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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提供迥異於傳統金融服務的介面與技術方法，通常可大幅提升傳統金融服務
的流程效率，若結合區塊鏈技術，還可大幅提升金融資訊安全及資訊的橫向聯繫。另一
方面，結合IoT、AI之Fintech，其可發展之商業模式又更加多元多樣，而可有效協助推動
綠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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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概念與發展

（見圖1），至2015年已成長至220多億美
元。若依據英國財政部委託安永公司（Ernst

金

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 Young, EY）的國際評比報告，2016年全

一詞發源於美國，係指有別於傳統金融

球最重要七大Fintech重鎮分別位在英國（倫

服務方法的金融服務新技術、流程、產品，

敦）、美國（加州、紐約）、新加坡、德

以及創新商業模式。Fintech本身就是一個應

國、澳洲（雪梨），以及香港。這其中，

用技術來強化金融行為的新型態金融產業，

英國發展Fintech最為蓬勃，2015年英國的

藉由網路，視市場/客戶需求而提供整體配套

Fintech產值達66億英鎊，並吸引了5.24億英

的「端到端流程」（end-to-end process）金

鎊的Fintech投資、6.1萬個Fintech工作者。再

融服務，例如針對智慧型手機使用者需求之

依據倫敦市政府統計，倫敦金融城40%人力

「行動銀行服務」（mobile banking），或是

資源皆投入於Fintech領域。

線上投資服務、加密貨幣應用等。但又不僅
如此，Fintech應用領域還擴及諸如自動化保
險（automate insurance）、環境財政工具（例
如碳交易系統）、風險管理系統等。
依據統計，全球Fintch投資成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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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另一個Fintech重鎮是德國，德國
新創Fintech公司主要集中在柏林、慕尼黑、
法蘭克福，以及漢堡等城市。依據德國財政
部2016年發佈的德國Fintech市場報告，截至
2015年年底，德國存活的Fintech新創企業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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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投資（百萬美元，柱狀圖見左欄數據）
Fintech交易金額（百萬美元，折線圖見右欄數據）

資料來源：Fintech投資趨勢，矽谷銀行，2015。

圖1

Fintech全球投資及交易量統計（2010∼2014）

346家，當年市場總交易量達到22億歐元，其

發展僅次於英國，也十分蓬勃。2017年美國

中募資領域市場交易量（捐贈眾籌、股權眾

有13家Fintech公司達到「獨角獸」標準（亦

籌和網路借貸）約為2.7億；交易平臺和智慧

即，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公司），

投顧服務管理約3.6億歐元的資產；Fintech支

成為市場最熱門話題之一。根據畢馬威公司

付領域的交易量則達到17億歐元。德國財政

（Klynveld Peat Marwick Goerdeler, KPMG）

部並預測，2020年德國Fintech市場規模可以

統計，創投業看好美國Fintech產業前景，美

達到58億歐元，2025年則將達到97億歐元，

國Fintech公司於2017年上半共獲得35億美

到2035年，德國整體Fintech市場規模有望達

元的融資。但依據《富比士》雜誌引用之創

到148億歐元。

投融資數據指出，美國大部分的Fintech公司

除了英國、德國以外，荷蘭阿姆斯特丹

都是運用市場利基找生存之道，或是開創市

（2014年投資Fintech領域3.1億美元）、瑞典

場藍海領域。但即使是達到「獨角獸」標準

斯德哥爾摩（2014年投資Fintech領域2.7億

的Fintech企業，這些公司若想進一步快速成

美元）也是近10年來歐洲投資Fintech領域之

長，未來還是需要進行上市計畫。

重要城市。此外，立陶宛也逐漸成為北歐的

除了歐美以外，亞太地區的Fintech也

Fintech產業新聚落，2016年至今，立陶宛共

發展迅速，尤以澳洲為最。2015年雪梨成立

核准51個Fintech執照，包括2017年的32個。

了Fintech中心，而依據KPMG統計，2017年

美國作為Fintech誕生地，Fintech領域

雪梨的Fintech產值已占澳洲GDP的9%，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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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新加坡的金融服務業產值。香港也

加速生成綠色金融。然而，這些努力最終仍

於2015年創設Fintech創新實驗室；同年，

難以撼動傳統經濟已築成的結構壁壘，也因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此，Fintech創新在綠色金融領域的呼聲日

Singapore, MAS）啟動了一項名為「金融科技

高，被公認是有助人類經濟加速朝永續及包

與資訊群」（Fintech and Information Group）

容性社會轉型的創新解決之道。

的計畫，承諾在2020以前投資Fintech領域
2.25億美元，以吸引全球Fintech新創企業駐
點經營。

201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永續性金
融體系探詢（UNEP Inquiry）國際平台，旨
在推動全球金融系統轉型為綠色金融。2016

亞洲另一值得關注的Fintech領域新興

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年會，UNEP Inquiry提

國家則是中國。中國雖尚未成為國際評比報

出以Fintech作為金融體系轉型綠色金融之動

告的標的國，但憑藉政府政策及國內市場龐

力燃料；2017年1月，在義大利舉行的G7總

大，中國的電子支付（支付寶、微信支付、

統高峰會議，成立了以Fintech推動中小企業

百度錢包等）規模目前占全球電子支付總量

綠色金融的國際工作平台；同月，UNEP結

50%；由線上購物平台延伸出借貸功能的線

合中國新銳Fintech公司螞蟻金融，於美國成

上借貸規模已占全球線上借貸總量75%。這

立綠色數位金融聯盟（Green Digital Finance

其中，螞蟻金融（ANT Financial）服務為

Alliance, GDFA），欲以Fintech作為綠色金融

中國最大的Fintech公司，隸屬於阿里巴巴集

觸媒；於此同時，德國為首的G20綠色投資方

團，市值達60億美元，近年不但投資印度、

案（GreenInvest initiative）也瞄準以Fintech促

泰國Fintech領域，也積極參與聯合國綠色金

進發展中國家綠色金融的潛力，考量建置相

融的Fintech相關行動計畫。

關工作平台。

金融科技在綠色金融之角色

瑞典「斯德哥爾摩綠色數位金融」
（Stockholm Green Digital Finance, SGDF）
就此應運而生，其成立於2017年5月G20國家

永續發展目標（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於柏林召開的「綠色投資」會議，是一個非

Goals, SDGs）以及巴黎氣候協議，並認為達

營利組織，旨在經由Fintech創新而消弭傳統

成此些目標所需之公私部門資金數以兆計。

金融規範與綠色經濟之間的扞格與壁壘，加

近年，相關政策及法規不斷出爐或力道增

速催化綠色融資與投資。SGDF並與GDFA、

強，歐洲私部門資金被動員的能量聲勢達到

chainvine、ChromaWay、Aidhedge、Trine、

空前，且興起企業、立法者、金融機構間之

WePower等組織、方案或Fintech公司合作

協作並成形。這些現象都凝聚到一個結果：

成立「綠色金融科技網絡」（Green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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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非常關切如何成功達成聯合國

前瞻焦點

Network），主要協作方向包括「探索可實

在瑞典，參與了「綠色金融科技網絡」

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聯合創新計畫」、

（GFN）的Fintech公司Trine則藉由建置一個

「推動技術輸入及工作群的反饋」、「共同

允許民間投資者參與配置及投資新興國家太

撰寫Insight Briefs，Op-Eds，以及召開研討

陽能光電計畫的數位投資平台，以終結後進

會」、「展示創新數位金融解決方案和商業

國家「能源貧窮」（energy poverty）課題。

模式」等。

綠色金融科技應用
依據Fintech Futures的報導，Fintech主要
的市場機會包括「行動金融」（以手機為介
面）、「金融服務自動化及數位化技術」、
「開放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s）、「數
據分析」，以及「探索新的商業模式」等，
並預測2020年主流的Fintech商業模式將是結
合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進行
以雲端服務為基礎的「即時支付」（手機介
面）以及「區塊鏈商業模式」（應用於金融
產品系統或服務流程）。
Fintech在綠色金融之商業模式，較受矚
目的仍是UNEP Inquiry引領的綠色數位金融聯
盟（GDFA）以及WePower方案。GDFA的主
要參與者螞蟻金服，已提出一種應用程式服
務，它能為用戶提供碳帳戶，作為信用及儲
蓄帳戶。這使該公司在中國的4.5億用戶能夠
對其碳足跡進行基準測試，而後經過分析該
些用戶之金融交易歷程，而計算出該些用戶
「綠色能源」信用帳戶餘額的增加或減少。

在非洲肯亞，M-KOPA公司則成功的推
動了該國國內行動支付平台（M-PESA），以
銷售太陽能系統至弱勢社區。
同樣參與「綠色金融科技網絡」
（GFN）的澳洲WePower計畫，則是建基
在區塊鏈技術基礎上的再生能源交易平台，
其經由可交易的智慧能源契約，協助全球再
生能源產品/供應者藉由銷售再生能源而提
升其資本能力。WePower建置之再生能源
交易平台強調標準化、資訊透明化、效率
化，以及可交易等特質，其針對再生能源開
發計畫進行WePower模式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決定拍賣項目，而後簽訂智慧
能源契約，並協助至國際能源市場上進行交
易，在這一連串過程中給予資助。
在提供綠色金融之金融安全方面，再以
中國為例，中國郵儲銀行因為佈點最廣、最
貼近民眾生活金融，也是最可能廣泛而全面
推動綠色金融的金融機構。2017年中國郵儲
銀行和IBM公司合作推出一個基於區塊鏈技術
的資產信託系統。其運用智慧契約、分散式
共用帳戶、共識機制，以及結合區塊鏈技術

此外，螞蟻金融也結合社交軟體介面，

的對等網路（peer to peer, P2P）技術，達成

提出互補性的植樹碳補償計劃APP，2017年

資產信託業務中各方的資訊共用，以及信託

已有7,200萬中國用戶使用了該APP。

投資指令的智慧控制，有效提高了客戶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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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護以及金融資料安全。該合作係透過一

創新動能和市場成熟度等利基。同年《遠見

套優化的流程，針對委託方、受託方、資產

雜誌》與「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也調查

管理方、投資顧問方，以及審計方，完成多

臺灣Fintech業界，從「整體」、「法規」、

方信用驗證機制，相較傳統流程提升了60%到

「人才」三個構面，解析臺灣Fintech發展現

80%效率，也提升資金管理之風險管控能力。

況，發現臺灣Fintech業者在「創新應用程
度」表現相對較佳，其次是「發展速度」，

結語
Fintech提供迥異於傳統金融服務的介面
與技術方法，通常可大幅提升傳統金融的服

「國際化能力」則最低。此外，2015年金管
會提出「Bank 3.0」，但迄今臺灣業者真正已
有數位金融產品上線者僅約4成。

務流程效率，若結合區塊鏈技術，還可大幅

若觀本文前述英國政府委託EY公司進行

提升金融資訊安全，同時又提升金融服務各

的國際評比報告，英國之所以成為Fintech全

面向的資訊橫向聯繫程度。另一方面，結合

球第一大重鎮，最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政策協

物聯網、人工智慧技術之Fintech，其可發展

助催生了有利Fintech發展的產業生態環境；

之商業模式又更加多元，可說綠色經濟所需

美國之所以成為Fintech另一重鎮，則是因為

之金融策略，Fintech可將之具象化，不但比

人才、資本市場支援充足，以及Fintech市場

傳統金融更適配綠色經濟的投融資需求，尤

需求強勁。由此，我們可好好思索，臺灣發

其參與到綠色金融中，可以多元、多樣的商

展Fintech的必需性、利基，以及相關策略。

業模式策略，協助綠能發展，並進一步協助
後進國家，以更易即性之模式獲得綠色能源
供應，解決其能源貧窮課題。
臺灣雖有很好的半導體產業基礎，但
過去較多聚焦在硬體晶片設計與製造，軟體
產業較少發展。不過臺灣近年也開始出現表
現受矚目Fintech新創企業，2017年德國安聯
集團欲投資亞洲Fintech領域，臺灣也成為標
的之一。但依據資料科學顧問公司Ceresus
於2017年發布的「亞洲金融科技競爭力指數
報告」，臺灣Fintech競爭力在亞洲落後新加
坡、香港、日本和南韓。Ceresus認為臺灣
現階段應加速金融科技人才培育，強化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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