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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核心能力，因應下一波顛覆性變革

此份報告由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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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銀行與資本市場產業負責人 陳盈州會計師

自中美貿易戰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有部分台商境
外資金轉往新加坡，銀行業者因而藉由增設海外分行，
以期增加海外業務收入。另一方面，海外情勢的動蕩
也拉抬了資金回台意願，雖然台灣受限於法規體系、
語言環境、稅制、匯率及對消費者保護的程度，短期
想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恐怕有難度，但政府大力鼓勵回
台企業投資、金融業擴大業務範圍，亦有望利於活絡
台灣金融市場。

而近期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延燒，疫情所造
成的中國消費內需下滑、供應鏈斷裂及赴陸差旅減少
等，對於台灣的銀行、證券、投信投顧等產業的影響，
應暫時仍為有限。為因應民眾或企業在信用卡及貸款
繳納或資金調度上有困難，多家銀行紛紛提出可延後

強化核心能力以應對下一波顛覆性
浪潮

外部環境持續變
化，將促使金融
服務業務變得更
快速又靈活，建
議優先強化自身
核心能力

1「日本化」(Japanification)原用來形容日本因長年對抗通貨緊縮與貧血式成長，而形成通膨、經濟成長與債券殖利率三低並存的現象。現用來代指一國呈現
低利率、低通膨、低成長的經濟現象。

繳款、減免滯納金以及融資優惠等方案。若考量到客
戶還款的不確定性，台灣銀行近期因中美貿易戰、產
業鏈布局轉型等影響，對中國企業的授信金額逐漸減
少，對中國曝險部位因而下降，且對於中國交通、觀
光業、住宿及餐飲業的放款比例低，因此台灣銀行的
經營風險目前應尚不至於過高。然而，因企業延後開
工、消費意願降低而造成的存貸、支付需求暫緩，仍
可能對台灣銀行在中國分行的業務有所影響。隨著外
部環境持續變化，考驗著金融機構的即時應變能力，
無論採取向外發展或在地擴張策略，皆需將眼光放遠，
掌握國際動態及產業趨勢。

未來十年全球將可能面臨一波更全面且強大的顛覆性
變革，科技發展、工作性質、人口結構、氣候的變化
與全球經濟「日本化 1」等等，皆對金融機構產生重大
影響。金融服務業務將變得更加開放且透明、即時且
客製化、智慧且安全，並深深融入消費者的生活與企
業客戶的營運之中。為了在變動環境中持續扮演好金
融中介及可靠資產管理者的角色，業者應思索如何加
強在科技基礎設施、資料、人才與風險管理等面向的
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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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銀行與資本市場產業的顛覆性變革

環境
• 氣候變遷引發的風險

技術
• 技術融合
• 網路安全問題和隱私風險加大

經濟
• 多個發達國家的經濟可能
陷入「日本化」困境

監管
• 監管分化
• 監管調整

政治
• 地緣政治衝突
• 保護主義政策

下一波顛覆性變革

要求銀行和資本市場中的金融機構強化其核心力量

著眼於大局利益，如：
• 氣候變遷
• 社會公平

與生態系統中的各界
參與方深度融合：
• 客戶
• 監管機構
• 大型科技公司
• 金融科技公司
• 技術供應商

貸方/儲戶   借方

金融機構仍將保持其核心金融中介身份

人口
• 人口高齡化
• 客戶期望提升

銀行與資本市場產業前景

開放 透明 零阻力

客製化 智慧 價值+定價

安全 情境化 數據驅動

實體銀行數量變少

產業呈現大型機構和小眾參與者之間的分化

新型數位化產品

資料來源：Deloitte 2020 Banking and Capital Markets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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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金融：平台就是未來
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趨緩以及低收益環境，持續
為個金業務帶來壓力，因此，建議應以借貸和支付業
務為首要重心，並持續管控成本。此外，可預見 2020

年開放銀行將愈趨普及，不僅帶來了新機會，也伴隨
著高風險。建議趁勢加速進行數位化，並持續關注監
管相關議題。

企業金融：發掘借貸以外的價值
企業金融部門應考慮推出具有新價值的數位商品與服
務，強化客戶關係管理的能力；同時也應針對原有商
品、服務以及內外勤部門的軟硬體進行數位化，以提
升營運效率和客戶體驗。

交易金融：必須大膽革新
在貿易全球化、低利與負利等趨勢下，交易金融的角
色將漸轉為國際貿易及資產管理的協調者，建議銀行
應更積極為企業客戶提供資料分析與洞察建議，並維
持最佳資產流動性。

投資銀行：先投資於基礎設施，以獲
得更多衍生效益
對於銷售交易部門來說，簡化後台交易作業流程已成
為首要任務，而主要的投資銀行現也已有意願投入資
源去簡化並翻新相關基礎設施。此外，客戶智能分析
(Client Intelligence)與自主分析(Self-Service)也是提
升客戶體驗的要素。

支付：緊隨市場趨勢，與顧客保持密
切連結
未來大型業者將提出更多元化的整合性服務，如支
付、借貸、點數等功能，同時也將出現更多跨業合
作的場景。舉例來說，隨著「隱形支付」(Invisible 

Payments)愈趨普遍，將發展出如 Amazon Go門市
「Just Walk Out」(拿了就走，結帳免排隊）技術的應

用。建議銀行的支付部門應首要著重：提升服務附加
價值，包括重新設計或優化顧客體驗、即時提供客製
化的支付周邊服務，以及加強資訊與隱私安全性。

財富管理：維繫客戶關係的新核心
由於客戶期望能獲得符合需求且即時的建議，提升客
戶體驗將成為首要任務。因此，各公司便需著手於顧
客服務的數位化與現代化。此外，建議導入機器學習
來取代以往庶務型作業，以增進理財專員的工作價值
及效率，此將有利於提升利潤、確保符合法規要求與
提供優質客戶服務。

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持續尋找新定位
由於對穩定報酬、提升利潤與增加收益來源的追求，
將促進商品創新，並可進一步帶動市場資料、科技與
分析等方面的整合。然而，跨國交易可能將面臨更嚴
格的審查。

各業務部門趨勢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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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四大核心能力

監管：善用工具因應繁複法規
預估國際上的分歧態勢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將會持
續，並可能發生經濟衰退的狀況。建議銀行業運用最
新科技，應用於公司治理、風險管理以及法規遵循等
面向，以能即時應變複雜的法規環境。

科技：強化基礎
由於舊核心系統的限制，使得許多銀行僅能不斷推疊
新程式或功能於原有架構上，造成維護困難及資料品
質等問題。建議銀行業先回頭解決基本問題，才能夠
享受使用先進科技的好處。下一步應將最新科技，應
用於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及法規遵循等面向，以期能
即時應變複雜的法規環境。

風險：利用技術工具提升風險管理效能
建議銀行業建立最佳風險管理模式，可藉由重新評估各
道防線以移除不必要或重疊之處、改善系統架構以有效
使用資料，並輔以機器學習與 RPA等自動化科技，協
助即時判發現在風險，及提供回饋和判斷肇因。同時，
企業亦須留意與第三方科技單位合作時所產生的風險，
例如客戶資料隱密性、系統穩定性及業務執行等。

人才：聚焦人力變革
隨著未來科技能在工作任務上扮演更多角色，不僅挑
戰既有的工作，亦提供了更多新職能。技術基礎架構、
數據管理與風險管理領域之人才將成下一階段的人才
需求主力，建議銀行業應重新定義與設計員工的工作
內容，賦予高階幹部更多決策權力，並打造能使員工
發揮所長的環境，以培養及留用具有競爭力的人才。

多面向評估 強化核心力量

以客戶為中心

個人金融

企業金融

交易銀行

投資銀行
支付

財富管理

市場基礎設施

金融科技

監管

風險

技術

人才

隱私稅務

金融科技

併購

網路安全

LIBOR2

氣候變遷

資料來源：Deloitte 2020 Banking and Capital Markets Outlook

2 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倫敦銀行同業拆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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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將迎來重大的Fintech變革，
「強化科技基礎建設」以實現「平台
就是未來 」

金管會所發布的 2020年施政重點中，將持續鼓勵金融
科技創新，其中「純網銀」、「開放銀行」、「電支
電票整合」、「金融業上雲」等皆為重要議題。隨著
純網銀、開放銀行、電支電票整合等政策的推動，可
預見未來在消費金融市場中，將有更多金融交易場景
可應用至生活中，正符合了「平台就是未來」的概念。
因此，金融機構也需加速科技基礎建設的進展，汰換
核心系統、強化隱私保護、資料上雲端、因應監理科
技等等，將有助於營運管理、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純網銀
目前各國純網銀的服務對象大多為一般消費者，然而
台灣的銀行密度高、價格競爭激烈且數位化普及，因
此，純網銀應創造全新的商業模式，與生態系合作夥
伴串聯，創造出目標客群的差異化、打造客戶黏著度
高的應用生態圈。此外，相較於傳統銀行正面臨舊有
系統全面更新的問題，純網銀可從頭建立一套更便於
分享資訊的雲端平台。期待純網銀開業後，能豐富消
費者體驗也為產業帶來正向的鯰魚效應。

開放銀行
2020年開放銀行將朝第二、第三階段進行，透過建立
「共享資料」機制，平台業者或金融機構可開發更多
貼近客戶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因為涉及消費者個資，
因此對於 TSP(第三方服務業者，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s)業者管理的方式、強化隱私保護政策、加
強網路安全監測等皆為重要環節，以取得監管機構的
認可和消費者的信任。

電支電票整合
金管會將大力推動整合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
管理法制。主要改革重點包括：擴大電子支付營業範
圍，作為個人及商家間的中介服務提供者，提供支付、
點數兌換等服務；未來更將成一個「跨機構共用平台」，
開放電支機構間可以款項相互移轉。

金融業上雲
為因應純網銀、開放銀行的龐大資訊數據運算，因而
產生的資料儲存雲端需求，促成了金管會對於金融業
上雲端的開放。而有鑑於雲端服務處理技術複雜，除
了可以自行直接委託雲端業者外，也可由受金融機構
委託的第三人另行再委託雲端業者處理。未來透過雲
端可實現跨行合作、與特約商家進行資源整合等等，
也將加速金融科技創新的腳步。

監理科技
透過強化金融監理科技，期能減輕金融機構的負擔。
除鼓勵銀行採行 API(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申報方式，使申報流程自動
化並更具效率與時效性；對於檢查作業及人員，將持續
運用新興查核技術和提升專業能力。此外，對於純網銀
的監理，也預計運用 API技術，建置即時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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