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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風潮。

在歐美開啟金融科技創新創業風潮之

前，許多國家就已開始應用網路與資通訊科技

來解決其國內金融服務不足或制度不健全的問

題；譬如阿里巴巴於2004年推出第三方支付

工具「支付寶」，以解決淘寶網上買賣雙方

缺乏信任的問題，或是M-Pesa以行動支付解

決非洲金融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等。隨著網

路、金融科技與電子商務的發展，各式創新

金融工具與商業模式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

科技公司將分食金融市場大餅

由於傳統銀行投資規模大，實體機構

網路與創新金融協助

中小企業面對融資挑戰

羅鈺珊／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助研究員

傳統金融機構偏好服務中大型企業，使得中小企業常常無法從傳統金融體制下獲得

足夠融資。近年網際網路與資通訊科技的發展，不僅帶動創新創業，加速產業內外的創

新與合作，也帶來產業轉型與服務升級的契機。本文將介紹網路平台與金融科技如何提

供新的融資平台，促進資金配置效率，做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工具。

網
路在近二十年來迅速改變人們的生活

方式，也影響產業型態，包括傳統以

來需要極高資本投入、進入門檻高、法規保

護程度高而形成寡占市場的金融服務業。尤

其在2008年金融海嘯衝擊傳統金融體系之

後，一方面英美政府強化對金融機構的監

理，使得傳統銀行提高風險控管，個人與中

小企業借貸成本與難度提高；另一方面，意

識到大型金融機構長期寡占帶來的風險，英

美政府為促進金融市場多元性而支持金融科

技（FinTech）。加上銀行業因為金融海嘯而

大量釋出金融人才，這些人才與科技人才結

合，配合年輕世代習慣網路經濟等契機，金

融科技與創新金融因勢崛起，帶動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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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地段較佳的地點，分支與員工人數多，

在財務上也需要對股東負責，因此從事投資

與金融服務時，需要考量經濟規模與成本效

益，積極服務對象以具規模的企業為主。而

銀行除了要維護既有的業務與利潤，更需要

穩定成長與風險控管，決策體系與過程也較

複雜，因此多不具備破壞式創新的基因，而

給了金融新創企業發展的空間。

根據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顧

問公司預估，現今商業銀行在全球的利潤約

有一萬億美元。在網路普及、人工智能、雲

端計算、大數據、分析演算技術等科技應用

逐漸成熟下，龐大的金融服務需求與高利潤

使得金融服務業成為新創企業競相投入發展

的領域，也吸引了大量的投資。根據創投資

料庫公司CB Insights的數據顯示，對金融科技

新創的投資由2014年的127億美元增加至2015

年近223億美元，大幅成長了75%。

目前金融機構主要扮演資金與信用的仲

介角色，提供存放款、支付、匯兌、保險與

理財等商品或服務。創新金融則運用科技與

大量資訊，提供更方便、高效率、低成本、

透明且客製化的服務；包括利用網路平台取

代金融機構的中介角色，媒合資金供需者，

或是將金融機構的業務細分化，並整合各種

可得資訊以提供金融服務的支援（如信用評

鑑或個人理財）。金融科技新創雖然擴大被

服務的對象範圍，並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

提供傳統金融機構因成本效益考量而不願承

接的服務，例如貸款給小微企業或中低收入

戶，但這些科技新創企業更多是從傳統銀行

利潤較高的業務著手。這使得一向被認為是

高門檻、高利潤、受高度保護的金融業也可

能因為科技公司的加入而成為高度競爭的行

業。

根據花旗銀行《數位顛覆》（Digi tal 

Disruption: How FinTech is Forcing Banking to 

a Tipping Point）報告，對金融科技公司的投

資資金中，有高達73%投資在個人與中小企

業金融領域，保險與資產管理則分佔10%；

若以業務區分，主要投資在借貸與支付領

域，占比分別為46%與23%。雖然目前金融

科技新創與傳統金融機構的重點服務客群仍

有所區隔，麥肯錫仍預估未來十年內傳統銀

行消費金融利潤的60%可能會被金融科技公

司所侵蝕；支付領域則因為手機、電商或社

群業者的競爭，可能有35%的利潤受影響；

企業貸款、財富管理與房貸等業務的利潤也

將減少約20~35%。美國摩根大通集團（JP 

Morgan）執行長傑米戴蒙（Jamie Dimon）在

2015年給股東的信中提到「矽谷已經來了」

（Silicon Valley is coming），提醒傳統金融機

構不能忽視科技公司競爭所帶來的衝擊。

創新金融協助解決中小企業痛點

傑米戴蒙也指出，「矽谷擅長解決痛

點，而銀行擅長創造痛點」，局部說明了金

融科技公司崛起的原因。無論是在哪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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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小企業均是經濟發展與就業創造的主

要磐石，然而各國中小企業也普遍面臨籌融

資的困難。根據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rporation）的估計，全球約有

45~55%的中小企業需要卻無法取得貸款，

另外有21~24%的中小企業貸款不足；僅在新

興市場大約就有超過2兆美元中小企業資金缺

口。中小企業面對的財務壓力大致可歸納以

下原因：

1.  新創企業或小微企業缺乏資金來聘任專業

財務團隊進行籌融資與資金管理，且往往

缺乏長期可追溯的財務報表，財務較不透

明，或缺乏抵押品或擔保人，較難符合銀

行的放款要求。

2.  資訊不對稱增加銀行信用評估困難，且中

小企業的多元性與差異性均高，銀行需要

較多的時間了解個別的企業；而且中小企

業貸款規模較小，風險也相對高，對銀行

而言成本效益比偏高，影響銀行的服務意

願。

3.  除了融資管道不暢通，跨境貿易金融處理

耗時也延長企業收款時間；在B2B供應鏈

中，小企業通常處於議價弱勢，主要客戶

延遲付款是常態。以臺灣為例，平均付款

天數為75天，國際間有些更強勢的企業甚

至會延遲三個月以上才付款，對於毛利較

低的小企業形成很大的資金流動壓力。

政府為解決中小企業資金問題，多是對

銀行做道德勸說，或是提供如中小企業信保

基金來分攤銀行風險，或是以租稅或特許業

務等誘因鼓勵銀行辦理中小企業放款；這雖

然達到部分效果，但中小企業的資金缺口與

流動調節壓力仍然影響中小企業的穩定發展

和經營。金融科技目前已經有許多平台協助

解決中小企業籌融資問題，包括P2P（peer-

to-peer）網路市場借貸、電子商務或供應鏈

金融、群眾募資等；大型金融機構也積極組

成聯盟投入區塊鏈研究與應用，以改善風險

管理、成本與效率問題，亦可縮短企業收付

款時間差。

整合網路資訊以解決中小企業的

徵信問題

缺乏完善的銀行徵信系統與信用歷史是

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雲端與大數

據的運用使得創新信用評價模型可使用大量

外部訊息彌補傳統徵信工具的不足，包括線

上平台（如Yelp、大眾點評）的企業評價、社

交資訊（如Facebook、Twitter、LinkedIn）、

電子商務平台業績與運營狀況、其他同業公

司支付狀況、業界整體動向、季節變化、活

動與區域性財富狀況等。

金融科技公司整合多方資訊對中小企

業或個人進行信用評價，並利用線上平台媒

合資金供需雙方。英國公司Zopa在2005年

首先創立P2P借貸平台，不經由銀行而透過

網路平台媒合資金供需者，將民間借貸網路

化。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個人與中小企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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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更為困難，網路借貸進入快速成長期。隨

著Lending Club Prosper、Funding Circle、

Kabbage、OnDeck，以及中國上千家P2P業者

搶進市場，目前網路借貸呈現分化且多元商

業模式的發展。過去資金提供者多為有閒置

資金、對風險偏好與承受程度較高的散戶，

現在P2P借貸市場的資金提供者除了個人，也

包括私募與避險基金、金融機構與企業。隨

著P2P借貸市場穩定成長，許多金融與投資機

構為了以較低的成本開發個人或小微企業客

戶，紛紛與P2P平台合作；如英國實體銀行

Metro Bank即透過Zopa放款，Kabbage則是募

集各大創投資金進行融資業務。

除了解決徵信問題，相較於傳統銀行貸

款審核與作業耗時，金融科技公司運用大數

據演算、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自動算出客人

信用，除了可降低人為判斷干擾，通常也只

需要數小時甚至幾分鐘就可算出可貸金額、

分期與還款條件並予以核貸。譬如Kabbage透

過應用程式介面與各類系統串接，整合公司

資訊與企業平常使用的網路服務，只需要6分

鐘就可以核貸，至今已服務超過10萬家中小

企業，貸款金額超過16億美元。雖然P2P借

貸通常利率較高，但對於中小企業而言，一

方面解決因信用與擔保品而無法由銀行獲得

融資的問題，另一方面其通常是小額短期借

貸，符合中小企業因應季節、結構調整與資

金流動等短期貸款的彈性需求。

電商金融順勢而起，協助電商企業

發展

根據產業調查公司Frost & Sullivan的估

計，2020年電子商務商品交易將達到10萬億

美元，其中2/3為B2B，1/3為B2C交易。而電

子商務是由為數眾多的中小微企業所構成的

貿易與供應鏈體系，這些中小微企業有資金

需求，且其交易多在這電商體系內進行，使

得電商平台能夠累積大量數據，對平台中企

業運營狀況的掌握度較銀行高，降低資金供

需雙方的訊息不對稱，貸款與還款程序也較

便利。為了協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以打造健

全的電商生態環境，電商金融順理成章成為

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下的產物。

電商金融除了與銀行進行業務合作，

有些資金實力雄厚的電商如阿里巴巴，也自

營並以自有資金進行貸款。阿里巴巴由支付

寶、阿里小貸至螞蟻金服，累積大量的用戶

與信用數據；其芝麻信用不僅應用在個人用

戶的食衣住行各種場域，近期也透過企業徵

信業務方案，期望協助解決小微企業徵信問

題。中國第二大電子商務業者京東商城也成

立京東金融，營業項目除了B2C之外也涵蓋

B2B業務，包括訂單與入庫單融資等供應鏈

金融。亞馬遜（Amazon）也在2012年成立

Amazon Lending，透過對庫存週期、缺貨率

或產品評價分析來選擇平台上的優質企業提

供貸款，協助企業加速進貨。樂天、PayPal均

對平台優質企業提供貸款協助企業擴展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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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資金融通。

金融科技推動供應鏈管理，

改善貿易金融效率

有鑑於供應鏈客戶延遲付款對供應商

帶來的金流壓力，全球已有上萬名客戶的金

融科技公司C2FO提供媒合供應商與買家的

營運資金交易平台，整合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並運用動態數據，使供應商與買家快

速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貼現利率，讓買家

獲得折扣，而供應商可以提早收到款項，不

用再透過銀行融通資金缺口，也改變買家決

定付款期限的方式，活絡市場資金流通。中

國大陸群星金融也同樣提供平台，透過核心

企業（大企業）的ERP系統獲得交易資訊，

讓供應鏈企業獲得應收帳款的融資；不同於

C2FO的去中間化，群星金融是由第三方的保

付代理公司、銀行或投資機構對供應鏈企業

進行融資。由於核心企業通常是信用良好的

大企業，對應收帳款融資等於是建立在大企

業的保付承諾基礎下，較直接對中小企業融

資風險低，提高銀行融資意願；且這些網路

平台更可透過對企業數據與行為的監控，藉

著機器學習的動態調整，及時發現異常交易

狀況且迅速做出決策。

此外，在跨境貿易中往往需要依賴銀

行信用狀交易系統，以保障買賣雙方權益。

目前銀行與企業還是依賴大量文書處理，且

在追蹤與驗證上仍依賴紙本往返，既耗時也

增加聯繫風險。許多金融科技業者與銀行正

嘗試用區塊鏈技術提高金融業務安全性與效

率，包括貿易金融的即時追蹤與無紙化。銀

行區塊鏈技術聯盟（R3CEV）已有多家成

員參與貿易金融測試。今年9月份巴克萊銀

行（Barclays）與兩家夥伴企業透過區塊鏈

平台完成貿易金融交易，以加密電子資料傳

輸取代以往需要紙本傳送的單據，將結算時

間由一個禮拜以上縮短至數個小時，讓供應

商可以快速取得貨款。同時，微軟與美國銀

行（Bank of America）也宣布共同研發以區

塊鏈技術為基礎的貿易金融平台，目前正在

測試區塊鏈平台對信用狀操作流程的影響；

新加坡的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也與匯豐、美

林等銀行合作運用區塊鏈技術模擬跨境信用

狀交易。雖然距離技術成熟與大量使用仍需

要數年的時間，但可預見在金融科技的運用

下，企業的金流問題將可望透過簡化程序與

效率提升而有所改善。

未來展望與啟示

網路與行動裝置普及改變了資訊傳播方

式與質量，使得創新企業容易接觸消費者，

對客戶提供客製化的服務並提升用戶體驗。

一般而言，企業用戶需要銀行較多的成套服

務，採購流程複雜並著重風險控管，轉換金

融服務機構的成本較高，但個人用戶則容易

因為較低的服務成本或較好的用戶體驗而轉

換金融服務供應商，因此目前的創新金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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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B2C為主，其發展也較為成熟。然而，企

業運營對金融服務與資金的剛性需求造就的

藍海市場，也漸漸受到重視。隨著物聯網與

產業金融科技的浪潮來臨，預估將帶動B2B的

投資與創新，中小企業也能持續從金融創新

浪潮中受惠。

網路與金融科技促進資訊與交易的透明

與效率，解決供需資源錯置的問題，也推動

產業加速創新發展。除了傳統銀行紛紛與電

子商務平台及新創企業合作，未來的數位轉

型也有從產業端切入的趨勢，吸引許多傳統

大企業的加入，根據不同區域的產業需求及

特色打造專屬於此產業的供應鏈金融。譬如

以家電起家的海爾將上游供應商的應收帳款

債權轉賣給其他投資者，並將下游經銷商的

預付款包裝成金融商品販售給投資人獲得收

益。鴻海集團也預計其供應鏈金融服務將於

今年上線。由於在供應鏈金融內，電商平台

或核心企業非常了解並能透過數據掌握供應

鏈夥伴狀況，容易做到產業內的風險控管。

許多時候，缺失即是商機，危機就是轉

機，而過度保護過去的成功卻會成為阻礙創

新轉型的絆腳石。網路時代下，資訊開放且

無論產業與地域疆界皆一一被消弭，找到機

會快速切入市場的螞蟻也有機會威脅轉身不

夠快的大恐龍。安侯建業（KPMG）與澳洲

創投公司H2 Ventures發布的《2016全球金融

科技100強》（2016 Fintech 100）中，前五

名中國企業就佔了四名；其中螞蟻金服拿下

第一，趣店、陸金所、眾安保險、京東金融

分別位居第二、四、五與十名。相較於金融

體制相對成熟的已開發國家，中國在傳統金

融業不夠發達，競爭不足，而且監管相對寬

鬆，此一情況反而提供金融創新企業更多的

發展空間；而龐大互聯網生態與金融服務商

機，更使中國在金融領域的創新與應用廣度

後來居上，撼動英美長期在金融創新的領先

地位。

創新需要跳出原本的框架，跨界合作也

成為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以芝麻信用

為例，原本以金融徵信需求出發，現在已經

可以運用到簽證、快速通關甚至婚配市場。

區塊鏈的技術應用也從金融領域延伸至各種

交易互動；而未來在物聯網趨勢下，各種資

料收集、監控與預測也將更進一步影響金融

體系與商業模式。

許多創新往往不是在現有體制內發生，

尤其在網路時代法律規範無法追上各種金融

與產業創新，因此政府應該跳脫「管理創

新」或保護現有企業的思考模式，讓傳統金

融機構更迫切的因應外部競爭，增加其內部

及與外部創新合作的動機。然而，網路經濟

具有贏者全拿等特性，也存在顯著的數位落

差。因此如何重新界定壟斷定義，防止具有

平台與數據掌控力的企業阻礙競爭或不當運

用個人資訊，提升消費者對隱私與資訊運用

的意識，以及縮短數位落差並培養相關人

才，創造有利健康創新的環境，為各國企業

與政府需要思考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