News
21

品銷售或顧問諮詢服務，或是以信託為客戶進行資產配置之服務2 (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5 年 01 月 21 日)。
〈二〉 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二條和人身保險業辦理財富管理
業務應注意事項第三條指出3，財富管理係指銀行理財業務人員和人
身保險業務員針對高淨值客戶需求，提供銀行和人身保險業各式金融
商品和服務，為客戶做資產負債配置或財務規劃等服務。銀行和人身
保險業辦理財富管理業務，如涉及外匯業務者，皆需經中央銀行之允
許，始可辦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05 年 07 月 21 日, 2006 年 01
月 13 日)。
以上高淨值客戶之條件，各自由證券商、銀行和人身保險業自行依據營運
策略制定之，唯有證券商亦可參閱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三條所定專業投
資人之條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05 年 07 月 21 日, 2006 年 01 月 13 日,
2015 年 01 月 21 日)。
國內外學者及業界專家對於財富管理之定義提出諸多看法，茲扼要整理如
下 ：
〈一〉 Maude (2008)指出財富管理指為客戶提供各個面向的量身打造的個人
理財諮詢服務。財富管理業者必須適當運用完整的產品、服務和策略，
並蒐集個人金融資訊，為客戶規劃一系列量身打造的個人財務建議。財
務建議必須深植人心，且品質須遠遠超越一般消費金融的服務標準

2

證券暨期貨法令判解查詢系統(2015 年 01 月 21 日)。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
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北市，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2 月 21 日，取自
http://www.se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G0100828
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05 年 07 月 21 日)。銀行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
意事
項，2012 年 03 月 08 日廢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台北市，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2 月 21
日，取自
http://law.fsc.gov.tw/la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E059203&KeyWordHL=%E9%8A%80%E8%A1
%8C%E8%BE%A6%E7%90%86%E8%B2%A1%E5%AF%8C%E7%AE%A1%E7%90%86%E6%A5%AD%E5
%8B%99%E6%87%89%E6%B3%A8%E6%84%8F%E4%BA%8B%E9%A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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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de, 2008)。
〈二〉 鍾嘉莉(2009)提出財富管理係專業服務人員如理財專員(Financial
Advisor/Financial Planner)或稱客戶經理(Relationship Manager)專為高
淨值客戶(High-net-worth Clients)依其生涯各階段理財需求提供各式金
融商品，以達成高淨值客戶保存與創造財富等目標。
〈三〉 林金典(2011)指出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即金融業為目標客群
高淨值資產客戶(high-net-worth clients)提供理財諮詢規劃與資產組合
管理之專屬服務。而營運業務範圍，財富管理透過貨幣現金、證券、
保險、期貨、債券、衍生性金融商品、稅務、退休等系統性的財產規
劃服務，以達到風險趨避和最佳獲利之目的，與傳統銀行業以存放款
及銷售基金為主的營運方向做出區隔。
〈四〉 富比士雜誌 Prince(2014)將財富管理4分別以個人和財務顧問兩個角度
解釋之，個人的角度來看，財富管理為解決或改善高資產客戶財務狀
況的科學；而從財務顧問的角度來看，財富管理是財務顧問或諮詢團
隊以協商方式為高資產客戶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和產品的過程。總括
來說，財富管理為提供適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來滿足高資產客戶需求
的協商過程。
〈五〉 陳惠美、李河泉、王信力、廖文立、黃士州、賴三郎、沈建各(2014)
所稱財富管理指金融服務業依據客戶需求進行財務規劃或資產負債配
置，提供各項金融商品及服務。
〈六〉 林容竹，屈立楷，林澍典，梁亦鴻(2015)將財富管理定義為透過規
劃、執行與管理財務資源，達到生涯各階段之目標的過程。即是合宜
管理目前與未來的財務資源，使資源得以滿足生涯規劃中不同時段所

4

forbes(2014). What Is Wealth Management? Retrieved March 19, 2017, from database on the
World Wide Web: https://www.forbes.com/sites/russalanprince/2014/05/16/what-is-wealthmanagement/#2b2cabaf13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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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目標。
〈七〉 林玲真(2015)指出「財富管理」一詞常常被人們與「理財規劃」混為
一談，從狹義的解釋來看，財富管理的範疇大於理財規劃，如下圖 217。林玲真更歸納指出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為結合證券經紀
業務(Brokerage)、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與私人銀行(Private
Banking)等三大業務，為中高階富裕的高淨值客戶(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HNWI)，依據各階段人生規劃與需求，提供有關現金管理
(Cash Management)、投資組合管理(Portfolio Planning)、稅務規劃(Tax
Planning)、信用管理(Credit Management)、保險管理(Insurance
Management)、退休管理(Retirement Planning)及財產規劃
(EstatePlanning)等一系列的金融服務，以為高淨值客戶量身訂作適合
個別戶的財富規劃、投資、節稅、信託諮詢與服務。
資產管理業務
私人銀行業務
財富管理

保險規劃
經紀業務
退休規劃
理財規劃
投資規劃
稅務規劃

圖 2- 17 財富管理與理財規劃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 齊克用(2017)認為財富管理指幫助高淨值客戶管理不同時期人生的現
金流量，故財富管理應與客戶人生目標相關聯，如保障未來資產、降
低負債、降低風險、規劃收支及節稅避稅等要點，協助客戶管控現金
流量表、未來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提供現金、證券、稅務、投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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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資產管理、信用、保險、退休、財產規劃、保險醫療風險管理和
負債管理等全面性的資產管理服務。
根據以上文獻論述，財富管理為滿足客戶各階段人生規劃，所提供的各個
面向客製化的個人理財諮詢與服務，重點在於財務建議必須深植人心，且品質
須遠遠超越一般消費金融的服務標準。
三、

財富管理理論
財富管理的經營範疇包括證券、投信、投顧、信託、保險和銀行等業務財

規劃，一般意旨針對高淨值客戶提供現金、證券、保險、信用融資、投資管
理，以及稅務，退休，財產規劃等一系列的理財規劃與資產管理服務，另需適
時配合律師及會計師的專業服務，幫助客戶管理人生各階段的現金流量，協助
客戶進行各種投資的規劃(齊克用、李宜豐、余仁弘、王儷玲, 2007)。國內外
學者及業界專家對於財富管理的經營範疇提出諸多看法，茲扼要整理如下 ：
〈一〉 Maude(2008)闡述財富管理不只提供和私人銀行核心服務相同的資產
管理，財富管理更著重於金融服務和攸關財富的聚集、管理、保本、
增值與轉移上，也就是同時關注客戶資產和負債，以達到全面性服務
客戶，財富管理的服務涵蓋以下類別(Maude, 2008)：
1、 資產管理：傳統投資、結構型商品、金融與非金融資產(如房地産、
藝術品、美酒與大宗物資)、全權委任與諮詢，此為最廣義的服務類
別。
2、 證券經紀。
3、 銀行業務：主要銀行業務如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流動性管理等。
4、 借貸：如信用卡、房貸、保證金融資、私人座機融資等。
5、 保險：如壽險、產物險、健康險、醫療險、退休金管理等。
6、 各類諮詢： 稅務、資產配置、 財富投資組合、信託、家庭糾紛仲裁
和多項規畫(如金融、退休、公益、繼承)，更有提供「富裕病」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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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理治療等。
7、 多元協助服務： 遊艇仲介、藝術珍藏、房地產地段、旅館、餐廳與
戲院訂位服務。
〈二〉 齊克用(2017)指出財富管理的範疇包含理財規劃，資產管理、現金管
理、信用、投資管理建議、買賣股票、基金、保險、信託業務、稅務
規劃、長期避稅規劃、退休、財產規劃、遺產規劃、風險管理、保險
醫療風險管理、負債管理等全方位的理財規劃與資產管理服務，其範
疇涵蓋證券、銀行、投信、投顧、保險之金融業務。簡述財富管理涵
蓋項目有證券經紀業務、資產管理業務、私人銀行業務、理財規劃等
業務，如下圖 2- 18，而財富管理其中的理財規劃涵蓋投資規劃、稅
務規劃、保險規劃、退休規劃四大核心。
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服務

證券經紀業務

資產管理業務

私人銀行業務

理財規劃

圖 2- 18 財富管理涵蓋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財富管理包含投資建議、稅務規劃、風險管理等範疇，故財富管理的金融
服務提供者涉及多類專業人士，如保險、銀行、投信、律師或會計師等不同的
專業人士的專業服務(齊克用, 2017)。而服務的目標客群為可投資資產十萬美
元(台灣證券與銀行多以三百萬台幣5為門檻)的客戶(廖珮君, 2005 年 08 月 23
日)，當然也包含私人銀行鎖定的金字塔頂端的高淨值客戶(High net worth

5

廖珮君. (2005 年 08 月 23 日). 想當銀行 VIP 資產最少百萬. 蘋果日報. Retrieved from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050823/199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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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HNWI)，此高淨值客戶指可投資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約當三千萬台
幣)的客戶(Maude, 2008)。
財富管理與其他消費金融服務的差異為財富管理重視與客戶關係之既廣且
深的獨特性，專對客戶全方位的財富做高度客製化的規劃服務，服務內容不僅
涵蓋客戶理財生涯的一切領域，也對客戶的投資價值與關切的重點瞭如指掌。
財富管理須和客戶產生共鳴，服務遠超越一般消金服務標準。以下三項為公司
財富管理經理須具備的條件(Maude, 2008)：
〈一〉 財富管理經理對於客戶的服務與關係，需同時兼備廣度(強調全方
位、包羅萬象和周全等)與深度(私密、客製化及個人化)。
〈二〉 提供的商品與服務特別著重於資產規畫、跨世代規畫服務、稅務諮詢
及特殊投資。
〈三〉 滿足客戶特定之目的，譬如投資績效、保本或是財富轉移等。
四、

財富管理策略
財富管理的客戶區隔，即指為特定客群打造與提供符合該客群的商品及服

務。隨著客戶需求、想法、態度或行為的改變，以及考慮客戶的財富配置、來
源及預期的服務水準，財富管理業者須相對應地了解客戶的變化，適時提供適
合客戶之服務與商品，並找出客戶價值的新來源。因為財富管理並無放諸四海
皆準的商品和服務，為讓財富管理業者能夠完整的提供服務和商品，因此財富
管理業者須做好客戶區隔，雖此為一大難題，但最基礎的原則是一樣的，即為
了解客戶。之後再依客戶需求提供最符合客戶投資目標的商品與服務，以及最
適合客戶喜好的客戶關係風格。客戶區隔的關鍵在於正確與輕鬆地為顧客分
類，以便提供差異化服務。當客戶認為商品與服務是依據他們特定需求量身打
造時，就會願意付出更高的費用，此時財富管理業者與客戶皆處於雙贏狀態
(Maude, 2008)。林玲真(2015)以客群做為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所提供
的服務項目分類如下圖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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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服務

高淨值客戶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HNWI)

中高階富裕客戶




財富規劃
節稅
投資



信託服務與諮詢等

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私人銀行(Private
Banking)

證券經紀業務
(Brokerage)

現金管理(Cash Management)
稅務規劃 (Tax Planning)
信用管理(Credit Management)
投資組合管理(Portfolio Planning)
保險管理(Insurance Management)
退休管理(Retirement Planning)
財產規劃(Estate Planning)

圖 2- 19 財富管理依客戶群分類之服務項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David Maude 更提出一系列客戶區隔方式如下敘述：
〈一〉 傳統概略法，財富金字塔：最常見的基本客群區隔方式是依據財富多
寡來分，即所謂的「財富金字塔」，區分為四大區隔：富人(美金十萬
至五十萬)、高淨值人士(美金五十萬至五百萬)、超高淨值人士(美金
五百萬至五千萬)與極高淨值人士(大於美金五千
萬)(PricewaterhouseCoopers, 2005)。不過此客戶區隔方式，並未能充
分因應個別需求，因為同一客戶區隔的客戶群，即使財富水準相似，
但客戶間仍有截然不同的需求，故可投資財富的水準區分方式應只用
來篩選一開始加入財富管理分級的門檻。除了財富水準外，大多數公
司還會再更進一步找出客戶間的相似點。
〈二〉 客戶背景區隔法：依據一項或多項標準缺隔客戶群，例如性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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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工作經驗、家庭背景、帳戶的潛在獲利與行為等。
1、 財富來源：高淨值人士的財富來源將會影響投資習慣、商品與服務需
求。採用該分類的優點在於，專注於特定財富來源客群時，可以滿足
該客群特定的需求。依據財富來源將客戶分類為以下幾種：
(1) 舊財富與新財富：此為傳統分類法，舊財富大多和繼承的財富有關；
新財富主要為透過創業及多種高薪職業(如管理高層)創造財富(IBM
Consulting Services, 2003)。舊財富又可分為積極與消極兩類，積極類指

生產力高、目標明確的繼承者；而被動類指悠閒富豪。新財富又可分
為日積月累與一夕致富，大多數屬於前者為經營事業多年後，轉賣出
售後，取得需要理財的流動性財富。風險承受度來說，新財富創業家
較信託基金的舊財富繼承者高；新財富創業家通常較偏好積極型的投
資組合，相對的舊財富繼承者趨向保本的投資組合。但舊財富往新財
富流動的趨勢持續發生，此兩客群風險偏好與行為差異已不明顯。
(2) 第一代與第二代財富：是一種常見的分類法，大多數第一代高淨值人
士是財富的創造者，第二代則是財富繼承者，但此分類過於簡化，有
些研究者表示，第二代財富繼承者關注的重點可能和第一代相似。
〈三〉 客戶參與程度區隔法：博思艾倫諮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將私人
理財客戶區分為以下四種客群(Booz Allen Hamilton, 2003)：
1、 委任者：客戶希望所有活動都交由財富管理業者處理，他們需要參與
度不高的財富管理方案。他們所認定的服務好壞參數是：有同理心與
可靠的專業顧問、快速且輕易完成要求、簡單有效的保證和嚴謹的財
務與投資管理。
2、 參與者：客戶將投資視為嗜好，喜歡與財富管理業者一同管理自己的
投資組合。他們預期的卓越服務包括：有趣、有意義的投資點子、時
間與關注、理財專業來創造績效。
3、 挑選者：客戶是對理財特別講究的投資人，會精挑細選商品與服務，
他們期待的卓越服務是：適合的商品與服務創新、提供最高水準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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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長期維繫的關係、優異的績效。
4、 極高淨值者：(依據博思艾倫的定義，是指可投資資産超過 5 千萬歐
元者)客戶預期市場變化迅速，以類似法人的態度購買服務或商品，
標準相當嚴苛。他們期待的卓越服務是：一流的專業、管理複雜度、
良好的關係人脈與把簡單的事情做好。
〈四〉 多重區隔法：比較先進的業者採用此法，雖區隔並無固定或正確的方
法，但是對於全球某些財富管理業者來說，結合個人背景、年齡與行
為模式是了解與打動客戶的有效方法。如將高淨值客戶再予以做多重
區隔，目的為根據年齡與財富來源的不同，推薦符合客戶的投資標
的，展現出不同的理財複雜度。將某區域或國家的高淨值人士分成五
類：積極退休業主、消極繼承者、創業者、專業人士與極高淨值人
士。
〈五〉 新區隔與細目區隔法：財富管理業者將客群依據創造價值高低做為區
分，因為在此競爭市場中，有效的客戶區隔可以讓業者找到目標客
群，迅速向目標客戶展現自己有本事滿足他們的特定需求。盡力設計
客戶最需要的商品與服務，並教育客戶，展現自己有本事滿足客戶的
特定需求，客戶認知業者的優點，並給予肯定，這將讓業者更有機會
從競爭中脫穎而出，滲透高淨值市場或在市場中取得更高的市佔率，
客戶區隔做得好就是成長的關鍵。如專業體壇選手、演藝明星、女性
新貴或國內境外高淨值人士。
財富管理除了客戶區隔外，另一個重點為商品來源與管理，好的商品將會
為客戶帶來更多價值，並會使得客戶黏著度提高。David Maude 提出開放式商
品架構，即為從組織內部各單位或外部供應商選擇最棒的商品、服務或加值服
務。由於客戶對於商品與服務的要求與期許日益增加，大部分公司很難只銷售
自家商品和商品中提供的加值方案。且高淨值人士也認為沒有一家業者可以在
各商品與服務上，都提供業界最佳的方案，所以業者應該增加外部商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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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應。業者當然都較希望銷售自家的商品，但隨著商品種類日益擴增、業界
競爭激烈，以及客戶需求日漸要求品質，如不採用開放式商品架構將無法繼續
滿足客戶需求。開放式商品架構的趨勢相對的對於擁有商品創新能力的大型金
融機構，以及與投資銀行關係密切的業者來說比較有利。此策略將使業者便於
善用管理多種商品生命周期的技巧和製造商品的能力，提供給客戶可以因應資
本市場波動而獲利的商品。此外，讓業者得以迅速推出商品上市，在市場上掌
握首動者優勢，掌握成長優勢。並可以藉由此策略替補該業者某領域或某類商
品空缺，因為沒有一家業者在各領域中都可以提供最佳的方案或商品。開放式
商品架構是財富管理業者的生存之道(Maude, 2008)。以下就開放式商品架構的
機會與威脅、挑戰和避免其產生負面影響的因應方式加以說明：
〈六〉 開放式商品架構的機會與威脅：主要機會為業者可提供多元最佳方
案，滿足客戶日益複雜的商品生命週期需求，強化客戶關係，帶來更
多的營收。主要威脅為減少業者的總和利潤，讓客戶對於該業者內部
開發能力觀感較差，因其無法提供非最佳商品或服務(Maude, 2008)。
〈七〉 開放式商品架構的挑戰：如何管理外部供應商，並提供符合客戶需求
的商品組合，盡可能有效的經銷(Maude, 2008)。
〈八〉 避免開放式商品架構產生負面影響的因應方式(Maude, 2008)：
1、 規畫新商品製作流程，確保自家通路持續供應自己的商品
2、 配置與管理前台銷售人員，更強調加值方案，藉此把焦點放在銷售業
績的提升上(誠如前述)。
3、 從新的製造方法中找出獲利機會。
4、 拓展配銷通路，包括內部及外部的客戶推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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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透過半結構式專家訪談法，分析目前電子商務對證券業之影
響，並依其結果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專家訪談法
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料蒐集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訪談，從非常正式的結構式訪
談(structured interview)至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Best, 2012)。依
研究者對於訪談的控制程度劃分為以下三大類型：
一、

非結構式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非標準化訪談，通常從
受訪者的敘述開始，沒有早已設定好的討論主題、問題或順序，故每位
受訪者的訪談內容皆不同(Donald & Pamela, 2010)。非結構式訪談與結構
式訪談不同於其無使用訪問表格及事先確定好訪問程序，且非結構式訪
談具有較結構式訪談和半結構式訪談較高的彈性與自由，研究員依受訪
者和情境隨機應變訪問問題、內容、順序及其用語，通常以生活化閒聊
之方式進行，強調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黃國彥, 2000)。其依結構
性的程度，又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 重點集中訪問：訪談重點著重於受訪者訪某一經驗上，並找尋此一經
驗對受訪者之影響。
〈二〉 非指導性深度訪問：讓受訪者盡情表達情感，研究者不給予任何的指
導、建議或提問。此方法常用於心理治療上，得以了解受訪者的隱藏
動機、個人的欲望、恐懼和衝突，以及不被接受的態度等。
由上可知，非結構性訪問的優點有二，其一，深入了解問題，適用於研究
知覺、態度和動機上的問題；其二，所獲取的資料真實性較高。而非結構性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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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缺點則為所得資料難以量化，以及不同的訪問資料比較困難。因此，非結
構性訪問適用於研究初期，藉由此讓研究者得知受訪者對問題的看法，以及問
題內容適切性(黃國彥, 2000)。
二、

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者會針對研究目的，
於訪談之前設計和模擬訪談情境 (Flick, 2007)，並擬好訪談受訪者的正式
問題清單，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和受訪者皆可能提出衍伸議題或問題(Best,
2012)。半結構式訪談處於結構式訪談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Best, 2012)，
相較於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開放的訪談方式，因其不需要以
標準化訪談法或問卷作答，使受訪者更能清楚地表達受訪者自身的經驗
與觀點(Flick, 2007)。半結構式訪談亦屬於開放式訪談法，開放式訪談法
於英語區和德語區皆被廣泛使用，而在眾多的開放式訪談法當中，半結
構式訪談法較受關注，且較廣泛地使用在研究上(Flick, 2007)。

三、

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標準化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研究者依訪談前標準化問題、訪問表格及確定訪問程序(黃國
彥, 2000)，採用類似問卷的詳細訪談(Donald & Pamela, 2010)，逐題照本
宣科地，以相同的話和口氣訪問受訪者(Best, 2012)，但其引導問題的次
序和特殊的發問方式，仍屬於開放式問題(Donald & Pamela, 2010)。結構
式訪談相較於半結構式訪談來說，為較不開放的訪談方式(Flick, 2007)。
對於受訪者，須於受訪期間內隔離於與相關情境之外，其受訪者間的聯
繫較弱(Flick, 2007)。
半結構式訪談(emi-structured interview)擁有多項訪談法，取專家訪談法探

討之。Meuser＆Nagel(1991)探討的專家訪談法為半結構式訪談法中其一的特
殊應用，著重於受訪者為某一個領域活動中的專家，擁有該領域豐富之經歷與
專業能力。專家訪談法的訪談重點與傳記式訪談法不同於，傳記式訪談法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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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於受訪者完整個人身上，而專家訪談法則是將重點擺放於專家某領域的專
家能力上。專家訪談法可以增加資料蒐集的多元性，還更能了解受訪者對問題
的想法和態度，同時亦能透過施測者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對問題做更清楚的
釐清或重新釐清問題的本質，得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真實感後與行為認知
(Donald & Pamela, 2010)。
專家訪談法以受訪者的結構來看，受訪者不代表任何一家組織或單一個案
之身分，而是代表某一群擁有特殊專業能力的專家團體(Flick, 2007; Meuser,
1991)。從訪談訊息的範圍來說，受訪者提供可能相關訊息，專家訪談法相較
其他訪談法受到較多的限制。因此，事先擬好的訪談大綱需排除可能無發展性
話題，較具有強勢的引導方式，且為符合此訪談法重點在於是否能夠讓訪談內
容契合研究者所欲探討的專業知識(Flick, 2007)，Meuser＆Nagel 列舉了以下幾
點專家訪談法可能失敗原因，做為本專家訪談規避之事項，以提高專家訪談的
準確性。
〈一〉 受訪專家中斷訪談流程，並從訪談內容得知，該名受訪專家其實並非
訪問前所設定的主題領域專家。
〈二〉 受訪專家談論時偏離訪談主題，試圖讓研究者涉入該專業領域當前的
衝突中，並且談論著受訪專家個人工作領域中內部事件與密謀事件。
〈三〉 受訪專家談論過多的其私人事務，而不是專業知識，也因受訪專家經
常性地在專家與私人的角色間轉換，導致時間的耗費。
〈四〉 專家訪談法中「演說訪談法」(rhetoric interview)如果受訪專家針對訪
問主題進行的演說(lecture)，進行方式和一般訪談的對談問答不同，
但仍為成功的訪談。但如受訪者的演說無法切中訪談要旨時，因其形
式的互動關係，將使得訪談更難回到訪談主題上。故「演說訪談法」
(rhetoric interview)須小心使用之，因其結果可能介於成功與失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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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另為使專家訪談法進行順暢和符合訪談目的，以下為專家訪談法的技巧和
應注意事項：
〈一〉 事先設立訪談大綱其目的為確保研究者明白其訪談主軸和目的，免於
使研究者訪談時像無法勝任的與談者(Michael and Ulrike, 1991)。訪談大綱亦
可確保研究者掌握訪談，避免訪談迷失於毫無相關的主題上；也同時避免讓
受訪專家陷入即興敘述與主題不甚相關的個人見解或個人議題上(Michael
and Ulrike, 1991)，例如受訪者個人偏見將會扭曲回應，促使訪談者順著受
訪者的偏見走(Michael and Ulrike, 1991)。
〈二〉 在訪談過程當中，研究者需要能夠清楚地表達出訪談大綱之意涵，並
熟稔訪談的主題(Michael and Ulrike, 1991)。
〈三〉 對於專家訪談結果的詮釋，主要的目的在於分析與比較受訪專家們知
識內容(Michael and Ulrike, 1991)。
四、

專家訪談法採用原因
電子商務於台灣金融業行之有年，但由於互聯網蓬勃，發展而來的金融科

技(FinTech)與互聯網金融，在台灣仍屬發展階段。由文獻可知，目前金融科技
(FinTech)與互聯網金融才漸漸地有較清晰的定義，但其策略和因應措施仍無一
套完整或系統性的因應。故本研究以半結構式專家訪談法深入探討電子商務對
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訪談前先擬定與研究主題目的攸關之問題，再向擁有
電子商務和財富管理領域之豐富經歷與專業能力的業界專家進行訪談。藉其了
解業界電子商務於財富管理的應用和運作，與藉由電子商務因應未來金融科技
(FinTech)與互聯網金融的挑戰；了解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後，給
予未來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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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資料分析法
文獻資料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的目的是有意義的彙整所蒐集到的資
料，加以詮釋並衍生成適當的推論(Best, 2012)。文獻資料分析法是利用文獻資
料執行的研究方法，屬於間接研究方法，文獻意指記錄過去有價值的歷史圖書
文物資料，蒐集的來源廣泛(葉至誠、葉立誠, 2011)，蒐集之資料屬於次級資
料(Secondary data，又稱第二手資料)，其次級資料分析指分析他人蒐集之資
料，而非自己為研究自身蒐集之原始資料(primary data，又稱一級資料)(Flick,
2015)。研究者需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類、加以編碼、篩選與組織，意指研
究者資料須歸納成一個周全的概念或理論框架下，使其能夠被理解(Best,
2012)。
研究者指出並標示觀察行為的基本要素(essential element)，研究者將所觀
察到的行為放入所對應之類別中，該過程是在觀察中確定形式的重要步驟，使
研究者更能確定資料間之關係。也讓研究者能夠確定在觀察情境中的關係
(Jorgensen, 1989)。當資料來源為談話時，以關鍵詞做為識別對話的基本要
素，再依關鍵詞歸納入所屬類別，如前述，此過程是確定形式的重要步驟，使
研究者更能識別資料脈絡之間的關係(Best, 2012)。
葉至誠和葉立誠將文獻資料分析法做以下探討：
一、

文獻資料來源形式：

〈一〉 空間分布形式：我國或外國，及其各地方之文獻。
〈二〉 知識形式：
1、文字文獻：公開出版的書籍，報紙，雜誌，公布或未公布的國家法律
條文，政策文件，會議記要，備忘錄，日誌，大事記等文書檔案，以
及私人日記，筆記，信件，自傳，供詞。
2、數據文件：各種總體與分類的統計年鑑，統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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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象文獻：繪畫，雕塑，圖片，電影片，電視片等。
4、有聲文獻：唱片，錄音帶等。
5、紀錄形式：手抄、印製、錄製和攝製文獻、甲骨文獻和金古文獻。
〈三〉 歷史時期形式：古代、中世紀、近代、現代文獻。
〈四〉 製作過程形式：
1、原始文獻：作者親自直接調查後，所撰寫之各形式文獻。
2、檢索文獻：將分散的原始文獻，依原始特徵加工整理後的書目、文摘
和索引等。
3、綜合文獻：原始文獻內容進行綜合比較和分析後，製作而成的專題、
評論、學科年鑑或動態綜述等。
〈五〉 科學分類形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圖書文獻；自然科學圖書文獻(分
基礎理論研究文獻，中型理論研究文獻)；應用理論研究文獻；工程
技術研究文獻；經驗研究文獻。
本研究主要以空間分布形式和知識形式作為文獻資料蒐集範圍。
二、

文獻資料分析法的特性

〈一〉 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由於文獻資料為過去的社會事實，研究者可以
透過文獻(如政府機構統計資料)取得研究者無法身歷該時空背景的資
料。
〈二〉 超越研究者的經驗與視野侷限：廣泛的取得以往各領域的調查結果，
超越自己研究調查的侷限性，也是對於以往前人調查研究侷限的超
越。由於每個人做研究都有其侷限性，如個人生命、知識結構和時空
的有限性，使得每個人的研究不可能在某個領域獲得所有第一手資
料。在從事研究工作時，經常會遭遇到某些特殊問題。
〈三〉 超越調查中研究者與被調查者互動失真的不良影響：文獻屬於有歷史
歷史價值知識的載體，不受研究者主觀因素，或訪談法和觀察法中研
究者與受訪者互動不良(如受訪者的偏見、成見、反感、掩飾、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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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態行爲等)影響調查品質，更有利研究者客觀地和全面地了解過
去的社會事實，因此文獻資料分析於社會調查研究中有著不可取代的
地位。研究問題如屬既無法用實驗來加以驗證，又不能以社會調査來
尋求解答，文獻資料分析為其適當的的研究方法。
〈四〉 可提供有效解決方案：社會和行爲科學研究者若想運用其研究結果來
解決社會問題，研究者研究時必須提供詳細、確實且可靠的社會問題
背景資料，其資料來源最主要來源為既有文獻，以檢視研究結果是否
適用於現實社會中，且社會大眾也會較容易接受該研究。
文獻資料分析法的優點有較易了解文獻背景資料、增加效度、節省研究經
費、內容可性度較高和自主性高。

第三節 訪談對象背景
本研究採專家訪談法，係以負責電子商務或財富管理之金融業界高階專業
經理人為訪談對象，並以面對面專家訪談，深入探討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
理之影響與其未來發展。目的為於參酌與整理專家觀點後，擬訂未來發展方向
與因應策略。訪談對象為金融業界負責電子商務與財富管理策略發展之協理 2
名，執行該業務之資深經理 1 名和經理 3 名，皆富有專業素養和擁有豐富的多
年實務經驗與認知。訪談對象背景資料如表 3- 1。
表 3- 1 訪談對象背景
編號 公司名 職稱

年資 性別

1

A 公司 協理

15 年 男

2

B 公司 協理

13 年 男

3

C 公司 資深經理 12 年 男

4

D 公司 經理

15 年 女

5

E 公司 經理

9年男

6

F 公司 經理

10 年 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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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公司為業界電子商務落實之證券公司，且皆為台灣知名之證券業者。
目前台灣證券業無像國外證券公司僅服務特定資產規模之客戶，台灣僅依部門
分別服務不同資產規模之客戶，雖各證券公司仍各有其有主力客群，但各家證
券業者發展電子商務之企圖心是不謀而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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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業簡介

第一節 台灣證券業介紹
一、

證券市場組織架構
台灣為使流通證券活絡經濟，且讓企業更便捷地籌募資金以發展事業，故

須仰賴以下健全的資本市場組織架構，以維護集中市場的順暢運作(簡立忠,
2016)。以下就台灣各機關目的簡述之：
〈一〉 證券主管機關：以金融管理委員會為管控中心，頒布證券市場業務規
則和監理法規，供各業遵循，使資本市場穩健發展。
〈二〉 臺灣證券交易所：維護集中市場運作和秩序，提供公平透明的投資平
台，讓投資人們投資更加安心與平穩。另讓企業能夠更便捷地籌募資
金以發展事業。
〈三〉 各中介機構：包括證券商、會計師和律師等，證券商於證券市場中受
投資人委託與自行買賣證券；於發行市場探掘和協助優質公司上市，
並須依主管機關規定執行與推動各項法規，因此證券商、會計師和律
師三中介機構，以證券商的角色最為重要。
二、

證券市場發展歷程
台灣證券業(Securities Industry)從 51 年起至今，從單一業務至多項業務，

更括擴升至財富管理與過繼證券業務；證券家數由陸續設立，至市場高度競爭
和獲利衰退，而開始整併；監理機關從輔導運作，到嚴密查核，推動內控，再
至以風險評等作為證券商管理的依據，降低整體查核頻率。證券業經過各階段
成長，業務更趨多元，經營管理制度亦逐漸建構完整，法規政策落實，並持續
強化內部控制制度，期望更能成功於國際市場立足，如下表 4- 1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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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證券市場發展歷程
西元

證券商

1962 年

1. 主要業務：經紀業務。
2. 家數：由於證券商成立需經由主管機關特許，故成立家數
不多，共有 14 家專業證券經紀商，14 家銀行兼營證券商，
共 28 家證券商，總分公司共 65 家。
3. 法令規章：此時期尚未完備，業務面以仰賴資深業務人員
經驗傳承，財務面則確保款券收付。
4. 管理：證券交易所以派員實地查核方式輔導證券商財務和
業務之運作。

1988~
1990 年

1. 家數：為主管機關許可制，新證券商開始設立，故證券商
家數快速增加，1988 年 112 家，1989 年 247 家，1990 年
373 家，總分公司合計更達 4 百多家。
2. 證交所嚴密查核：此時期證券商家數快速成長，從業人員
教育訓練來不及養成，以至於其對於法令規範不熟悉，故
證券商違規事件頻傳。臺灣證券交易所為維持市場秩序，
密集地進行財務業務查核，新開業的營運據點，查核人員
於兩周內實地查核確認業務、財務運作是否順暢及遵守相
關規定；平均每家證券商每年查核兩次以上，還不包括專
案查核與缺失追蹤輔導。證券商管理以高密度的查核來達
到輔導與防弊的效果。

1990 年 2

臺灣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歷史上的最高點 12,459 點，股市蓬

月 10 日

勃，券商獲利豐碩。之後股市逐渐步入空頭。

1992~2001

嚴密查核，推動內控：證券商整體獲利衰退，業者競爭激烈

年

下，部分證券商為爭奪客戶或增加業績，鋌而走險違反法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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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時有所見，致使市場業務面(證券商作業風險及從業人員
風險)與財務面風險直線上升，如 1994 年洪福證券違約案及
1998 年國寶證券違約案；之後股市地雷股事件，數家上市公司
爆發財務危機，亦衝擊證券秩序甚鉅。臺灣證券交易此期間除
每年進行一次全面性的例行查核外，亦針對各項異常指標派員
進行選案查核，並積極推動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的深化，重視
內部稽核教育訓練，落實內部稽核檢查，期望減少違規發生
率，維持市場管理秩序。

2002~2011
年

1. 證券商整併，家數減少：高度競爭環境下，證券商為爭取
更多業務，積極推動營業整併，朝大型化、業務綜合化，
以提供客戶完整服務，滿足客戶需求，以提升市占率，增
加獲利，並改善財務結構。券商透過營業讓與及合併，家
數減少至 90 家。
2. 業務擴展：而隨著證券商的經營穩定，營運漸趨成熟，內
部控制執行成效明顯提升，市場風險降低，主管機關逐步
開放全權委託、複委託買賣海外證券、有價證券借貸及財
富管理業務等多種新業務。

2012~2017
年

1. 管理策略：除持續推動內部控制制度落實外，參酌新巴塞
爾協定(baseⅡ)推動證券商資本適足制度，逐步以風險評等
作為證券商管理的依據，降低整體查核頻率，但針對於風
險評等較差的證券商查核輔導。
2. 業務再擴展：證券主管機關為鼓勵證券市場健全發展，加
速開放多種新業務，範圍更廣，不再侷限於傳統國內經
紀、自營、承銷和股務等，放寬財富管理業務及新增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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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保管及國際證券業務等，希望證券商朝國際化經營發
展，俾能提供客戶更多的服務項目。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
國際競爭力。
資料來源：參考證交專論第三輯，李述德(2016)，經本研究整理

三、

證券業財富管理狀況
由前述證券市場發展歷程中可見臺灣自 1988 年主管機關許可制，修法開

放新設證券商以來，證券商家數快速增加，致使國內證券商經營經歷成長、過
度競爭、整併等歷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顯示，臺灣 2016
年底共有 73 家證券商，其中綜合證券商有 43 家，另專業經紀商有 30 家；相
較於 2015 年底共減少 3 家證券商(2015 年底臺灣共有 76 家證券商，其中綜合
證券商有 45 家，而專業經紀商有 31 家)，近五年來證券商家數遞減，如圖 41(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2016a)。

證券商總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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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總家數
圖 4- 1 證券商總家數
資料來源：參考 105 證券公會中文年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2016)，
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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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證券業(Securities Industry)整體盈餘為 194 億元新臺幣，由下圖 42 可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2016)。

(億元新臺幣)

證券業整體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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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6

證券業整體盈餘
圖 4- 2 證券業整體盈餘
資料來源：參考近五年證券公會中文年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經本研究整理

2016 年證券業平均盈餘為 2.66 億元新臺幣(整體盈餘除以證券商總家
數)，由下圖 4- 3 可見。近三年來證券業整體盈餘和平均盈餘皆有逐年遞減的
趨勢(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2016)。

證券業平均盈餘
(億元新臺幣)

5

4.06

4
3

2.23

2.55

2012

2013

3.44
2.66

2
1
2014

2015

2016

證券業平均盈餘
圖 4- 3 證券業平均盈餘
資料來源：參考近五年證券公會中文年報，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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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證券商近 8 年多財務表現，證券商整體資本額介於新臺幣 3,000 億元至
3,500 億元之間，並有逐年下降趨勢，更於 2017 年 1 月向下突破 3,100 億元，
來到 3,093 億元，如圖 4- 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7 年 3 月)。

(億元新臺幣)

證券商資本
3,500
3,400
3,300
3,200
3,100
3,000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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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8 3,191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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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3 3,093

20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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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證券商資本 3,316 3,436 3,428 3,260 3,268 3,168 3,191 3,142 3,093 3,093
圖 4- 4 證券商整體資本額
資料來源：參考證券商之資產總額、資本、淨值、損益、資產報酬率及淨值報酬
率之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經本研究整理

資產報酬率(ROA)除 2008 年遇金融海嘯呈現負值外，其餘皆處於正值，介
於 0.11%至 4.38%之間，於 2016 年下降至 1%以下，如圖 4- 5(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2017 年 3 月)。

證券商資產報酬率(ROA)(％)
6

4.38

4.22

4

3.44
1.65

2

1.90

1.99

2.59
1.12

0.79

0.11

0.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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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證券商資產報酬率(ROA)
資料來源：參考證券商之資產總額、資本、淨值、損益、資產報酬率及淨

值報酬率之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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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介於 0.31%至 10.88%之間，於 2017 年 1
月驟降至 0.31%，比定存利率還低，雖 2017 年 2 月回升至 1.01%，如圖 46。我國證券產業獲利能力相較於國際多數投資銀行(ROE 介於 8％至 15％之
間)來得低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17 年 3 月)。

證券商淨值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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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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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2.29

0.31 1.01

-1.89
圖 4- 6 證券商淨值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資料來源：參考證券商之資產總額、資本、淨值、損益、資產報酬率及淨

值報酬率之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經本研究整理
證券業的損益更是逐年下滑，如下圖 4- 7 根據以上各數據可知證券商不
管在資本額、資產報酬率(ROA)、淨值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皆屬向
下趨勢，代表我國證券產業之發展已達到國內現有制度與市場所能允許的發展
極限，趨向飽和穩定與臨界線。

(億元新臺幣)

證券商本期損益
500
400
300
200
100
0

385.37 351.10

312.85
170.71 179.85 203.83

144.74 110.5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14.47 47.93
2017 2017
01
02

證券商本期損益 385.37 351.1 170.71 179.85 203.83 312.85 144.74 110.58 14.47 47.93
圖 4- 7 證券商損益
資料來源：參考證券商之資產總額、資本、淨值、損益、資產報酬率及淨

值報酬率之比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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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近十年來集中市場成交金額由下圖 4- 8 可見成交總金額日漸縮減，
2016 年跌至最低點 16,771 百億台幣，年跌幅 17％，如圖 4- 8(台灣證券交易
所, 2016)；日均值更來到 10 年來最低 775 億(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2016b)。2016 年主要國家股市成交量大多萎縮，原因來自於全球政局不穩定
影響，但台灣的跌幅還是比紐約、倫敦、東京、韓國等國跌幅更大。2016 年
台股交易量下降，其中台股交易量外資佔比就高達三成，且本地券商在處理海
外投資人需求較不具競爭優勢下，對於本地券商的證券經紀市佔率與手續費收
入處於長期不利狀況(盧沛樺, 2017)。

(十億元新臺幣)

成交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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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總金額 33,043 26,115 29,680 28,218 26,197 20,238 18,940 21,898 20,191 16,771
成交總金額
圖 4- 8 成交總金額 Trading Value
資料來源：參考歷年股票市場概況表，台灣證券交易所(2016)，經本研究整理

2016 年底政府宣示調降現股當日沖銷交易的證券交易稅和檢討股利所得
課稅制度等稅改政策，對投資人造成預期效果，提前進場布局，使 2017 年農
曆年開盤後，成交量明顯活絡許多，大盤指數從 9253 點上漲至 9811 點，漲幅
約為 6%，上市上櫃市場股票日均量約為 1,112 億元，量能較去年同期日均量
的 1,105 億元微幅成長，相較去年第四季日均量的 849 億元有明顯回溫。表示
政府政策將影響投資人投資決策。
另外如以自然人各年齡做分析，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統計顯示，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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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成交額，41 至 60 歲占成交值的 58%，40 歲以下的僅占 20.8%，而 30 歲
以下的僅占 5%，顯示目前台灣 30 歲以下的人口成交額占比明顯偏低。目前
30 歲以下人口，10 年後將成為交易額主力的 41 至 60 歲。如 30 歲以下人口交
易額無明顯上升，又在目前少子化年輕人口數下降的趨勢下，台灣證券業營收
將恐受影響。

第二節 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發展
一、

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發展和互聯網經濟趨勢
網際網路、行動寬頻網路與智慧型手機普及與效率提高，並因為電子式下

單擁有隨時隨地可下單、節省時間、交易成本最低廉、交易流程最迅速、交易
策略易執行等突破空間和時間限制的優勢，客戶使用習慣漸漸轉變為電子式下
單。
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統計，2000 年 1 月網路電子下單(又稱網路下單、電
子式下單或電子式網路下單)成交金額佔整體證券市場總成交金額比重為 4.02
％，同年 10 月和 11 月個別成長至 6.92％和 7.29％；2001 年 2 月至 7.62%，
同年 3 月至 8.12%(魏鑫陽, 2000 年 11 月 17 日, 2001 年 04 月 17 日)。而 2013
和 2014 個別整年度為 25.97%和 28.13%(臺灣證券交易所, 2015 年 01 月 12
日)。2016 年 9 月證券商集中及櫃檯買賣交易市場，合計網路電子下單成交金
額佔整體證券市場總成交金額比重為 46％，交易成交筆數達 51％。而 2017 年
1 月份網路電子下單成交筆數占比已達 51.87%(臺灣證券交易所, 2017 年 02 月
13 日)，較 2013 年成長 99.73%。顯示即使台灣股市成交金額雖然持續萎縮，
台股行情不佳，但網路電子下單交易成長速度並未受到股市行情影響，抑或是
說受到股市行情的影響較小，網路電子下單仍呈現大幅成長態勢。在客戶的驅
動，與政府機關的推動下，證券網路電子下單交易未來幾年內勢必會達到金管
會於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白皮書中提及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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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票來說，依目前的規定，每成交一筆證券商可收取成交金額的
0.1425%手續費，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不足 20 元則以 20 元計。目前市場
上各家網路電子下單給予的手續費折扣約落在 2.3 至 6 折的折扣，如以 2016
年 9 月網路電子下單交易市占第一的元大證券手續費折扣約為 6 折作為約略計
算，2016 年 9 月成交金額台幣 1,430,007,250,000 元，網路電子下單交易成交
金額占比 46％(呂淑美, 2016)，網路電子下單將使整體證券商手續費收入減少
約台幣 5.62 億元。證券商雖然面對台股成交量下滑和手續費收入減少，但為
符合市場上客戶電子化需求、客戶交易成本和政府網路電子下單政策推廣，證
券商仍須積極投入電子商務建置與優化，以期藉此搶占和提高網路電子下單客
戶數量和維持市占率。而客戶習慣電子化對證券業來說有有其優點，證券業可
以降低人事費支出，如營業員、分公司後台人員、總公司中後臺人員和稽核人
員，也可以使用電子對帳單減少紙張的浪費，以達到節省成本的目的，另外能
更進一步透過網路增加對客戶資訊透明度與使用的便利性，後者更能增加電子
商務的附加價值與效益，更是各個券商努力的方向。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統計證券業者於各類金融服務中，提供電子化
服務的證券業者家數與實行比例如下表 4- 2 電子化金融服務專區彙總表，由
此表得知，各類金融服務電子化程度仍低，26 項服務中僅有 4 項高於 60%，
約占比 15.38%，表示我國電子商務仍有很大的進展空間(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 2017)。
表 4- 2 電子化金融服務專區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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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總家數
項目

開/銷戶類

子項目

電子化家數 實行比率

既有客戶以戶開戶(財富管理)

3

6%

既有客戶以戶開戶(新金融商品)

1

2%

18

33%

1

2%

49

91%

新客戶非當面開戶
銷戶作業

交易類

證券電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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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表 4- 2 電子化金融服務專區彙總表表 2- 2 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簡
項目

子項目

電子化家數 實行比率

期貨電子交易

31

57%

國外股票(複委託)電子交易

20

37%

境外基金(複委託)電子交易

9

17%

14

26%

信用戶續約

5

9%

取消委任授權

1

2%

證券電子交易帳務查詢

45

83%

期貨電子交易帳務查詢

29

54%

帳務資料類 國外股票(複委託)電子交易帳務查詢

20

37%

境外基金(複委託)電子交易帳務查詢

11

20%

國外期貨電子交易帳務查詢

13

24%

電子交易契約文件簽署

18

33%

風險預告書

34

63%

7

13%

KYC(新金融商品)

3

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條件說明書

3

6%

17

31%

49

91%

24

44%

26

48%

4

7%

交易類

國外期貨電子交易

文件簽署類 KYC(財富管理)

金融憑證密碼補發申請
電子憑證中
金融憑證展期
心
適用憑證種類(金融憑證)
其他服務

期貨線上出金
承銷(詢圈配售等通知書)

資料來源：電子化金融服務專區彙總表，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2017)，
經本研究整理

台灣監理機關為扶持金融業者順利朝向金融科技發展，台灣證券交易所提
供市場參與者擁有更全方位服務，證交所籌設轉投資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和國際
通證券(李述德, 2016)。臺灣金融科技公司配合主管機關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發
展政策，運用金融服務與科技創新為消費者、金融業者及資訊業者各方，提供
整合整合性金融科技服務平台。國際通證券公司則為與其他交易所跨境連線的
作業平台，投資人與證券商將透過證交所及新加坡交易所各自成立的子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即特殊目的證券商)，至對方證券市場下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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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續結算交割、保管及相關股務作業，以提供投資人更多外國優質股票之
選擇，降低跨境交易風險，簡化證券商辦理受託賣賣外國股票之複雜度，降低
營運成本，協助國內外投資者便捷和安全地進行跨境交易，並提昇我國資本市
場國際競爭力及能見度(臺灣證券交易所, 2015 年 04 月 29 日)。
於台灣網路電子下單交易成長速度和政府推動政策可知台灣消費者和金融
市場環境也受電子商務或金融科技(FinTech)影響。反觀國際市場狀況，金融科
技(FinTech)的風行帶來全球逐年攀升的大量投資，也顯示市場對於數位金融的
高度期待，投資的熱度甚至能媲美 2000 年時 Intenet.com 的投資。根據麥肯錫
公司(McKinsey & Company)研究指出，全球投資於金融科技(FinTech)的投資金
額在 2014 年忽然爆炸性的成長，從 2013 年的 40 億美金，一年後於 2014 年瞬
間成長到 122 億美金，漲幅為之驚人的高達 205%，如圖 4- 9，其中金融科技
(FinTech)的投資金額漲幅最大的國家為美國，其次為歐中，再來則是亞洲
(Dietz, Khanna, Olanrewaju, Rajgop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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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投資金額與成長率
資料來源：參考 Dietz, Khanna, Olanrewaju, Rajgopal(2015)，經本研究整理

雖然我們所處的亞太區投資金額漲幅位居第三，但亞太區金融科技
(FinTech)的投資活動金額在 2015 年成長了四倍之多，由下圖 4- 10 可見過去
51

五年金融科技(FinTech)投資活動一直在迅速增長，而且 Deloitte 更預測此趨勢
將持續發展，表示亞太區金融科技(FinTech)仍不容小覷(Damania, 2016)。

亞太區金融科技投資金額與數量

百萬美金

3,000

81

2,000
1,000

122
3,464

117

4,000

47
21
149

879
434

399

2011
2012
2013
亞太區金融科技投資金額與數量

2014

2015
投資數量

圖 4- 10 亞太區金融科技投資金額與數量
資料來源：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f FinTech，
Damania(2016)，經本研究整理

金融科技發展中受重視的區塊鏈(Blockchain)，2016 年北美地區投入區塊
鏈發展的就共有 4000 多家公司，投資金額共約 400 億美金。區塊鏈是金融業
者搶進金融科技的其一關鍵核心技術，不僅 42 家知名銀行組成聯盟，美國那
斯達克證券交易所(NASDAQ)也早已採用區塊鏈技術打造自家的新交易平臺，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也在去年底准許 Overstock 用區塊鏈發行股票。雖
台灣證券商尚未將區塊鏈運用於業務上，不過這確實是個值得關注的技術。
國際趨勢以財富管理重視的高淨值客群來看，有 69%的高淨值客戶
(HNWIs)習慣透過數位或線上銀行，但卻只有 25%的銀行提供 EMAIL 以外的
線上服務；未來估計將會有 47%的高淨值客戶(HNWIs)希望透過機器人理財。
一般選擇財富管理服務的客戶，只有 39%會推薦為他們服務的理專給其他客
戶；而資產超過 1 千萬美金以上的客戶，只有 23%會推薦為他們服務的理專
給其他客戶(Pw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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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電子商務技術的進步與創新，使得客戶的習慣和行為改變，有 97％
的客戶認為線上體驗將會影響他們的購買決策。更是證明電子商務應該為公司
發展的重要項目。目前不只傳統金融業積極發展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公司和電
信業者也以他們較佳的資訊背景，積極發展電子商務，正在侵蝕金融業的大
餅，諸如阿里巴巴集團的支付寶、餘額寶；騰訊的微信支付。
2003 年起 IBM 訪談資料顯示金融業高階主管一致認同技術和科技是可顛
覆金融業遊戲規則的重要因素，也造就各產業公司風起雲湧的進入數位金融，
線上支付公司 M-pesa、paypal；同儕借貸服務的 lending club；雲端計算的外
匯貨幣線上支付公司 Currencycloud。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6 資誠全球金融科技調查報告》報告中指
出，新科技對金融產業帶來前所未有衝擊，全球 83%的傳統金融機構認為部
分業務將被金融科技業侵蝕，其中又以資產管理暨財富管理、銀行業、支付
業、保險業者受到較大的壓力。金融業將重塑金融服務產業、商業模式及生態
體系(PwC Global FinTech Report 2016)。下表 4- 3 以目標、商業模式、組織和
流程做為金融科技公司和傳統金融公司比較分析。
表 4- 3 金融科技公司和傳統金融公司比較
金融科技公司

傳統銀行與保險公司

目標

以用戶體驗(User Experience)為
服務關鍵驅動，專注於單一的痛
點或是客戶需要。

優化日常作業規則。

商業
模式

以電子商務為價值中心，更多的
價值來自數據，商品本身為其
次。

產品和服務為價值中心做為與客
戶關係管理的渠道。

組織

扁平，簡單組織。

大型組織，具有不同的事業部。

流程

開發週期短，上市時間短。

許多利益相關者參與決策過程中
的每一步。

資料來源：CHAPPUIS HALDER&Co(2015)，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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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電子商務、金融科技和互聯網達到願景
FinTech 無論是是指金融業深入延伸或是科技業擴大服務，各家證券業只

有唯一想法「轉型成功，並擴大營收，」而如何達成如此願景，即仰賴以下五
大面向：
〈一〉 有效率的異業結盟：提供策略調整性與規模可變性。
〈二〉 數位化：作業效率化使得服務規範可以在不同部門間同時使用。
〈三〉 分析的能力：能夠深度分析個人化特質資料，處理非結構化的資料。
〈四〉 敏捷且量化的客戶回饋系統。
〈五〉 創新：開放與合作的開發環境。
而商業模式由以產品為中心轉變為以客戶為中心，以客戶的生活、職業分
群提供個人化的服務。由通路中心導向轉變為顧客中心導向。從以往收取利息
和手續費中跳脫出來，業者的想法要像通路商，行動要像製造商，提供快速和
高品質的新思考模式。大數據的情報資訊管理和運用，加強後端的風險管控機
制，再透過大數據技術對客戶精準行銷或提供符合客戶之商品或資訊，以創造
最佳利潤。而法規面，台灣法規可執行豁免管理，只要不觸法即可運行的管理
方式讓金融科技能更順暢的發展。
三、

電子商務發展困難處
金融危機後，顧客對於財富管理的信賴度降低；加上對於電子商務網路安

全的不信任感；另外近年來黑天鵝事件頻繁出現，在安全性和經濟不確定性較
高下，使得重建顧客信賴度受到阻礙，只能依靠同業在電子商務安全性和品質
提高等方式，漸進式的提高顧客對於財富管理於電子商務應用的信賴度。另外
政府法規嚴謹、業者擔心違法、收入減少較難投入高成本，這些都將遞延電子
商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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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富管理發展
一、

財富管理趨勢與定位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摩根資產管理公司)和 Oliver Wyman report

聯合研究中指出，在不遠的將來歐洲財富管理市場中，非傳統金融機構中的參
與者將呈現正成長，線上財富管理將擴大市佔，故線上財富管理經理人員將成
長 19%，非金融參與者將成長 10%，線上經紀商成長 4%，專業財富管理人員
成長 2%。而傳統型資產管理與大型財富管理會遭遇業務萎縮，故資產經理人
員為負成長 6%，財務顧問負成長 10%，傳統金融機構負成長 16%，大型財富
管理顧問負成長 16%，如下圖 4- 11(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Oliver
Wyman report, 2014)。

圖 4- 11 歐洲財富管理服務趨勢
資料來源：The Future of European Wealth Management: Imperatives for Success,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Oliver Wyman report(2014)

根據歐洲央行(ECB)和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摩根資產管理公司)
調查指出，2014 年歐洲估計 55 歲以上的人口數占比為 36%(約 9700 萬人)，此
36%的 55 歲以上的人預計未來 20 至 30 年將把其 50%的資產轉移給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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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 歲的人繼承。故財富管理業者認為拉攏與維護下一代客戶是重要的，這
些下一代客戶的人們很重視新的金融數位化投資概念，故現今財富管理應該比
以往更加著重於透過電子商務服務客戶。金融業者需積極發展以下，才能有機
會成功擁有關鍵客群的下一代客戶：主動為下一代客戶提供服務和關係維護、
積極開發並提供強大的數字化電子商務、開發產品和服務、品牌定位圖 412(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Oliver Wyman report, 2014)。

圖 4- 12 歐洲財富管理趨勢
資料來源：The Future of European Wealth Management: Imperatives for Success,
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Oliver Wyman report(2014)

財富管理客群由於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影響，財富管理的客群有所改變。
以往大眾客戶(mass customers)因為財富管理門檻限制，因而無法參與財富管
理，現今由於電子商務的應用，使得營運成本和手續費降低，並因為互聯網促
56

使行動裝置與電子商務平台蓬勃發展，使得大眾客戶更容易參與財富管理，而
其中最受關注的為費用低廉且便利的機器人理財，如圖 4- 13(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而互聯網和電子商務對於大眾富裕客戶(mass affluent customers)，因以更
便宜和快速的線上工具和自動化服務，除了搶佔傳統財富管理無法顧及的大眾
客戶(mass customers)，更大規模的侵蝕大眾富裕市場的份額。使得傳統證券業
不得不將目標客群從傳統的大眾富裕市場，移轉至客製化和關係型的高淨值客
戶(High Net Worth, HNW)和超高淨值客戶(Ultra High Net Worth)。證券業財富
管理顧問人員由於對於大眾富裕客戶的著力減少，故可以更為用心維繫與高淨
值客戶和超高淨值客戶之關係，並輔以自動投資管理平台將傳統的高價值服務
商品化（例如，節稅等），更能使財富管理顧問透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專
業，並輔以電子商務，提供更為客製化與彈性的服務，如金融禮賓服務和財富
轉移管理，如圖 4- 13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圖 4- 13 傳統財富管理與數位化財富管理之客群
資料來源：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s,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故電子商務或自動化適用於各個不同資產規模分類的客群中，只是應用的
方式有些許不同，大眾客戶和大眾富裕客戶大部分服務可透過電子商務，即可
滿足客戶大部分需求，而高淨值客戶和超高淨值客戶除了電子商務輔助外，更
需要證券業提供專屬的金融禮賓服務(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現今廣為討論的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即為電子商務於財富管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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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又稱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機器人投資顧問，
是一種線上投資平台，投資人自行操作平台介面，鍵入所得、年齡、投資目
標、風險承受度等資料，平台以電腦演算法為基礎，提供投資人投資組合建
議，投資人可據此自行下單，或由該平台為投資人自動進行投資管理。為一種
極少(或全無)人類的規劃下，提供自動化的線上財富管理服務，因此能降低過
去人為誤導或誤判之情形。機器人理財最大的特色是低費用和低投資金額門
檻，較能吸引投資資金較少的族群，如年輕小資族群。公司如 Betterment 與
Wealthfront。
傳統證券業著重於專為中產階級客戶(Mass affluent)、高淨值客戶(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HNWI)和超高淨值客戶(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提
供服務，而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則是著重於為大眾(Mass)與中產階級客
戶(Mass affluent)提供服務。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將分蝕傳統證券業客群
中的中產階級(Mass affluent)。機器人理財透過電子商務的應用，將投資模組
化，並以大數據欲為客戶提供客製化之投資建議，也因此節省了大量的人力成
本和營業據點等費用支出。使得原本某些只提供給中產階級以上的理財服務將
會平價化(commoditise)，市場上的客戶都能因此受惠。財富管理的客群將擴大
至從大眾(Mass)到高淨值客戶(Ultra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每個人都能透
過這樣新的金融體系來做財富管理，財富管理不在只是富人專屬的服務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

CFA Institute 研究指出機器人理財提供的自動化財務建議工具將會影響資
產管理最鉅，其次為銀行業，再來則為證券業。預估 2020 年機器人理財的資
產管理規模(Asset Under Management, AUM)將可能成長至 2 兆美金，2016 年
至 2020 年的複合成長率(CAGR,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高達 68% (CB
Insights,2016)。其中機器人理財公司 Wealthfront 和 Betterment 資產管理規模從
0 美金到 2016 年已成長超過至 30 億，從成長趨勢來看，資產管理規模逐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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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CB Insights,2016)。投資銀行與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也紛紛嗅到此商機，部分
投資銀行與大型資產管理公司透過併購或合資擁有機器人理財公司(CB
Insights,2016)，如花旗投資機器人理財公司 Betterment(CHAPPUIS
HALDER&Co., 2015)，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皆投資
Motif investing(The Singapore FinTech Consortium, 2016)，為使傳統金融業不會
因為無跟上此波趨勢，無法擁有技術和客群，而受市場影響。
綜合上述，本研究統整財富管理的趨勢與轉變如下：
1、財富管理客群擴大：從高淨值客戶向下延伸至大眾客戶。
2、異業競爭者加入。
3、手續費降低：機器人理財、電子商務發展與同業競爭激烈下，手續費
將有下降趨勢。
4、客戶期望增高：客戶期望擁有客製化、高效率和低手續費的慾望持續
增強。
5、組織敏捷度：組織結構和技術等基礎設施須敏捷的滿足客戶需求。
6、資訊透明化：投資商品與服務透明化，使得顧客更容易了解與比較投
資商品與服務。
二、

自動化財富管理平台優勢
自動化財富管理平台讓客戶使用更便利，更能滿足客戶痛點，以下列舉自

動化財富管理平台優勢：
〈一〉 明確簡易的資訊：目前資訊爆炸的時代，充斥著大量的資訊源，對於
顧客而言，增加了蒐集、判別障礙，且在資訊化普及和資訊逐漸簡單
化環境下，顧客對於大量雜亂的不清的資訊源開始產生排斥感。而自
動化的投資管理平台將解決顧客此困擾，針對顧客的痛點，提供簡單
化、圖像化界面，並彙整成顧客所需資訊。
〈二〉 較低的手續費，減少公司支出：自動化財富管理平台減少實體店面和
理財顧問師等資金支出，進而使手續費較傳統財富管理低廉，更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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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中低價位需求的顧客。
〈三〉 明確的市場區隔，減少公司支出：預先的顧客需求了解，透過數據分
析，提供適合各市場區隔的顧客更高價值的服務，同步減少傳統財富
管理依各個市場區隔投入不同資源，耗費較多資源。
〈四〉 深度化的服務：理財顧問師更能專注提供顧客更客製化和更緊密的關
係。
〈五〉 專業化的服務：提供明確、顧客可接受的工具，讓一般投資者皆可從
中獲取足夠精巧資訊和技術，並透過分享自己的投資組合或專業知
識，讓人人都有機會接觸理財。
三、

新創公司簡述
目前金融產業面臨跨產業和新創公司興起的競爭，新的經營模式正在興

起，提供低成本和簡單的使用平台給更廣泛的客戶群，以下以各類型提供簡單
說明。
〈一〉 自動化管理和諮詢： 建立於資訊信息基礎上，自動分析並提供投資
組合配置和資金管理等諮詢服務給予客戶。案例公司：Wealthfront、
Betterment、Motif Investing、Future Advisor、Personal Capital。
〈二〉 社群分享交易：授權個人投資者建立並分享投資策略和投資組合予其
他投資人。案例公司：eToro、estimize、covestor、StockTwits、
Tradepop、SprinkleBit。
〈三〉 交易演算：提供平台，專業投資者可與他人分享交易演算。案例公
司：CoolTrade、ALFOFAST、Quantopian、QUANTCONNECT、
FxProQuant。
反觀亞洲地區新金融公司，以近年來引起話題的螞蟻金服為例，螞蟻金服
集團旗下支付寶、網商銀行、芝麻信用、螞蟻財富、餘額寶和招財寶，其中螞
蟻財富是螞蟻金服旗下最大的一站式理財服務平臺，螞蟻財富以互聯網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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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為基礎，提供開放式平臺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於其平台提供金融產品
和服務給予投資者，並可於螞蟻財富上透過招財寶服務選擇定期產品，直接購
買更多高收益率產品，使投資方式更方便和快速。餘額寶是支付寶打造的餘額
現金理財管理服務，將支付寶的錢轉入餘額寶，購買由天弘基金提供的天弘餘
額寶貨幣市場基金，以獲得收益，也可以用餘額寶投資定期產品（招財寶）、
基金產品，不投資時資金亦可轉入餘額寶即可享收益，餘額寶內的資金亦可隨
時用於網購支付，資金靈活性高。螞蟻金服無將傳統證券業（如中國銀行保險
證券等）當作競爭對手或是敵人，而是視為盟友。螞蟻金服將自己定位為純網
路經營的電商銀行，利用互聯網技術與分析能力提供開放式平台化策略，不研
發任何理財產品，不和傳統金融業正面競爭，而是由證券與保險等專業金融機
構將產品和服務放在螞蟻金服平台上提供服務，創造一個新金融生態圈。
根據 Frost&Sullivan 分析發現，電子商務將於 2020 年成為主要新興產業
之一。資策會副執行長龔仁文更提及，行動服務時代來臨是啟動台灣品牌服務
業創新的關鍵，企業要成功掌握消費者目光，最重要關鍵在於善用科技串起的
多元通路接觸服務，如此才能以零距離的互動體驗提升服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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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訪談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訪談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專家訪談法，針對台灣目前發展中且尚未有明確定論的金融科技和互聯網金融等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影
響之深入探討，依序對 D 公司經理、B 公司協理、A 公司協理、C 公司資深經理、E 公司經理和 F 公司經理進行訪談，訪談資料整
理之結果，藉以分析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專家訪談結果彙總如下：
一、

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如何受電子商務(包含互聯網、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影響

表 5- 1 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如何受電子商務(包含互聯網、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影響
公司名 職稱

相同意見

補充意見

A 公司 協理

〈一〉 客戶更容易搜尋資 〈一〉 自動化服務取代人工作業，未來證券分公分司功能轉變，人員需求減
訊、比較商品或手續費等。 少。
〈二〉 與客戶面對面機會變 〈二〉 未來數位分行會取代多數實體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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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表 5- 1 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如何受電子商務(包含互聯網、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影響
公司名 職稱

相同意見

補充意見

B 公司 協理

少，客戶忠誠度降低
〈三〉 財富管理門檻降低

〈一〉 發展：目前台灣證券業屬於發展的初期，以金融科技來講的話，對於財
富管理來說，還看不出太大的的衝擊。
〈二〉 客戶透過電子商務平台直接下單。
〈三〉 客戶透過電子商務平台取得理財資料。
〈四〉 中後段後台的人力減少。
〈五〉 錯誤率下降。
〈六〉 客戶便利性高。
〈七〉 大量的資料庫。
〈八〉 數位分公司模式成本與人力影響。

C 公司 資深經理

觀摩同業實行狀況

D 公司 經理

〈一〉 高端資產財富管理中心。
〈二〉 原有的網路平台、AP、APP 需要再更創新及優化。

E 公司 經理

電腦運作取代人力

F 公司 經理

〈一〉 客戶理財管道多元，不在只透過國內券商；競爭者不再只有金融業、證
券業，需引入更多產品。
〈二〉 環境變化快速，須符合消費者習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結論 1-1：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帶來正面影響。
說明：由於自動化服務取代人工作業，使得人力、成本減少和錯誤率下降，客戶使用更加便利。對客戶和證券商來說，皆可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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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量資料，使得財富管理門檻降低，客群涵蓋更廣。
結論 1-2：電子商務平台造成財富管理的客戶忠誠度降低。
說明：由於透過電子商務平台，證券商與客戶面對面維繫客戶關係的機會變少，使得客戶對證券業財富管理的忠誠度降低。
結論 1-3：財富管理應整合、優化及創新現有電子商務平台。
說明：證券業財富管理應整合現有電子商務平台和 APP 優化及創新，才能於環境變化快速下，符合消費者習慣，增加客戶忠
誠度。
二、

在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發展趨勢下，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將如何因應

表 5- 2 在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發展趨勢下，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將如何因應
公司名 職稱
A 公司 協理

相同意見

〈一〉 產品多元化、專業
化、數據量化。
〈二〉 異業策略聯盟。
B 公司 協理
〈三〉 智能理財(ＥＴＦ)。
C 公司 資深經理 〈四〉 精準投資建議。
〈五〉 即時資訊匯報。

補充意見
〈一〉 整合性平台而非證券業各自發展。
〈二〉 操作簡潔與生活化是致勝關鍵。
〈一〉 為客戶提供快速、便捷且精準的投資方案和服務。
〈二〉 成立總公司策略下跨部門整合電子商務部門。
〈一〉 觀摩同業實行狀況。
〈二〉 有金控或證券業為主體的金控背景發展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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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表 5- 2 在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發展趨勢下，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將如何因應
公司名 職稱

相同意見

補充意見

D 公司 經理

〈一〉 臨櫃(紙本)導向電子。
〈二〉 線上借券服務(有價證券信託出借) 。
〈三〉 智能理財(ＥＴＦ) 。

E 公司 經理

加強人員培育，人力資源與科技結合運用。

F 公司 經理

〈一〉 政府請大公司先試行。
〈二〉 商品多元化。
〈三〉 有差異化、創新和特色的商品，並做好市場區隔，透過電子商務為高淨
值客戶客製化資產配置和投資建議等。
〈四〉 即時資訊匯報。
〈五〉 運用差異化和互聯網開發大陸族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結論 2-1：財富管理網路電子商務介面操作應簡潔和生活化。
說明：財富管理商品應更佳多元化、差異化、創新，並做好市場區隔；服務加強專業化和資訊數據量化。並運用電子商務為客
戶提供快速、便捷、精準且客製化的資產配置、投資建議、即時資訊匯報和服務。
結論 2-2：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應發展機器人理財，並利用互聯網開發新客群。
結論 2-3：政府應輔導業者共同發展整合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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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增加那些附加價值

表 5- 3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增加那些附加價值
公司名 職稱
A 公司 協理

相同意見

補充意見

〈一〉 節省人事成本
〈二〉 服務更即時、快速與
B 公司 協理
便利
〈三〉 客戶使用便利性提
C 公司 資深經理 高。

無遠弗屆較傳統方式接數更廣泛的客戶群。

D 公司 經理

〈一〉 便利性(減少臨櫃辦理)。
〈二〉 吸引年輕及小資族群。
〈三〉 投資資訊取得便利。
〈四〉 客戶網路行為可作為分析依據(需求,習慣,喜好等等)，並作後續行銷及產
品規劃參考。

E 公司 經理

宣傳更快速、即時

F 公司 經理

〈一〉
〈二〉
〈三〉
〈四〉

〈一〉 錯誤率下降。
〈二〉 大量的資料庫。
〈三〉 為客戶提供快速、便捷且精準的投資方案和服務。
無

吸引高淨值客戶資金。
不再只是手續費或管理費的殺價競爭。
即時資訊匯報，增加客戶便利性。
透過互聯網、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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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3-1：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應增加客戶的附加價值。
說明：電子商務平台突破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使服務(投資資訊、即時匯報等)更即時、快速與便利，並與異業結盟等方式，
增加對客戶的附加價值。
結論 3-2：公司應利用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進行差異化策略，以利競爭。
說明：公司應利用本身資源優勢做到成本下降；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優化、持續創新、獨特性和獨創性；與大量資料庫運
用，促使客戶關係管理更加緊密，以增加對證券業的附加價值。
四、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有哪些競爭優勢

表 5- 4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有哪些競爭優勢
公司名 職稱

相同意見

補充意見

A 公司 協理

〈一〉首動者優勢。
〈二〉低成本競爭優勢。

結合各業者而成的一站式服務
〈一〉 增加客戶黏著度。
〈二〉 人才、團隊服務差異化。
〈三〉 橫向結合不同金融業服務(證券、保險、產險) 。

B 公司 協理

手續費或管理費的低成本競爭優勢。

C 公司 資深經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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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表 5- 4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有哪些競爭優勢
公司名 職稱

相同意見

補充意見

D 公司 經理

〈一〉 電子商務已是必需工具，如不發展將無競爭優勢。
〈二〉 下單快速、簡便操作、有分析能力、到價(停損停利)通知及不斷的優
化，都具有一般優勢。
〈三〉 創新、持續創新(獨特性、獨創性)，並能最早投入市場的公司擁有創新
與首動者優勢，才能有最佳競爭優勢。

E 公司 經理

資訊傳遞更快速、透明。

F 公司 經理

〈一〉 電子商務降低人力成本。
〈二〉 提供差異化商品與服務。
〈三〉 針對高淨值客戶提供專業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結論 4-1： 業者應盡早運用電子商務平台進入市場，推動首動者優勢。
結論 4-2： 公司應提供符合客戶需求之服務或商品，且最早投入市場者，將擁有首動者優勢。
結論 4-3： 公司需運用電子商務平台，整合公司資源，形成金融生態圈，創造更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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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下面為目前財富管理議題時常討論之項目，針對財富管理未來的趨勢，請您勾選最重要的前三項，並以 1~3 表達其重要
性，1 表示最重要，2 表示次重要，以此類推。

〈一〉 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
〈二〉 數位證券分公司(如 Digital banking)
〈三〉 與 FinTech 公司合作或投資
〈四〉 非證券和銀行業者加入競爭(如 P2P 借貸業者)
〈五〉 透過 FinTech 發展交叉銷售或聯合行銷
〈六〉 透過互聯網、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
〈七〉 透過互聯網開發 40 歲以下族群可接受之財富管理之商品
〈八〉 透過互聯網開發大陸族群
〈九〉 透過互聯進行財富管理跨業結盟
〈十〉 其他，請說明之
依據專家們選擇之財富管理未來趨勢，依以下權重分數總和計算其重要性，最重要得 5 分，次重要得 2 分，第三重要得 1 分，
下表 5- 5 為各題目所得分數之加權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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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財富管理未來的趨勢
題號
重要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

1

1

1

0

1

0

0

0

0

次重要

2

0

0

0

3

1

0

0

0

0

第三重要

0

3

0

0

0

1

0

1

2

0

權重加總

11

8

5

5

9

9

0

1

2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分數，第一項為最重要，第五和第六項皆為 9 分，但因第六項有一位專家將其評比為最重要，故第六項為第二重要，
第五項為第三重要，分別彙總各個專家意見如下：
〈一〉 最重要的未來趨勢為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發展重點為滿足客戶最重視的服務，提供方便，且績效較好的投資建議
(D 公司經理)。以下分別敘述機器人理財未來發展的優勢：
1、 節省人力成本

運用機器人理財取代以往中後段人員(理財規劃師、接單員等)作業(B 公司協理)，對於券商的人力成本將有顯著的管
控(D 公司經理)。在這競爭激烈的市場，機器人理財是趨勢，除了符合客戶需求外，這是一種方式和管道可以降低成本(B
公司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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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符合客戶需求之商品

因人力成本的減少、中後端訓練等時間和費用減少(B 公司協理)，證券商更能集中資源專心於發展機器人理財，透過
大數據和運算技術，為客戶提供客製化服務(F 公司經理)，提供更能符合客戶需求的服務，例如即時資訊匯報(獲利、虧
損、到價通知)、交易服務、線上開戶、簽署文件、資產配置、監控報酬及市場情況(D 公司經理)。
〈二〉 第二重要的未來趨勢為透過互聯網和 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以下分別敘述透過互聯網和 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的優
勢：
1、 開拓國際市場

吸引國際客戶來台灣從事財富管理，因為台灣的市場太小，透過開拓市場和增加財源是必要的(A 公司協理)。
2、 開拓國內產品線

我國與國外合作讓證券業銷售更多樣的國外商品，開拓台灣證券業的產品線，讓客群和產品都增加，促使證券業更有競爭力。
因為客戶購買理財商品的管道不再和以往一樣，只透過證券業和銀行，現今網際網路發達，客戶可以直接透過網路購買國外商品，
甚至有一些科技公司推出微型的理財商品，如大陸的螞蟻金服和餘額寶(F 公司經理)，都顯示國外和異業都來搶佔傳統證券業的市
場(D 公司經理)。故證券業需透過互聯網和 FinTech 滿足現今人們喜歡透過手機或網路消費和比較的習慣，再透過互聯網和 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擴展市場和產品，才能免於客戶移轉至其他網路平台(F 公司經理)。
〈三〉 第三重要的未來趨勢為透過 FinTech 發展交叉銷售或聯合行銷。如果只站在某一個產業來看 fintech，譬如從證券業看
fintech，銀行業看 fintech，保險業看 fintech，如此其實是很狹隘的。以中國大陸舉例來說，FinTech 已經落實在中國大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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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生活上的一切，所有的事都可以透過手機完成，大陸就是從一個較高的戰略架構來看，即是透過一個不分行業的整合性
平台，當客戶有需求時透過此平台即可滿足需求，客戶完全不曉得背後服務的公司，是一種整合資源、交叉銷售和聯合行
銷的概念(A 公司協理)。多家證券業、銀行、保險或科技業等可以透過此平台集結資訊科技、交叉銷售和聯合行銷，綜合
多家資金發展出來的 Fintech 資源會比單一證券業發展來的多。創造更大的市場大餅後，各證券、銀行和期貨業等再獲利
分配，相較於現在同業互相搶食不大的市場規模來的好。大陸已經做到，相信多年後台灣也可以做到，這就是互聯網的體
現。此重點在於滿足客戶需求，由客戶的需求面才會有啟動動能(A 公司協理、C 公司資深經理)，不再如同以往以較高利
潤的商品為出發(F 公司經理)，而是透過大數據預測客戶需求，提供相關商品，以達到交叉銷售(B 公司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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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針對電子商務和財富管理發展與趨勢作為探討方向，以文獻資料分
析法和專家訪談法作為解析和推估證券業財富管理發展，進而釐清證券業的財
富管理如何受電子商務影響和因應策略，並運用電子商務提升財富管理附加價
值和競爭優勢，以供我國證券業者參考。
證券業近年來因交易量萎縮、證券商家數仍多且競爭激烈和獲利能力下滑
下，證券業為深化與客戶關係與擴展市佔率，並了解電子商務對證券業之影響
和財富管理之重要性，紛紛欲強化其電子商務之應用。在網路和行動裝置普及
的台灣，電子商務看似已確實落實於台灣，電子下單占比逐年上升、線上開戶
和各式 APP 紛紛推出，但電子化服務占比仍未超過 60%。在客戶習慣透過網
路完成服務的情勢，且國際局勢大肆投入金融科技，金融監理機關也投入扶持
金融業升級，期望透過電子商務增加證券業的競爭優勢。綜合本研究探討電子
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提出重點結論如下：
表 6- 1 重點結論
結論

描述

1-1

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帶來正面影響。

1-2

電子商務平台造成財富管理的客戶忠誠度降低。

1-3

財富管理應整合、優化及創新現有電子商務平台。

2-1

財富管理網路電子商務介面操作應簡潔和生活化。

2-2

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應發展機器人理財，並利用互聯網開發新客
群。

2-3

政府應輔導業者共同發展整合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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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一頁表 6- 1 重點結論
結論

描述

3-1

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應增加客戶的附加價值。

3-2

公司應利用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進行差異化策略，以利競爭。

4-1

業者應盡早運用電子商務平台進入市場，推動首動者優勢。

4-2

公司應提供符合客戶需求之服務或商品，且最早投入市場者，將擁
有首動者優勢。

4-3

公司需運用電子商務平台，整合公司資源，形成金融生態圈，創造
更大商機。

針對財富管理未來的趨勢，專家認為下列三項依其重要性排序，一表示最
重要，二表示第二重要，三表示第三重要，如下。本研究認為未來三年機器人
理財為優先發展之項目，原因為大眾客戶至超高淨值客戶需求面驅使，不僅可
做為投資建議，更能運用電腦為高端客戶做為財務操作輔助工具(如期貨)；另
證券業的成本導向也為其發展原因之一。
〈一〉 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
〈二〉 透過互聯網、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
〈三〉 透過 FinTech 發展交叉銷售或聯合行銷
電子商務適用於不同資產分類客群中，大眾客戶和大眾富裕客戶因大部分
業務皆可透過電子商務，故持續優化與創新電子商務為首要之務，更為重要的
為發展未來趨勢機器人理財。並針對高淨值客戶和超高淨值客戶提供高資產財
富管理中心，輔以電子商務一站式服務，提供人才和團隊服務差異化，更多元
產品和不同金融業服務，以增加客戶黏著度，並藉由差異化和互聯網開發大陸
或國外客群。
問卷訪談中，專家們共同共識，證券業運用電子商務可節省成本，並為客
戶創造價值。縱使目前證券業獲利能力較差，電子商務初期需投入較大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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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對證券商資金負擔較大，但由於客戶需求和國際趨勢推動，此電子商務趨
勢已勢不可擋，我國證券業欲維持和擴張市場，須盡早和積極發展電子商務，
以達成本降低與客戶創造價值，長期來說對證券商而言為有利策略。

第二節 建議
綜合專家意見和本研究之探討歸納下列對政府和證券業的建議：
一、

政府主管機關對於金融科技之法規鬆綁
政府應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監管沙盤，促進各界勇於開發與提出創新想法，

並適時鬆綁法規，以負面表列，只要在安全和可行的狀況下，即允許開放。並
同時應對金融商品採取寬鬆政策，以使商品多元化足以滿足客戶需求。證券商
以服務為本，另理財商品也為其核心價值，除自己本身創新開發的商品，更可
以網羅各國或他司商品，提供多元商品，以符合客戶需求的各式投資組合。
二、

政府應整合業界意見共同盡早完備金融科技和電子商務平台相關規章
制度
政府應與業者們共同協商，並制定符合業界實務上發展金融科技和電子商

務平台之需求的規章制度，讓業者發展金融科技和電子商務平台時有明確的規
章制度可遵循，且仍有足夠的發展空間，甚至能將財富管理跨足國外。
三、

證券業應整合及優化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
證券業發展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其成功要素為應整合及持續優化平台

與服務，發展基礎須有相關配套措施共同支持，從最基礎的電腦資訊設備、網
路系統、資訊安全、分公司間的維繫到客戶使用的友善性，皆為證券業須持續
整合及優化的項目，目的為希望透過財富管理電子商務平台，為客戶創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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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並成為良好維繫客戶關係的方式。
四、

後續研究建議訪談對象可為消費者
本研究以證券業經營為主軸，故訪談對象為電子商務或財富管理之金融業

界高階專業經理人，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消費者為訪談對象，研究對象範圍包含
證券業者和消費者，以使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研究更為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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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問卷

專家訪談問卷
研究主題：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響
填寫對象：該業務相關之高階專業經理人
實務界長官、專家先進，您好：
此份為碩士論文問卷，論文主題為電子商務對證券業財富管理之影
響，感謝您百忙撥冗協助本問卷之完成。
本訪談問卷之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不另作其他用途，亦不對外公
開，懇請您安心作答。您多年的實務經驗與認知將是幫助論文研究成功與
否的關鍵，佔用您寶貴的時間，衷心感謝您的支持和協助參與，向您致上
萬分的謝意。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黃北豪 博士
研究生：黃雅琪 敬上
電話：0911-065 926
email：vicky.7705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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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定義說明：
一、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C)：運用網際網路(Internet)或企業
內部網路，透過電子資訊平台，如電腦、Ipad 和行動裝置等方式，所進
行的商業或是交易行為，如網路個人理財、網路下單、網路技術諮詢、
線上金融匯兌和線上市場等，使得商務活動更加順暢的商務活動。

二、

互聯網：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和學術名詞翻譯，將 Internet
翻譯為網際網路或互聯網。故中文網際網路、互聯網或網路，皆指
Internet(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7)。

三、

互聯網金融：

〈一〉 廣義的定義：只要運用網路的金融行動皆可稱之。凡運用互聯網思
想、技術和管道改造和提升金融服務的商務活動，使金融不再封閉，
而是變得更開放、高效率、透明、普及和優惠，包括 P2P 網路借貸、
網路支付、金融網路行銷、銀行電子商務、虛擬貨幣、電子商務金
融、群眾募資等模式。
〈二〉 狹義的定義：指不包括傳統金融業務網路化(即稱金融網路)，為以網
路為基礎的金融業務支持體系。
傳統金融業務網路化：指以網路替代門市據點、人工服務和金融中
介，但金融產品結構、盈利模式並無發生根本性變化。另亦不包含金
融產品的網路銷售及金融資訊的整合和發佈。

四、

金融科技(FinTech)：為英文 Financial Technology 的簡稱，金融科
技、科技金融、互聯網金融、金融互聯網、Bank3.0 和數位金融等用詞本
質相似，台灣以金融科技用詞最常見。金融科技以科技和移動互聯網為
基礎，並須擁有適當地應用場景和可行地商業模式。其核心為金融業如
何隨時隨地服務使用者，並為使用者量身打造個人化商和服務，為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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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金融服務。
名詞

相同處

互聯網金融

以網際網路(Internet)為基礎發 運用互聯網思想、技術和管
展而來，皆為提升金融服務的 道
商務活動
運用科技

金融科技

重點

(FinTech)
五、

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又稱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機器人投資
顧問。是一種線上投資平台，投資人自行操作平台介面，鍵入所得、年
齡、投資目標、風險承受度等資料，平台以電腦演算法為基礎，提供投
資人投資組合建議，投資人可據此自行下單，或由該平台為投資人自動
進行投資管理。為一種極少(或全無)人類的規劃下，提供自動化的線上財
富管理服務，因此能降低過去人為誤導或誤判之情形。機器人理財最大
的特色是低費用和低投資金額門檻，較能吸引投資資金較少的族群，如
年輕小資族群。公司如 Betterment 與 Wealthfront。

六、

數位分行(Digital banking)：上個世紀銀行必須依靠實體通路才能撐
起營運，過去是以實體通路為中心，電子通路為輔的商業模式。而現在
銀行將徹底扭轉商業模式，將重心放在電子化平台上，電子化通路為唯
一的通路，其餘行動通路、電話客服通路、網路通路和分行皆須依靠電
子化通路，是一種以「數位網路」為本的觀點。分行是重要的銷售中
心，但不會是交易中心。將成為一個不依賴分行的數位銀行，故實體分
行家數將銳減。

七、

交叉銷售：為滿足客戶多項需求，企業所執行的各種策略和方法，以
實現銷售多項相關產品或服務的營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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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
一、

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如何受電子商務(包含互聯網、金融科技 Financial
Technology)影響？

二、

在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發展趨勢下，證券業的財富管理將
如何因應？

三、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增加那些附加價值？

四、

運用電子商務能夠讓財富管理有哪些競爭優勢？

五、

下面為目前財富管理議題時常討論之項目，針對財富管理未來的趨
勢，請您勾選最重要的前三項？並以 1~3 表達其重要性，1 表示最重要，
2 表示次重要，以此類推。

〈一〉 (

) 機器人理財(Robo-Advisor)

〈二〉 (

) 數位證券分公司(如 Digital banking)

〈三〉 (

) 與 FinTech 公司合作或投資

〈四〉 (

) 非證券和銀行業者加入競爭(如 P2P 借貸業者)

〈五〉 (

) 透過 FinTech 發展交叉銷售或聯合行銷

〈六〉 (

) 透過互聯網、FinTech 做跨國財富管理

〈七〉 (

) 透過互聯網開發 40 歲以下族群可接受之財富管理之商品

〈八〉 (

) 透過互聯網開發大陸族群

〈九〉 (

) 透過互聯進行財富管理跨業結盟

〈十〉 (

) 其他，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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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資料
感謝您百忙之中撥冗填寫問卷，惠請留下您的相關資料。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公司名稱：
職稱：
年資：
電話：(

年
)

月
分機：

工作內容：
六、

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如有寶貴之指正意見，煩請您填於下列，
本人將會參考改正，以提升本研究之深度與廣度。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確認所有的提問及個人資料，已全部填寫完畢。
再次感謝您的撥冗協助！
敬祝身體健康，平安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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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內容
綜合專家意見和本研究之探討，歸納下列機器人理財未來發展可能受限之
原因：
1、 法規侷限：台灣目前全權透過機器人理財為客戶執行財富管理會有一

些法規上的限制，雖有阻礙，但相信未來台灣一定是可行的(D 公司
經理)。
2、 起初開發成本高：起初開發或投入成本較高，可能部分業者無法負擔

或認為效益未知而不願投入，但於機器人理財上線後，人力成本的節
省是顯著的，對於公司成本長期來講是正面的(B 公司協理)。
3、 人力轉型：目前發展屬於初期，人力尚未被大幅取代，但未來勢必面

臨此問題，可能輔導轉型到偏業務開發或非金融業的工作，此趨勢已
發生於科技業，接下來就是金融業。至於負面的社會觀感，企業是一
個營利企業，為了獲利極大化，此趨勢較難抵抗(B 公司協理)。
4、 資訊技術需足夠：需要很多的 data base(資料庫)，才能模擬符合客戶

需求的投資組合，這需要很多的資金成本和好的資訊技術(D 公司經
理 )。
5、 業者擔心手續費收取減少或投資較不易：多筆小額投資和一筆大筆的

金額，收取的手續費是差不多的，因為手續費是以金額而定，只要能
夠穩定且大量的吸引小額投資者，就能避免此顧慮。機器人理財可以
引導客戶往定期定額發展，排除時間性問題(D 公司經理)。
不管是科技業跨足金融業或做跨國財富管理，都需符合金融機關核准，而
目前政策不明確和法規嚴謹都為其發展阻力(C 公司資深經理)。業界雖已有此
整合性平台的想法，專家們認為目前台灣科技業跨足金融業或做跨國財富管理
無法盛行原因如下：
1、 法令規範問題：有些業務只有銀行業能服務，證券業如想服務需與銀

行跨業合作，且證券公司還必須為銀行體系的子公司，如資產管理帳
戶(A 公司協理)。台灣法規限制多，且對於新的業務，業者還沒執行
就已經被限制，反觀大陸法規較無嚴謹規範，如阿里巴巴即可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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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再制定法規規範(A 公司協理、C 公司資深經理、D 公司經理、F
公司經理)。
2、 金融業進入障礙：原因之一為金融業認為非金融業的資本額通常才三

至五億，對於存戶可能無法保障，可能有倒帳或捲款風險；另一原因
為金融業也不希望非金融分食其市場(A 公司協理)。
3、 市場規模問題：台灣市場規模不大，僅有兩千三百萬的市場規模，市

場飽和度，金融業競爭程度高，如何讓各家證券、銀行、保險或科技
業一同完成整合平台難度也較高(A 公司協理)。
4、 提供適合台灣客戶的產品平台：如果我們只是一味的學習大陸，這也

是落後的，我們應該要提供一個適合我們自己消費者的產品平台。如
阿里巴巴的餘額寶，即是從客戶角度出發，從行動支付開始累積資
金，之後再為民眾資金做有意義的理財(A 公司協理、C 公司資深經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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