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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機器人及監管科技運用在財富管理業務的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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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在高科技業領軍下，銀行的角色開始「去中介
化」，諸多創新金融服務結合資訊科技，使得金融服務變得更有效率，此種商
業模式統稱為「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近年來許多金融
機構收購科技公司，大規模結合科技技術來提供金融服務，除加速金融科技的
快速發展外，並急速擴大金融科技的經濟規模，促使諸多金融業務從實體分行
轉向數位化的網路世界發展。這主要歸功於網路交易加密技術日漸成熟、大數
據分析及區塊鏈等技術，所帶來的許多金融創新服務，成功地降低小規模經濟
的金融交易成本。從一開始的網路交易系統、各項行動支付工具、小型企業借
貸平台等，到如今無人銀行的設立，都是以一般大眾的金融服務為主，尚未成
為以富裕階層為主的財富管理業務主流。因此，本研究透過質性資料蒐集、彙
整與分析，深入瞭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投資顧問機器人（robo-
adviser）與監管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 RegTech）的運用發展，特別針對財富
管理業務進行分析與探討，其結論可提供金融科技產業發展參考。

關鍵詞：金融科技、監管科技、投資顧問機器人

壹、前言

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是近年興起的顯學，不僅在金融與
科技二大產業界受到重視，也引起政府及學術界的極度關注。近年來，隨網際
網路科技迅速發展，加上智能手機日漸普及化，科技創新不僅改變人們的通聯
習慣，也創造了新的商業模式，更讓傳統金融服務業幾乎面臨了瓦解式的革新
運動。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投資人集體恐慌，對傳統人為操作的金融業
信心瓦解。新科技產業風起雲湧的創新服務項目、共享經濟的便利，快速讓金
融機構的角色「去中介化」，迅速發展出以科技領導金融的創新商業模式。

* 通訊作者：tigerhh3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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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金融業務也積極地從實體分行轉向數位化的網路世界發展。這些發展
主要歸功於網路交易加密技術成熟、大數據分析及區塊鏈等科技，所帶來許多
金融創新服務，成功地降低小規模經濟的金融交易成本。金融科技從一開始的
網路購物交易系統衍生出各項行動支付工具、網路借貸平台、電子錢包普及到
無人銀行的設立，都是以一般大眾的金融服務為主，尚未成為以富裕階層為主
的財富管理業務主流。

本研究將探討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投資顧問機器人（robo-
adviser），未來在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以及對隨之而起的監管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 RegTech）的因應之道。本文將簡述 FinTech 的演化過程、現今 FinTech
在金融機構的運用與發展方向、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 robo-adviser 在金
融機構的財富管理業務的未來影響。本研究目的是透過相關參考文獻及資料蒐
集與彙整，進一步分析與探討投資顧問機器人及監管科技運用在財富管理業務。

貳、文獻探討

一、FinTech的重要演化進程

（一）FinTech 1.0（1866年至 1967年）
金融產業從 19 世紀發展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歷史中，一直與資訊科技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資訊科技的發展不僅增加金融機構的服務項目，擴大金融機構
的服務範圍，更有效的提升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金融業也一直是科技產業最
重要的買家。各項金融業務的發展需求，也引領著科技產業不斷向前邁進，成
為電子科技業務的成長動能。

19 世紀後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是金融業開始結合科技走向全球化金
融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的電報系統、鋪設鐵路、運河、輪船等科技產業與
金融交叉連結，在國際間有了交易與付款的需求。戰爭加速了對科技技術的需
求，新技術也讓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金融活動更加活躍。

1950 年美國銀行發行全世界第一張信用卡，人們開始不用現金預支消費，
是銀行在消費金融業務上的一大轉變。隨之而生的是客戶的信用風險及違約風
險，客戶的風險管理及金融法規也因此在這個期間建立許多新的法令規範。

（二）FinTech 2.0（1967年至 2008年）
1967年英國巴克萊銀行（Barclays）啟用全世界第一台自動櫃員機（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ATM）。ATM 的發明是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要的轉捩點，
宣告金融科技正式跨入新的世代，也有人稱之為 FinTech 2.0。銀行開始在分行營
業時間以外，提供 24 小時的部分銀行服務，時至今日 ATM 還是扮演著金融科
技進展的重要角色，可以完成一般客戶約八成的銀行業務。

1960 至 1980 年代，金融業開始建立電子交易平台，亦是電子科技硬體與
軟體的發展時期。例如：全世界銀行之間的金融交易通訊組織環球銀行金融電
信協會（Society of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 SWIFT）也在
1973 建立，各國的國際匯款都在這個系統裡進行交易清算。第一個電子證券交
易所的納斯達克（Nasdaq），也於 1971 年在美國紐約成立。商業電腦的產生大
量輔助各項金融交易的現代化系統。

當 1990 年代網路通訊科技及個人電腦問世之後，電子銀行業務開始衝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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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人力服務的產業，也連帶產生網路交易風險及個人資料安全問題。只是
人類從來不會因為風險而停止成長，金融機構也投入更多的資本在資訊設備升級
及人員的培訓。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改變原有通路、擴大交易與服務層面，對
傳統金融機構所提供之服務造成巨大衝擊，e 化程度成為決定競爭力的關鍵。

1990 年代後期，為了因應 2000 年跨世紀的千禧蟲危機，金融機構全面更換
電腦硬體，並且將資訊軟體全面升級，備存電腦資料庫數據，並將所有資料用
紙本化備存。千禧蟲危機讓金融業大幅增加資訊相關的資本支出，帶來網路通
訊科技產業的驚人成長幅度。代表高科技產業的美國 Nasdaq 指數，從 1998 年 2
月1日的1,619點，在短短二年間漲幅超過200%，2000年3月10日指數創下5,048
點的新高。這是一段金融與科技相互依存，產業共同成長的重要佐證。

（三）FinTech 3.0（2008至今）
2007 年，蘋果公司第一台 iPhone 智能手機正式上市，2014 年推出 Apple Pay

的行動支付與電子錢包服務，能在實體和線上商店結帳時，使用特定的蘋果行
動裝置支付款項。這項服務能取代傳統信用卡或簽帳金融卡的付款流程，並將
之數位化，以行動通訊不斷顛覆人類的生活方式。蘋果公司靠著不斷創新的技
術，讓各項行動設備操作簡便，在 2018 年 8 月 2 日成為全球首家市值超過一兆
的公司。

因為智能手機普及而興起的社群網站、各式購物平台、手機遊戲、網路借
貸平台等，這些新崛起的科技讓金融機構的角色去中介化，金融機構不再是交
易行為裡的必要角色。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對金融業是一次瓦解後的
創新。金融科技 FinTech 正式進入新的時代，亦稱 FinTech 3.0。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的世代，科技產業反客為尊，企業用通訊軟體、數據
分析、區塊鏈、大數據等將創新科技，取代傳統金融產業的角色，各式金融創
新服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危機後時代更讓金融機構在法規遵循、政府法令、
內部風險控管、洗錢防制裡疲於奔命。金融活動已不再是單純存在金融機構中。

二、金融科技產業投資近況

目前金融科技發展主要涵蓋六個重要部分：財務與投資、作業程序與風險
控管、支付與基礎建設、資料安全、客戶連結介面、監管科技。全球前四大會
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畢馬威（KPMG）公司，連續四年為全球金融科技產業選出前
一百大公司，入選 2017 年度的公司，依照地域性分，有 29 間來自美國、30 間
來自亞洲、41 間來自英國、歐洲、非洲等其他區域。若依產業別來看，有 32 間
借貸公司、21 間支付公司、12 間保險科技公司、7 間財富管理公司、6 間監管
及網路安全公司、4 間區塊鏈和數位貨幣公司、3 間大數據分析公司（KPMG，
2017）。

這份報告最受矚目的前三名企業，都是來自中國。跟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
中國金融業的起步最晚，使用傳統銀行服務的人數比例最低，這也造成中國民
眾最容易接受新型金融服務的交易模式，加上中國對於新式金融服務的法令相
對寬鬆。根據 2016 年花旗 Fintech 研究報告：中國發展引領全球，行動支付用戶
比銀行客戶還多。根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第 41 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
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國使用民眾網路達 7.72 億，普及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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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口 55.8%，超過全球平均水準（51.7%）4.1%，超過亞洲平均水準（46.7%）
9.1%，而中國人民使用網路銀行服務的比例也高達 40.8%（宋杰，2018；溫曉樺，
2017）。這些優勢讓中國的金融科技服務，成為創投資金的重要投資區域，也
使中國成為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重鎮。

全球金融科技產業整體投資的經濟規模，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從 2018 年
第一季與前一年同時間的統計比較，如圖 1 所示，除了區塊鏈遇到法令問題而
造成投資趨緩之外，在保險類、理財科技類、金融監管類、資本市場等各領域
的整體投資金額，都是倍數以上的成長。

CB Insights在 2018年第一季提出的全球金融科技之細項領域報告（如圖 1）
顯示，以資本市場居冠，其次依序為另類借貸、保險類、理財科技、監管科技
與區塊鏈（簡淑綺，2018）。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整體金融科技產業的發展重心。
目前資本市場的投資重心，主要在提升自動化設備與研究 AI，這也是本文接下
來討論的重點：投資顧問機器人的現況及未來發展方向。

鑑古知今，科技不僅改變人類的生活，也改變了銀行的傳統經營模式，更
是大幅度地改變了人們的交易行為，產生新的客戶管理方式與客戶服務模式。
到2018年投資規模第二大，獲利驚人且整體投資金額高達9億美元的另類借貸，
同時也成為 2018 年上半年關注的焦點：大規模違約的 P2P（Peer-to-Peer，又稱
個人社交借貸平台）爆雷潮。

網路的 P2P 在 2014 年之後數量持續增長，另一方面也不斷「爆雷」，產生
違約問題的平台頻傳。根據中國網貸天眼統計數據顯示，2015 年至 2017 年中國
新增問題平台的數量分別為：1,026 家、1,498 家、948 家（宋杰，2018）。當企
業開始取代金融機構的角色，金融監管單位如何從監控金融機構的角色，轉而
監控所有的金融業務，利用科技方法去解決科技帶來的新問題，已成了勢在必
行的趨勢。

圖 1　2018 年第一季金融科技各類投資規模

資料來源：簡淑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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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與探討

一、投資顧問機器人在財富管理業務的運用

（一）投資顧問機器人定義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在 2017 年 2

月 3 日的投資公告中，針對投資顧問機器人做了以下的定義：「投資顧問機器
人」多指自動化數位投資顧問程式。一般而言，投資顧問機器人以線上問卷的
方式，蒐集有關客戶財務目標、預估投資目標時間（investment horizon）、收入
和其他資產及風險容忍度（risk tolerance）等資料，然後依據這些資訊，為客戶
建立及管理投資組合。相對於傳統投資理財顧問，投資顧問機器人以較低的成
本及費用，提供投資建議，且有時對最低帳戶餘額的要求也較低。各投資顧問
機器人提供的服務、投資方式及功能，各有不同的特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2017）。

（二）投資顧問機器人發展趨勢
1970年代末期，美國華爾街開始利用電腦程式，計算股價變動與買賣策略。

當時主要用於套利避險的運算，程式交易讓大宗的股票交易和期指交易可同時
買和賣，稱之為「程式交易」。程式交易帶來了自動運算的結果，電腦自行產
生交易，在 1980 年代造成當時股市成交量增加。不過在 1987 年 10 月 19 日（星
期一），當日全球股市無預警暴跌，俗稱「黑色星期一」，讓全球經濟短時間
內陷入衰退。多數人歸咎原因，都指向電腦程式交易所產生的惡性循環，香港
股市因而休市四天，各大市場因此紛紛制定交易限制，讓股災趨於緩和。這是
機器自動化交易給人類的一次重大教訓。此是金融界早期對電腦運算投資程式
的運用。

當金融科技服務在第三方支付、手機電子錢包業務、網路借貸等金融科技
業務都逐漸穩定發展之後，很多人在問：金融科技的下一個發展方向在那裡？我
們可以大膽的推測，以 AI 及機器學習為主要發展方向的投資顧問機器人，再來
則是對於法規與風險管理為主的監管科技。而目前對金融科技服務使用率最低的
族群，也是未來發展潛力最高的族群，就是全球高資產客戶的財富管理業務。

1783年Man集團在倫敦創立，是世界知名的避險基金公司，目前管理 1,035
億美元的資產。Man 執行長艾利斯（Luke Ellis）認為，AI 接管投資界的時代即
將到來。Man 目前執行機器學習的避險基金投資約 130 億美元。艾利斯說在十
年內 AI 將在 Man 所做的每件事中扮演要角，從執行交易到協助挑選證券等。
又說：「假如運算能力及資料的產生，以目前的速率持續成長，那麼不久的將
來，機器學習可能參與 99% 的投資管理在我們的生活中，它將無所不在。我不
認為機器學習是我們所做每件事的解答，它只會使我們在許多方面的事務做得
更好。」根據顧問業者 Opimas 對金融機構的調查估計，在 2025 年前，AI 將使
全球 30 萬個資產管理工作只剩 9 萬個，包括基金經理人、分析師及後端作業人
員（林聰毅，2018）。

（三）美國投資顧問機器人發展現況
機器人投資顧問業務目前發展較為好的三個國家分別為：美國、英國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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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要客戶都是以小額投資人為主，其中又以美國發展投資顧問機器人業務
的時間較長，法令規章也最為成熟。

目前大型金融機構正在積極發展投資顧問機器人業務，除了加速與金融新
公司合作之外，主要是透過收購投資或是購併金融科技公司的方式來進行。例
如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在 2015 年，以大約 2 億美元收
購金融科技新創公司未來顧問（FutureAdvisor）；摩根資產（J.P. Morgan）和主
題投資（Motif Investing）結成伙伴關係，以及瑞士銀行（UBS）對 SigFig 的股權
投資。市場上最後可能會有許多企業機器人建議供應商，只是目前還沒有廣泛
提供服務。

全球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 KPMG，在 2016 年做的投資顧問機器人報
告中估計：2016年在美國由機器人管理的資產規模約3,000億美元。如圖2所示，

2020年由數位顧問平
台所管理的既有及新增

投資資產將達到 2.2兆

兆美元

投資資產 非投資資產

圖 2　安侯建業 2016 投資顧問機器人報告

資料來源：KPMG（2016）。
註：CAGR： 複合年均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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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至 2020 年機器人管理的資產規模，會增加至 2.2 兆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高
達 68%。這看似驚人的數字，其實相較於美國 2018 年 1 月 18 日，股市總市值
近 30 兆，債券發行總量近 40 兆美元，投資顧問機器人的業務規模，在未來仍
有極大的成長空間。根據《經濟日報》整理彭博社（Bloomberg）資料所獲得的
圖3顯示：全球機器人產業獲利表現，從2013年到2019年將有倍數成長（KPMG, 
2016）。

（四）投資顧問機器人潛在風險 
即使投資本身就是一件風險性行為，而過去的財富管理投資顧問主要是從

瞭解客戶的需求著手，依據客戶的資產狀況、對風險的承受能力，給予建議且
定期溝通。這是一段漫長與耗費能力的過程。人為的經驗不充足與資訊掌握不
夠快速即時，也可能造成重大損失。最大的分水嶺還是 2008 年一場突如其來的
金融海嘯，重創美國金融業，也連帶拖累全球投資市場。美國的次級市場債券
風暴，卻引發全球市場機制失靈，所有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讓美國政府使
用非正常貨幣政策。

投資人因為這場美國華爾街人為操作造成的重大財務損失，對投資失去很
大的信心。所以金融海嘯之後，投資人紛紛轉往被動型投資的指數型基金上。

電腦程式交易從 1970 年代末期就出現在金融業，投資顧問機器人會在近年
受到關注，無非是因為 AI 運用了機器學習的特點：能通過經驗自動改進電腦演
算法。電腦程式利用以往的經驗及資料運算，將效能標準達到最佳化。機器學
習大幅提高過去 AI 的效能，也為程式交易帶來更多的獲利機會。目前機器學習
也已經廣泛應用於資料探勘、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生物特徵辨識、搜尋
引擎、醫學診斷、檢測信用卡詐欺、證券市場分析、語音與手寫辨識、機器人等。

具 AI 的 AlphaGo 程式系統，在 2016 年打敗南韓圍棋棋王李世乭，接著又
在 2017 年打敗世界圍棋冠軍柯潔，這都證明 AI 科技的大幅度進步，也是人類
未來發展史的隱憂。人類是否即將被機器人取代？人類未來發展的方向又該何
去何從？因為 AI 發展而消失的工作機會是那些？因為 AI 所增加的就業需求又
會是什麼？

圖 3　全球機器人產業獲利表現及預估。

資料來源：徐念慈（2018）。
註：以 ROBO Global 全球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指數成份股為參考指標，2018/3/8。

台灣管理學刊19(1)-01 蘇恒賢.indd   7 2019/6/14   上午 09:10:36



8 投資顧問機器人及監管科技運用在財富管理業務的分析與探討 / 蘇恒賢、詹永寬

雖說目前投資顧問機器人業務尚在起步發展階段，對金融財富險業務所占
比重還不高，目前主要是以小額投資人為主要客群，投資標的則為風險較分散
的共同基金及指數型基金。而財富管理業務的主力客群—高資產客戶，對於
這樣的投資模式的接受程度還不高。不過隨著千禧世代的年輕人開始掌握財富，
加上瞬息萬變的科技業及金融圈推波助瀾之下，我們推斷不久的將來，投資顧
問機器人將開始進入富裕階層客戶的部分投資業務之中。雖然電腦運算大數據
的能力愈來愈強，但是金融事件通常是單一且無法預期，例如：美國 911 事件
是一人為事件所帶來的世界經濟板塊重整與財富重分配的ㄧ個意外。

為此，我們建議金融科技公司，應該更著重以下所提出的各層面問題，結
合人類共同的力量，繼續改善人類生活。投資人也應該花更多時間，瞭解投資
顧問機器人如何設定投資組合，及其過程中已運用或未被運用的資訊，是否能
助投資人達到預期目標？

以下針對投資顧問機器人服務中各個層面隱藏的風險，提出一些問題：
1. 客戶面：投資前所設定的問題是否能完整瞭解客戶的財務需求並提供解決專

案？客戶的風險屬性評估是否完全正確？能否達成客戶的投資目標？客戶對
資金運用的靈活性？

2. 產品面：投資顧問機器人能提供的產品種類有多少？投資組合方案？是否能
因應不同客戶的需求？

3. 報酬面：投資顧問機器人能否順利達成客戶財務目標？例如：子女教育基金
帳戶？個人退休金帳戶？購屋準備金帳戶？結婚基金帳戶？

4. 流動性：投資顧問機器人如何處理資金流動性的問題？例如：產品的買賣限
制條款？投資閉鎖期？例如：封閉型基金、避險基金等。

5. 時間性：帳戶投資組合的調整週期、頻率？根據不同財務目的的帳戶，投資
組合調整可能有不同週期。有哪些投資類別會影響客戶的資產分配？

6. 危機處理：機器人理財網站對於突發狀況或交易失靈的危機處理方式？事後
補救措施？網站管理問題與投資人對於自身權益保護，以及對投資顧問機器
人的主管機關監理機制是否完善？
歷史經驗往往是我們學習改進的鏡子，1978 年 10 月 19 日，道瓊工業指數

下跌逾 20%，俗稱的「黑色星期一」，當時諸多揣測，但種種跡象都指向程式
交易的停損機制造成市場非理性的大跌。無獨有偶地在西元 2018 年 2 月 5 日，
道瓊工業指數下跌近 1,600點，Betterment、Wealthfron等知名機器投資顧問網站，
更發生當機而無法交易的狀況。也令金融市場人士不免懷疑，當日的下跌是否
與投資顧問機器人的程式設定有關聯？

風險，永遠存在！台灣金融市場對投資顧問機器人在財富管理市場的比重
逐漸加重的未來，期待能將上述風險因子列入考慮，以期協助投資人規避多數
非系統性風險，達成財務目標！

（五）投資顧問機器人在財富管理業務的未來
投資顧問機器人可以幫人類縮短資訊整理的時間，但是在高資產人士的財

富管理世界裡，有更多的是人性的需求選擇與考量。全球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之一勤業眾信（Deloitte），為私人銀行業務與財富管理業務的創新做了一份研
究（Deloitte, 2017），圖 4 所呈現的曲線是以西元 2000 年為起點，累積數據至
2015 年，預測至 2020 年的市場交易量與財富管理者的獲利做了二條曲線，出乎

台灣管理學刊19(1)-01 蘇恒賢.indd   8 2019/6/14   上午 09:10:36



 台 灣 管 理 學 刊

 第 19 卷  第 1 期，2019 年 2 月  9

意料之外的是：當市場交易量逐年上升，但是獲利力卻持續下滑，這中間逐漸
加大的差距是否就是創新帶來的差異數？

圖 4 顯示，財富管理業務已經面臨改革創新的時刻。對於傳統金融業而言，
研究發展或是創新業務能力，都遠低於其他產業。主要是因銀行需要嚴格的控
管風險，以維護整體的安全架構。財務管理業者與高資產客戶，面臨金融科技
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心態如何呢？能否有效創新？如何透過數位化的方法，重新
打造新金融科技與財富管理結合的新商業模式。在這個轉型的初始階段也更顯
重要。

Deloitte（n.d.）所做的專業研究報告「2018 年銀行業趨勢展望」，提到銀行
五大業務發展趨勢：
1. 消費金融：目標市場、商品組合及服務傳遞皆應發展行動通路策略。以既有

存戶結合數位化服務，有助於保持獲利。此外，法規、科技及財務策略將會
是數位化轉型的重要議題。

2. 企業金融：現階段企金業務仍透過大量人工與紙張作業，流程機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或區塊鏈等技術可簡化作業，並降低錯誤及風險。輔
助式科技與前端平台，可有效協助業務人員交叉銷售，進而降低營運成本。

3. 資本市場：自動化及人工智慧將驅動差異化競爭，並對營運、人力及商業策

市場成交量指數
平均毛利指數

創新差距？市場交

易量發展與財富管

理的收益成長是持

續分歧的，顯示財

富管理正面臨創新

差距。

?
∆ 101

∆ 52
∆ 23

圖 4　指數：2000 年至 2020 年財富管理的收益率與市場交易量的對比圖

資料來源：Deloitt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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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產生連帶影響。一旦貨幣政策轉趨緊縮，價格波動重現，已採行相關策略
並擁有應變能力之業者，在固定收益、外匯及大宗商品業務將具有優勢。

4. 支付：透過合夥或收購方式主動與數位業者合作、採取與其他銀行或第三方
平台的 P2P 合作方案、面對並因應開放式結構（如開放式應用程式介面）及
投入數據分析等策略，是銀行業者能適應支付業務快速演變的關鍵。

5. 財富管理：商品同質性及被動投資增加，造成銀行財富管理業務在收費及獲
利的壓力，平衡訂價、商品組合及服務傳遞等因子，是業者需要面對的課題；
數位化互動（如智能客服或客製化的投資決策等）將是客戶尋求多樣化財務
解決方案的參考標準。
目前許多財富管理業務正投入投資顧問機器人，最值得矚目的無非是私人

銀行界翹楚 UBS 對於投資顧問機器人所發展出的新產品：瑞銀退休資產規劃服
務。運用 UBS Advise 系統，將全球超過 50 萬名高資產客戶，全部納入金融業界
獨一無二的全天候監控系統，以確保投資組合持續受到風險與機會的評估。身
為全球最大私人財富管理機構的 UBS，在 2016 年率先其他同業在台灣推出瑞銀
退休資產規劃服務。除了瑞士本國之外，是UBS所挑選的全球第一個試行區域。
這套系統主要是透過UBS本身的全方位投資顧問，搭配世界級投資研究為後盾，
再加上創新的數位平台服務，以及全面的資產監控系統與及時調整解決方案。
這項業務是私人銀行界引進金融科技的先驅，相信也是未來金融科技與財富管
理未來發展的新趨勢（台灣 UBS 瑞銀，2016）。

二、RegTech

監管科技，亦稱 RegTech，即用科技方法進行法規監管程序。當 2008 年全
球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機構及金融服務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之後，讓法規跟科
技的發展改變了整個金融產業基本面。

根據 BBC 中文網報導，P2P 行業的信息和研究平台「網貸之家」指出，
2018 年 6 月約有 150 家平台遇到問題，最輕微的是「清盤」，也就是逐步償還
部分本金，但仍有違約風險。還有大量的平台倒閉、負責人跑路，導致投資者
失去所有本金（自由時報，2018）。2018 年上半年，這一波中國 P2P 網貸平台
遭遇「暴雷潮」，大量的 P2P 平台停止業務，導致許多投資人血本無歸，形成
所謂的「金融難民」。目前出事平台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資產質量不佳，導
致平台經營不善；另一種是偽 P2P 平台，本質是非法集資和龐氏騙局。學者認
為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有法規沒執行，最終造成 P2P 行業的失序。

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新聞稿內容：

鑒於目前國內已有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陸續發展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為保障投資

人權益，金管會於 106年 6月 26日，同意投信投顧公會所報「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以自動化工具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robo-adviser）作業要點」，該作業要點，
就自動化投資顧問之定義、瞭解客戶作業、投資組合再平衡、監督措施及告知客

戶使用該服務前之注意事項等，訂定相關原則，俾利業者遵循。

另為利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發展「資產管理型」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即自動為

客戶執行再平衡交易），俾與國際接軌，金管會於近日放寬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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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演算法（algorithm）以自動化工具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在維持與客戶原約
定之投資標的及投資比例前提下，事先與客戶於契約中約定，於個別投資標的或

整體投資組合之損益達預設標準，或偏離原約定之投資比例達預設標準時，由電

腦系統自動為客戶執行再平衡交易，得不受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13條
第 2項第 2款，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5條第 2項
第 2款有關投顧事業及其人員，不得有代理他人，從事有價證券投資行為規定之
限制。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於電腦系統自動為客戶執行再平衡交易後，應即時將交

易執行結果通知客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7）

（一）RegTech 1.0的運用—進行認識客戶與防制洗錢法
2008 年雷曼兄弟倒閉，美國房貸違約危機，引發大型金融機構面臨倒閉

風險，相繼提列百億美元以上的呆帳。而後美國司法部展開調查，針對金融機
構不法情事，進行鉅額罰款。其中以 2016 年對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簡稱德銀）的高達 140 億美元罰款，創下最高紀錄，造成德銀經營也陷入危
機，德銀最終以 72 億美元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當年 6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更是點名，德銀是全球金融系統中最大風險
的銀行。從統計數據來看，德銀衍生性金融商品曝險部位高達 75 兆歐元，是德
國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20倍，更可能是歐盟的5倍（余
平，2016）。除了上述案列之外，全球金融海嘯之後，銀行整體罰金大概高達 2
兆美元以上。這對金融機構無疑是雪上加霜，也讓遵循法規與法令成為整體金
融界的共同發展方向。

目前銀行的法令監管部分，可以藉由自動化報表與執行法令遵循程序得到
助益。隨著金融科技的新型態服務項目不斷增加的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相關
內部控制與外部稽核需要被執行。金融機構及監管單位更必須用科技的方法，
執行科技化的流程控管。監管之進行中以伴隨洗錢防制與認識客戶的身份識別
技術，以及銀行與金融科技業依監理機關要求所提供的報告技術等，為未來監
理科技主要的發展領域。本文就監管科技如何運用於法令遵循中，最重要的兩
個部分來討論：一為認識客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與洗錢防制法（anti- 
money laundering, AML），另一為銀行壓力測試。

1. KYC與AML相關之監管科技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 1989 年招集已開發國家所共同成立的組織，對國際間
各類型的犯罪組織，所產生的金錢交易進行調查。除了 FATF 之外，還有一份
UN sanctions lists，這份黑名單內有受到制裁的國家、地區、公司、個人等，在銀
行是禁止開戶或是限制交易的族群。

在已開發國家中，AML 被金融機構奉為圭臬。除了金融機構是執行 AML
的重要組織之外，SWIFT 這樣鉅額的國際資金交易機構，也是需要監管科技的
主要組織。911 事件之後，更擴及到所有在美國有業務的金融機構，例如：匯豐
銀行、渣打銀行、巴克萊銀行、法國巴黎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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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洗錢最重要的工作即是 KYC。首先金融機構要對客戶或是潛在客戶，
進行KYC與洗錢防制檢視。這其實需要制定嚴謹的作業程序，包括：身份憑證、
交易頻率、客戶職業、公司產業別、更深入瞭解客戶資金來源等。此外銀行還
需要對客戶做不同風險分級，並且定期檢視客戶的風險層級是否改變。這些工
作都需要儲存大量的交易紀錄，進行各項數據分析。因此監管科技與顧問二者
之間，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資訊部門必須要依據法規，定期監控各項洗
錢防制報表；國際的金融機構之間，必須要藉由科技技術，防範國際黑錢的交
易行為。

RegTech 在上述業務中，主要發展方向是大數據分析。如何讓法規用科技方
式運作，使用自動分析系統工具，來過濾交易資訊，設計符合各種法規需求的
系統，配合銀行所需要的報表儲存交易紀錄、降低人工處理成本，也降低銀行
因為犯罪組織所帶來的隱性成本。

2. 謹慎的法規報告與銀行壓力測試
如同 KYC 與 AML 一樣，金融海嘯之後，各國政府及金融機構進行大規模

的金融業整治工作。尤其許多金融機構的規模大到不能倒，最後必須要政府出
面救援，造成國際金融秩序嚴重失衡。在 1980 年代制定，用以統一國際銀行資
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巴塞爾協議》（Basel Accords），也在 2010 年 9 月 12 日
進行了第三次修訂。由 27 個國家銀行業監管部門和中央銀行高級代表組成的巴
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就《巴塞爾協議
III》的內容達成一致，全球銀行業正式步入《巴塞爾協議 III》時代。此次修訂
主要針對銀行提高資本適足率、嚴格資本扣除制度、擴大風險資產的涵蓋範圍、
加強流動性管理等。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迫使金融業加強了整體的內部控管與外部稽核。
如何將國際法規完全落實在全球的金融機構之中，加強全球金融機構的風險管
理。這些發展都需要仰賴 AI 的 RegTech、大數據分析、監控管理工具、全球金
融犯罪通報系統。我們相信未來的RegTech，會為金融業帶來更緊密的風險管理，
以科技技術讓金融業的體質更健全。

（二）RegTech 2.0從「瞭解客戶」到「瞭解資料」
RegTech 可以說是 21 世紀法務人員的重要工具。金融海嘯之後，各大金融

機構將法令遵循業務視為最重要的工作，幾乎各家金融機構，都是全面檢視系
統與作業程序。《巴塞爾協議 III》之後，RegTech對於銀行的主要發展方向就是：
監控與分析工具。如何用資訊科技監控巨大的交易資訊量，以及採用各種系統
分析工具，防止各項可能產生的弊端。簡單的說，如何利用科技來解決法規所
帶來的重擔，成了金融監管單位與金融機構最迫切的工作。

科技人員的強項是電腦程式設計，銀行家的強項是風險控管的思考邏輯。
RegTech 未來發展，可以說從過去的認識客戶，到未來的認識資料、解讀資料。
國際間各種法規日新月異，所以 AI 與機器學習，在未來能為 RegTech 進行多領
域的法規分析，幫助銀行配合各項法規規定，協助法規人員進行多重領域的風
險控管。如此一來，銀行可以節省大量的法規人員的人工業務，只要以系統進
行巨量資料的解讀與分析。

以下有幾個監管科技進行「瞭解資料」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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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規政策標準化：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國際結
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等國際重要金融組織，能在制定新法令之前，先預估新法令執行
後的影響。

2. 一致化的法規工具：法規愈來愈多，如何讓各機構的法規趨向一致化管理，
也有賴於金融科技的創新發明。

3. 協商整合：整合世界各國金融監管機構的系統，將會有助於全球金融主管機
關的 RegTech 發展。

4. 選擇性的資料分享與合作：有效地整合全球金融客戶大數據，建立可疑客戶的
資料庫，再藉由「認識客戶」的過程，幫助金融機構篩選過濾可疑客戶。因此
部分資料的分享，有助於各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共同打擊金融犯罪。

5. 報表標準化：使用共同的法規名詞、標準化的報表、RegTech 的共同語言，提
高未來整合跟溝通的效率。

（三）資訊與網際網路的安全性
過去金融機構，都是留存紙本的交易報表以及電腦雲端備份。當人類大部

分業務都逐漸由電腦取代時，取而代之的就是電腦資訊與網際網路的安全問題。
隨著資訊化程度愈高，各國駭客事件頻傳，從商業、政治、軍事等領域，無所
不包。所以在繼續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資訊安全也成為高度重要的發展方向。

根據 ThinkFintech 報告（Mr. Fintech，2017），目前監管科技在提供有關網
路安全的解決方案，有下列四個部分：
1. 客戶身分驗證：傳統的身份證件驗證，已經無法符合目前的網路開戶需求，

客戶透過多管道識別來驗證身分，例如指紋辨識（Sonavation）、視網膜識別
等。

2. 數據傳輸控管：根據監管機構的要求，資訊需進行加密，以確保資訊傳遞過
程的安全。

3. 分析員工行為：監督公司員工的行為，進行網路使用控管並確定其是否違反
法規。

4. 網絡攻擊防範：測試公司網路能否有效阻止駭客攻擊，客戶使用流量壓力測
試。

肆、結論

金融與科技相互依存地發展了一百多年，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的十年，
對金融業可以說是接近瓦解之後的重建工程。這十年的初期，是科技業創造新
的金融服務產業，直到近年開始轉由金融業收購金融科技產業，以自己掌握的
大數據優勢進行反擊，開始主導金融科技產業的發展。

金融科技產業帶來創新金融服務模式，也帶來許多毀滅性的成長。依照本
文收集各方資料的研究結果，結合 AI 的投資顧問機器人，將會在未來五到十年
內，大舉進入富裕階層的財富管理業務，以機器學習進行大數據運算分析，為
客戶產生最適化投資組合，再配合銀行專業投資顧問與客戶，進行最後的投資
建議。投資顧問機器人將可以協助投資人更容易達成財務目標，也有助於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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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拓展財富管理業務。我們以美國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業務發展狀況為借鏡，
勢必有助於台灣進行此一業務的參考。

本文對於金融科技另外一個預測趨勢，即是 RegTech 發展。如何以
RegTech，有效解決金融科技及創新業務帶來的新問題，將資訊系統確實落實於
KYC、AML，及銀行的各項壓力測試分析與監控。讓科技產業的問題，交由科
技的方法來解決。以期 RegTech 未來能協助金融主管機關與銀行法務人員，進
行各項法規的執行，對銀行、客戶、資訊安全，進行全面的監控與分析。

台灣在電子科技業的發展，舉世聞名，但是對於金融業務，則是相對保守
落後。保守政策讓台灣金融免於重大損傷，卻也在時代發展的巨輪中，逐漸失
去競爭力，期許本文之研究，有助於為台灣社會在未來金融科技產業中，有更
長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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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role of banks has “de-intermediated” 

because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companies have started using innovative IT solutions 
in various financial services replacing the conventional banking business. The new business 
model combining Technology and Finance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inTech”. In 
the recent years, banks have transformed in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acquire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ir own financial technology services. This 
has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and greatly expanded the economic scale of FinTechs. As 
a resul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shifted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banking 
rather than operating physical bank branches. Additionally, the enhancement of new FinTech 
services such as internet transaction encryption technology, big data analysis, and blockchain 
has successfully reduced the transaction costs for smaller clients. Current services such 
as online trading system, mobile payment application and tools, small business lending 
platform, and self-service banks serve more to the general public rather than the High Net 
Worth clients. Therefore, through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ggregate, this paper aims to 
focus o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obo-advisor, and Regulatory technology (RegTech) 
develop in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 would be a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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