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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互聯網金融係指藉由雲端計算、搜尋引擎、社交網路、大數據、數

據挖掘等互聯網技術與傳統金融業相結合之一種創新金融型態。互聯網

金融目前於國內尚屬陌生，惟其已挾著打破時空限制、資訊透明化、交

易成本低、彌補傳統金融排斥領域等優勢在全球掀起一股勢不可擋的巨

浪。互聯網金融是一種不同於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的第三種金融模式，

其主要類型有第三方支付、P2P 網路信貸、公眾籌資、互聯網貨幣、海

量數據金融、互聯網金融門戶。此種金融創新模式亦已影響傳統金融業

之發展，加速金融脫媒化，惟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並非處於對立面，

而應是在相互挑戰中進行自我之革新。 

互聯網金融之本質仍為金融，仍會面臨到傳統金融所面臨之風險，

且因為互聯網技術之應用，使得互聯網金融之風險擴散速度更快。再

者，互聯網金融屬於新興領域，目前處於多頭監管或監管真空之情形。

因此如何儘速建構起相對應之監管機制以保護投資人與消費者之權益，

避免非法吸金非法集資，乃互聯網金融當前最重要的課題。為與國際潮

流接軌，我國不得不正視互聯網金融之崛起並加緊腳步建構發展。 

我國互聯網金融產業發展尚處萌芽階段，尚無相關學術性專書可供

研究者使用。若能對於互聯網金融及其監理方式等相關議題，進行全面

性及系統性的介紹，並整理分析英國、美國及中國等國家之監理型態，

從外國發展經驗及監理機制中，發現我國監理層面之挑戰，應能對於此

新興金融議題有所貢獻。 

就實務運用而言，由於互聯網金融之相關規定尚未成熟，且因互聯

網金融之核心仍不脫離金融本質，仍將面臨傳統金融所遭遇之各種風

險。如何能夠達到在積極開放下進行有效監管以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

益，實須深思。此外，當前金融法規中對於金融業務之進入採取管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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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保障其專屬業務（例如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保險法第 136 條

第 2項、證券交易法第 44條第 1項、期貨交易法第 56條第 1項、電子

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亦造成新興之互聯網金融型態無法

建立。亦即過度管制恐造成業務無法開展，進而使台灣喪失國際競爭之

先機。因此如何提供互聯網金融之發展基礎，正為立法上所應面對之問

題。此外，由於互聯網金融型態各異，不同類型產業間所須因應之風險

各異，故在監理規範之頂層設計上，須有不同因應。 

互聯網金融起源於英國，發展於美國，火熱於中國，故本書研究主

要將參考英、美及中國之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希冀能夠透過

引薦英國、美國及中國大陸關於互聯網金融之型態，經營風險及監理機

制，掌握其發展趨勢，並將提出完整之立法建議及監理模式，以做為我

國未來監管規劃之參考。 

 



 

 

 

 

 

 

 

 

互聯網金融之意義、
發展背景及特徵 

第 章 1 

 

第 1節  互聯網金融之意義 

第 2節  發展背景 

第 3節  特徵 

 



 
 

2 • 互聯網金融之監理機制 

互聯網金融之概念，最早係由中國學者謝平
1
於 2012 年所提出，其

認為在互聯網金融模式下，具有支付便捷、市場訊息不對稱程度非常

低、資金供需雙方可以直接交易、金融中介機構不起作用、可以達到與

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一樣的資源配置效率，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還

能大幅減少交易成本
2
。惟互聯網金融之運作模式並非於 2012 年始出

現，如全球第一家網路銀行（安全第一網路銀行， 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開始於 1995 年、全球最早的第三方支付業者 PayPal 於

1998 年成立、全球第一個群眾募資網站 ArtistShare 建立於 2001 年、全

球第一個 P2P 平台（Zopa）誕生於 2005 年等。換言之，互聯網金融乃

係先有運作模式，再將這些早已存在的運作模式納入互聯網金融概念之

範疇中。 
 

第 1節  互聯網金融之意義 
壹、互聯網金融概念之起源 

互聯網金融之概念在 2012 年被拋出後，迄今為止仍未有精準、統

一之定義。本書擬從客觀角度出發，集納相關文獻中較無爭議且獲普遍

共識部分為互聯網金融一詞定義之。本書以為互聯網金融，乃係利用雲

端計算（ cloud computing）、搜尋引擎（ search engine）、社交網絡

（social network）、大數據（big data）、數據挖掘（data mining）與行動

支付（mobile payment）為主之互聯網技術以實現資金融通、支付及資

訊中介功能之線上金融服務模式。 

詳言之，金融乃資金之融通，如何促進資金融通之關鍵便在於匯聚

資金供需雙方資訊並使雙方得藉由彼此所公布之資訊進行了解與評估後

                                                      
 1  有中國互聯網金融之父之稱，目前擔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 
 2  參閱謝平、鄒傳偉，互聯網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第 12 期，2012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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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交易與否，而互聯網技術對於這種資金供需雙方資訊之匯聚與對接

便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亦即透過社交網絡之運作，得將資金供需雙方的

資訊在此生成、傳遞、交換、匯聚；而這些資訊若規模巨大到無法經由

人工擷取、管理、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利用的資訊
3
時，

即形成所謂的大數據；繼而透過搜尋引擎從大數據之中依照不同之設定

條件進行檢索、篩選、排序與匹配後取得所需之內容；而雲端計算之應

用則是運算、儲存這些大數據資料進而共享資源，因其確保了處理大數

據資料之能力，對於搜索引擎而言有相當重要之支撐作用；而數據挖掘

主要由互聯網金融之經營主體運用於風險控管方面，因金融特別注重風

險之控管，數據挖掘之功能在於得對大數據資料進行抽取、轉換、分析

與模型化處理，從中獲取有價值的數據進行有效的風險評估與管理；又

行動支付乃係利用傳統手機、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設備作為安控載

具，連接行動通信網路，最終達到銀行帳戶扣款之目的，其主要應用型

態有四，分別為遠端支付、近端支付、QR code支付與 mPOS4
，如此將

可大幅提升支付的便捷性、效率性，並真正朝向隨時（anytime）、隨地

（anywhere）、以任何方式（anyhow）進行支付之目標前進5
。 

總結而言，互聯網金融乃係互聯網與金融相結合之新興金融模式，

其不僅止於將互聯網概念和金融商品服務做結合如此淺薄，重點為背後

經營的思維及精神
6
。申言之，即利用互聯網技術去管理金融風險，做

好信用評級、數據分析、金融產品之設計、解決訊息不對稱以及凝聚資

金與需求，使金融朝著脫媒化趨勢之方向發展，而非簡單地將金融線下

                                                      
 3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資訊服務處，淺談大資料（big data），網址：http://www.ascc. 

sinica.edu.tw/iascc/articals.php?_section=2.4&_op=?articalID:6320，中央研究院資訊服

務處（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1 月 21 日）。 
 4  參閱黃世欽，台灣電子金流支付之內涵與展望，銀行公會會訊，第 83 期，2014 年 9

月，頁 8-10。 
 5  參閱謝平、鄒傳偉，互聯網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第 12 期，2012 年，頁 13。 
 6  中國信託銀行信用金融執行長劉奕成曾如此表示。參閱翁書婷、顏理謙、許文貞，

2016 金融的未來 FinTech 完全解析，數位時代，第 259 期，2015 年 12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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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搬到線上進行銷售或展示
7
。 

貳、互聯網金融與金融互聯網 

互聯網與金融之結合，若依排列組合會產生兩組結果，分別是互聯

網金融與金融互聯網，惟此二者之內涵卻不能等同視之
8
。所謂的金融

互聯網係指傳統金融業吸納、運用互聯網技術進而去創新某些金融工

具、構建新的網路系統，但原有的商業模式並無發生變化
9
。簡言之，

金融互聯網乃係傳統金融業本身欲藉由互聯網技術來提升工作效率、降

低營運成本，朝向訊息化金融機構的趨勢發展，以增強在原有金融體系

中之競爭力，並非對現存金融體系進行革命式之改變。而互聯網金融卻

是由互聯網企業為主之非金融機構作為經營主體，透過互聯網技術來提

供金融服務，主要模式包含有第三方支付、P2P 網路借貸、大數據金

融、群眾募資、互聯網金融門戶、虛擬貨幣。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將會挑

戰現有金融體系，形成競爭與合作關係。 

                                                      
 7  參閱郭勤貴，互聯網金融商業模式與架構，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 年 10 月，頁

184。 
 8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於 2013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舉辦的外灘國際金融峰會上即指出金

融互聯網與互聯網金融是不同概念。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馬雲：金融行業

需要攪局者，2013 年 6 月 21 日，網址：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0621/ 
c78779-21920452.htm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1 月 21 日）；同年 6 月 29 日亦於上海

舉辦之陸家嘴論壇，以金融互聯網發展的前景為主題之會議上，中國交通銀行副行長

及首席信息官侯維棟亦表示金融互聯與互聯網金融二者有其不同之處。資料來源：和

訊新聞網，專題會場五─金融互聯網發展的前景文字實錄，2013 年 6 月 29 日，網

址：http://news.hexun.com/2013-06-29/155624229.htm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1 月 21
日）；同年 11 月 6 日於上海舉辦的互聯網金融公司「眾安在線」發表會上，中國支付

清算協會互聯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亦為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董事長馬明哲亦點出金融

互聯網與互聯網金融有本質上的不同。資料來源：新浪財經，馬明哲平安互聯網金融

戰略發布會講話文字實錄，2014 年 1 月 16 日，網址：http://finance.sina.com.cn/ 
money/bank/bank_hydt/20140116/140117975954.shtm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11 月 21
日）。 

 9  參閱吳曉求等著，中國資本市場研究報告（2014）互聯網金融：理論與實踐，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4 年 9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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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穩定局於 2014 年發布之中國金融穩定報

告指出，廣義的互聯網金融既包括了作為非金融機構的互聯網企業從事

之金融業務，也包括了金融機構通過互聯網開展業務；而狹義的互聯網

金融則僅指互聯網企業所開展，基於互聯網技術之金融業務
10
。換言

之，互聯網金融若從廣義角度觀之，包含了金融互聯網與狹義之互聯網

金融。但不論互聯網金融是以廣義或是狹義的角度觀察，其共同點皆是

互聯網與金融二大領域結合下之產物，故有見解認為應將互聯網金融實

質定位於依託互聯網技術或思想所進行之金融創新工作，而不區分經營

主體是誰，因為在將來互聯網金融必然會與金融互聯網融合，二者難以

切割，若執意區分僅徒增概念之混亂
11
。又有見解認為目前金融互聯網

與互聯網金融仍有其區分之必要，二者不同之處表現於經營主體、運作

模式、衍生背景、現實定位、資源配置與監管要求六方面，整理如下

表： 

表 1：互聯網金融與金融互聯網之異同 

 互聯網金融 金融互聯網 

經營主體 互聯網企業為主之非金融機構 傳統金融機構 

運作模式

主要模式有：第三方支付、P2P 網

路借貸、大數據金融、群眾募資、

互聯網金融門戶、虛擬貨幣 

主要模式有：互聯網銀行、互聯網

證券、互聯網保險 

衍生背景

因網路經濟與電子商務的快速發

展，傳統金融服務逐漸無法滿足客

戶需求 

因日趨激烈的同業競爭與互聯網金

融強勢發展所帶來之巨大衝擊及金

融脫媒的壓力 

現實定位

金融平台：透過互聯網金融平台，

使客戶在平台上實現線上融資、資

金管理與跨行支付等功能 

金融渠道：透過開設網路銀行、線

上產品銷售、進行數據處理與開辦

電子商務等，不過是延伸或增加傳

統金融機構的交易渠道 

                                                      
10  參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分析小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4），中國金融出版

社，2014 年 4 月，頁 145。 
11  參閱李耀東、李鈞，互聯網金融框架與實踐，電子工業出版社，2014 年 2 月，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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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金融 金融互聯網 

資源配置 去中介化，加速金融脫媒 本身仍為從事金融中介活動之組織 

監管要求 
創新速度快，涉獵領域廣泛，可能

造成多頭監管或監管真空之情形，

目前仍欠缺完備之相關法規 

傳統金融機構作為金融互聯網之主

體，在監管上分工明確，且現行法

規明確，監管相對成熟 

資料來源：戴東紅，互聯網金融與金融互聯網的比較分析，時代金融，第 2 期，2014
年，頁 31。 

本書以為在未來發展下，互聯網金融與金融互聯網之區分界線將愈

趨模糊，因某些互聯網金融業務，非互聯網企業亦即傳統金融業亦得經

營之，且互聯網企業在提供某些互聯網金融服務時，仍須與傳統金融業

合作。因此互聯網金融之發展模式雖非由傳統金融業所主導，惟傳統金

融業亦逐漸發展互聯網科技去提升服務品質，並且試圖將觸手伸向互聯

網金融業務領域，故若以經營主體為主要區分標準，將互聯網金融與金

融互聯網劃分為不同概念者，似無太大實益。 

參、互聯網金融與影子銀行 

一、影子銀行之起源與意義 

影子銀行泛指非銀行之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雖未吸收存款，但

提供具有市場基礎的融資（market-based financing）或金融中介功能

（market-based credit intermediation），且不受傳統銀行法的規範，不僅

其負債不納入存款保險的保障，亦無法取得中央銀行的緊急融通
12
。影

子銀行的出現，乃是金融發展、金融創新下之必然結果，以作為彌補傳

統金融業功能之不足處。其概念之興起導因於美國於 2007 年發生次級

房屋信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簡稱次貸危機），因影子銀行

本質上非銀行機構，但事實上卻發揮銀行之功能，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扮

                                                      
12  參閱王志誠，小微企業籌資管道─捕捉新興影子銀行，台灣銀行家，第 51 期，2014

年 3 月，頁 22。 



 
 

 

7第 1 章  互聯網金融之意義、發展背景及特徵•

演次級貸款者融資之主要中間媒介，他們從事放款，也接受抵押，並在

金融市場發行各種複雜的金融衍生商品，大規模擴張負債與其資產業

務。惟美國房地產價格持續低迷，住房抵押貸款違約率激增，貨幣市場

流通性亦逐步萎縮，銀行間拆借利率急遽上升，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緊

縮，終致次貸危機爆發。而次貸危機促使影子銀行不斷進行自我加強之

資產拋售循環，更多影子銀行被捲入流動性危機中
13
，最終發展成波及

全球之金融風暴。 

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 FSB）於

2011 年 4 月所發布之研究報告  

14
便針對影子銀行（shadow banking）之

定義作詳細闡述。該研究報告將影子銀行分為廣義與狹義分別論述，廣

義的影子銀行係指游離於正規銀行體系之外而從事涉及信用中介之活動

與實體
15
。狹義的影子銀行係指游離於正規銀行體系之外而從事涉及信

用中介之活動與實體，並且特別是由期限轉換、流動性轉換、槓桿作用

和異常信用風險移轉所引起之系統性風險與監管套利
16
。 

二、影子銀行與互聯網金融之關係 

影子銀行於此處被談及，導因於中國國務院於 2013 年年底向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等相關機構發布一份名為「國務院辦公廳

關於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簡稱 107 號文，其中內容將

中國之影子銀行分為三類：其一，不持有金融牌照、完全無監督的信用

                                                      
13  參閱王曉雅，次貸危機背景下影子銀行體系特性及發展研究，生產力研究，第 11

期，2010 年，頁 66。 
14  參閱 FSB, Shadow Banking: Scoping the Issues, available at 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 

board.org/publications/r_1104 12a.pdf (last visited on 11/21/2016). 
15  原文係：「the system of credit intermediation that involves entities and activities outside 

the regular banking system」。 
16  原文係：「a system of credit intermediation that involves entities and activities outside the 

regular banking system, and raises i) systemic risk concerns, in particular by 
maturity/liquidity transformation, leverage and flawed credit risk transfer, and/or ii) 
regulatory arbitrage concerns」。 



 
 

8 • 互聯網金融之監理機制 

中介機構，包括新型網路金融公司、第三方理財機構等。其二，不持有

金融牌照，存在監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機構，包括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

貸款公司等。其三，是機構持有金融牌照，但存在監管不足或規避監管

的業務，包括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證券化、部分理財業務等。 

由此可知，在此分類之下，即便是經特許經營之銀行機構亦有可能

因其所提供之金融服務而被納入影子銀行之範疇中，如透過資產證券

化、貨幣市場基金、投資理財商品等金融工具，提供變種的融資授信服

務
17
。而最重要的是，在 107 號文中，首次將互聯網金融納入了影子銀

行之範疇，並將之歸類於非屬金融機構之新型網路金融公司或第三方理

財機構而從事信用中介活動者。又 107號文亦指出金融機構在借助網路

技術和互聯網平台開展業務時，必須遵守業務範圍規定，不得因技術手

段之改進而逾越原經營範圍。 

故不論是互聯網金融或金融互聯網在 107號文中皆被歸納於影子銀

行的範疇之中，而影子銀行因具有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傳染性風險

與存在監管不足等問題，但另一方面又因其具有彌補傳統金融不足之功

能，因此如何落實風險管控與完善監管制度以防免弊端之發生，同時亦

須注意是否扼殺金融創新與多層次資本市場之構建。 

肆、互聯網金融與 FinTech 

FinTech 乃 Financial 與 Technology 之合寫，顧名思義，FinTech 即

指金融科技。又坊間對於金融科技的定義與內容說法不一，且營運模式

與困難度也皆不同，但皆略指利用科技提供金融服務，並可涵蓋大數據

分析、行動金融、支付、風控、社群媒體、基礎設施與運作科技、群眾

募資、點對點線上借貸等，甚至涵括比特幣
18
。  

                                                      
17  參閱王志誠，小微企業籌資管道─捕捉新興影子銀行，台灣銀行家，第 51 期，2014

年 3 月，頁 23。 
18  參閱劉紹樑，Fin＋Tech 或 Fin v. Tech？，台灣銀行家，第 71 期，2015 年 11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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