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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國際趨勢 
金融業須加速轉型

文／林裕洋

一套完善的監理科技制度，有助於推動業者加速創新。金管會發表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期盼能
形塑友善之金融科技發展生態系，提升金融服務之效率、可及性、使用性及品質。

第十屆金融CIO高峰會冬季場

在COVID-19衝擊下，全球經

濟受到所未有的衝擊，世界金融產

業發展也幾乎陷入停滯的狀態。儘

管目前已有疫苗問世，歐美國家亦

紛紛透過緊急授權機制，展開第一

波施打工作，然全球商業運作要恢

復正常，恐怕至少還要一年以上的

時間。在後疫情時代，不少金融產

業營運受到衝擊，所幸亦有遠見業

者趁此機會重新調整體質，積極投

入行動支付、監理科技等，以便擴

大與競爭對手之間的差距。

在備受台灣金融產業關注的

第十屆金融CIO高峰會冬季場上，

《CIO IT經理人雜誌》總編輯林振

輝表示，受惠於疫情控制得宜，加

上政府適時推出多項經濟政策，讓

台灣經濟反而呈現逆勢成長趨勢。

因應國際金融趨勢，2020年8月金

管會也發表「金融科技發展路徑

圖」，期盼能形塑友善之金融科技

發展生態系，促進金融業者能推出

相關服務或商業模式，以提升金融

服務之效率、可及性、使用性及品

質。

金融科技發展快速 

改變產業發展生態

根據統計，自2014年至2020

年第二季為止，全球金融科技市

場規模已累積超過5,740億美元。

若從交易總額與交易件數來看，

整體呈現上升的成長趨勢，並在

2018年達到最高峰。截至2020

上半年，全球有66家金融科技獨

角獸，總市值估價高達2480億美

元。

全球金融科技發展趨勢依照產

業別有不少差異，銀行發展重點

在AI、行動支付、純網銀、開放銀

行，而保險發展重點在純網保、區

塊鏈理賠、建立保險生態系，至

於證券發展重點為投資人賦權、

機器人理財、流程外部化。根據

《KPMG Fintech Trend》研究，在

2019年跟2020年的報告都指出金

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說，金融科技發展下，銀行數位金融有三大趨勢值得注

意，分別是人工智慧與大數據、行動支付純網銀，以及開放銀行等，將促進金融生態圈快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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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業將在2030年前將轉型為以線

上與數位為主的服務型態。

政治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王儷玲說，金融科技發展下，銀

行數位金融有三大趨勢值得注意，

分別是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會持續主

宰未來市場、未服務之新客戶會成

為行動支付與純網銀的新戰場，以

及開放銀行帶動大量資料開放將促

進金融生態圈發展。根據麥肯錫

2020年9月的報告，AI每年為銀行

業帶來的營收價值超過1兆美元，

此技術衝擊領域涵蓋市場銷售、

HR、風險控管、理財、IT等。調

查結果縣市，約有近六成使用AI應

用業務，使用最多的是機器人流程

自動化。

至於對於保險業者而言，區塊

鏈技術有三大優點。首先，降低核

保及理賠風險可以確保客戶資料不

被竄改，及資訊知真實性，透過驗

證每筆交易之正確性，能達到降低

核保理賠風險目的。其次，理賠流

程透過區塊鏈智能合約建立流程自

動化加快理賠，結合銀行帳聯網立

即付款，可降低醫療保險詐欺。最

後則是安全資料共享，只要業者建

構區塊鏈平台串聯醫療資料庫，病

歷資料透過區塊鏈流通，便利又兼

顧隱私安全性，提供更精準醫療診

斷，協助健康促進預警機制。

接軌國際最佳選擇 

Temenos方案受肯定

因應金融科技的風潮，許多銀

行業都有推動轉型的計畫，可惜要

克服的挑戰非常多。最大困難之

一，即是許多金融機構的核心銀

行系統，仍然採用老舊的COBOL語

言，除有維護成本高、人才難尋

之外，也無法與時下主流IT科技整

合，自然無法推出符合消費市場的

應用服務。為此，不少銀行業者升

級核心系統時，選擇採用Temenos

核心底層平台，目前這套系統已經

有超過3000個客戶，包括全球銀

行50強中的41家，台灣則有中國

信託、玉山、國泰世華、台新、永

豐、日盛、王道、將來、上海商

銀、土銀。

Temenos投入發展已經超過25

年，每日交易處理和客戶互動的總

服務人數高達5億。鑑於金融產業

的營運需求，該公司在每年都會推

新版本，讓客戶可與國際趨勢接

軌外，更於2018年全面採用Java

技術，且支援大型主機、Unix、

Windows等跨系統平台，以便能

滿足不同應用情境。在開放銀行

的趨勢下，Temenos也與超過100

家第三方服務業（TSP）合作，

讓超過數百個金融科技商品可掛

在 Temenos MarketPlace 平台上執

行。

Temenos亞太區銀行解決方案

總監衛嘉欣說，在全球化及利率自

由化的時代，金融業者勢必會直接

面對全球業者競爭，以及創新金融

科技業者的新衝擊。以時下大家熟

悉的LINE、微信等行動支付，已

是非常成熟的技術，因此跨界競爭

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在金融科技

的新時代，我們建議金融業者要抱

持開放態度，才能以敏捷的組織架

構、決策和執行能力，應對全球市

場的快速變化，在保護用戶數據安

全和隱私下，同時找出發展空間及

獲利模式。

AI融合獨家技術 

FST Network 加速資料處

理速度

業務範圍涵蓋金融、電商業務

的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更是全

球最大金融科技公司，因此集團一

舉一動備受全球關注，也成為各業

者的學習對象。2015年阿里巴巴

Temenos亞太區銀行解決方案總監衛嘉欣說，在金融科技的新時代，我們建議金融業者要抱持

開放態度，才能以敏捷的組織架構、決策和執行能力，應對全球市場的快速變化，找出發展空

間及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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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喊出「大中台、小前台」的中

台架構，雖然稱不上全新的概念，

但因順利支撐公司業務快速成長，

因此近2年也成為不少企業仿效。

所謂中台架構，即是透過標準API

串聯不同應用程式模組，除可讓系

統更具彈性之外，亦能降低應用程

式開發的難度，可即時回應消費市

場的需求。

然而根據IDC公布研究報告

指出，2025年全球資料量將達到

163ZB，約是2016年16.1ZB的10

倍。在數位資料量快速成長下，對

傳統資訊架構、中台架構等，正帶

來極大挑戰，因為無論前述何種架

構，資料處理速度取決硬體設備效

能高低，因此當面臨資料處理速度

下滑時，最簡單方式即是增加儲存

設備數量。只是設備數量增加，反

而會造成管理上的困擾，並無法一

次解決資料處理下滑的問題。

「FST Network 解決方案最

大特色之一，就是可以從協助企

業從小規模進行導入，確認 FST 

Rule Engine 帶來效益之後，再逐

步拓展至整個資訊系統之中。」

FST Network 共同創辦人/CRO吳煥

威解釋：「以某知名台灣保險公司

為例，過去採用ETL搭配人工處理

機制，系統列印一張保單保單平均

約需 17 秒。改用FST Rule Engine

之後，套印 1 張保單平均僅需 2 

秒，且全成均可自動化完，整體效

率提升10倍以上。」

滿足混合雲、多雲趨勢 

Nutainx推解決方案

近幾年採用模組化技術、預先

整合的超融合架構，已成為企業打

造新世代資訊架構的首選。因應

此趨勢，部分品牌業者更融合企

業需求與市場趨勢，在產品中提

供涵蓋混合/多雲等架構的部署模

式，以作為備份目標或災難恢復之

用。根據Gartner公布的2019超融

合架構報告指出，2019年運行超

融合架構的企業低於30%，但預估

到2023年，將有70%企業以一體

機、軟體、雲端等多元方式，達到

使用超融合架構的目的。

在 市 面 上 眾 多 供 應 商 中 ，

Nutanix被Forrester研究報告認定是

超融合架構市場的領導者，關鍵在

於在平台支援、儲存功能、解決方

案可擴展性、可管理性及易操作性

方面，均是排名最高的供應商。此

外，Nutanix也在合作夥伴、Install 

FST Network 共同創辦人/CRO吳煥威指出，融合AI與 FST Network 獨家技術的 FST Rule 

Engine，已在英國、日本擁有非常多成功案例，台灣企業可從小規模導入，在確認專案符合預期

效益後，再逐步拓展至整個資訊系統之中。

Nutanix台灣區資深技術顧問林宗誼表示，Nutanix在產品中內建Karbon功能，管理人員只需透

過簡單點擊，便可直接創造出企業等級的 K8s cluster，能將公有雲的快速部署、容易使用、有

彈性等優勢帶入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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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策略、客戶反饋和產品標準

等類別中，有相當不錯的優異成

績。在滿足企業打造混合雲架構的

需求下，Nutainx提供 Nutanix AOS 

於AWS平台的服務，讓用戶可透過 

Prism Central 管理、充分掌握管理

資源，且能使用既有 AWS account, 

credits, VPCs等，堪稱是跨越公私

有雲、實現真正混和雲的最佳選

擇。

Nutanix台灣區資深技術顧問

林宗誼表示，因應企業運用K8s

需求，Nutanix也在產品中內建

Karbon功能，可將公有雲的快速部

署、容易使用、有彈性等優勢帶入

資料中心，管理人員只需透過簡單

點擊，便可直接創造出企業等級

的 K8s cluster。相較於其他業者，

我們還可提供企業級技術支援，讓

Dev團隊可快速建置所需K8s叢集

數量，滿足測試開發與實際生產之

用。

值得一提，Nutanix產品提供

簡易安裝、管理、一鍵升級，以及

監控的管理功能，加上沒有特殊的

延伸擴充功能，可確保與K8s最好

的相容度。

擘劃未來支付安全藍圖 

助企業保護資料安全

隨著消費模式與支付型態改

變，加上數位支付使用率的提升，

也產生大量支付數據，以台灣Visa

統計資料指出，電子商務支付占總

交易量25%。數位支付大幅增長帶

來網路犯罪的隱憂，預計在未來五

年內，網路詐騙將導致全球零售

商產生1,300億美元的損失。正因

如此，根據Visa消費者支付調查顯

示，有近70%台灣消費者對於網路

支付的安全性表示高度關注，然

亦有56%用戶認為在使用行動支付

時，個人資料有被妥善保護。

為此，Visa推出未來支付安全

發展藍圖，內容包含一系列支付安

全相關重點措施，擘劃Visa未來三

年持續鞏固支付安全的策略，也促

成台灣發行Visa卡9成金融機構導

入 EMV 3-DS 驗證系統。因應駭客

攻擊手法日益精進，Visa也建議商

家支援應用程式內行動交易代碼

化，提升支付安全水準。因為透過

代碼化消費者的支付資訊，能為資

訊安全帶來多一層防護，更優化管

理消費者購買體驗以及個人資料。

Visa台灣區總經理趙麗芳認

為，近年來無現金支付逐漸成為趨

勢，雖然為民眾帶來更便利的生

活，卻也隱藏不容忽視的特定風

險。在數據詐欺盛行的年代，必須

透過支付網路、銀行、消費者、商

家與政府之間的共同努力，關注並

投資於支付安全，才能保障商業生

態系統的安全性。

打造無密碼機制 

首選偉康FIDO

在時下眾多資料外洩事件中，

根據資安公司深入調查統計，有超

過80%肇因於密碼外洩。過去因應

網路金融服務所推出的OTP認證、

雙因子認證等，一度被認為是高安

全性的設計。不過在駭客攻擊手法

持續進化，加上電腦運算能力大幅

攀升下，頻頻出現保護機制被破解

的安全性問題。因此，2016年美

國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NIST)宣

布將排除不安全的傳統簡訊OTP，

因為簡訊雙重驗證其實是在分享秘

密，而非保護秘密。

為解決密碼頻頻遭到破解的

問題，2012年促使許多業者跨界

合作組成FIDO(Fast Identity Online)

聯盟，目前成員全球超過260家公

司。主要工作在制定公開標準解決

密碼問題，無論是App還是網頁，

FIDO驗證均提供跨平台、安全且

快速的無密碼身份驗證體驗，目

前驗證標準有 FIDO UAF/U2F 與 

Visa台灣區總經理趙麗芳認為，在數據詐欺盛行的年代，必須透過支付網路、銀行、消費者、商

家與政府之間的共同努力，並投資於支付安全領域，才能保障商業生態系統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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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O2 ，後者更成為W3C推薦標

準。

無密碼身份驗證最大好處，在

於 FIDO Server 僅存放用戶公鑰驗

證簽章，沒有密碼盜用危機。其

次，由於簽章是以高安全強度金鑰

完成，傳輸過程即使遭攔截也難以

破解。最後，可使用指紋、虹膜、

臉孔辨識確認身分，能免除密碼盜

用危機，也提供友善便利的用戶體

驗。

「 偉 康 科 技 是 唯 一 有 完 整 

FIDO UAF、FIDO2 解決方案的業

者。擁有強大研發能力的偉康科

技，FIDO解決方案有多項特色，

首先通過國際FIDO聯盟各項認

證，可提供合規解決方案。」偉康

科技副總經理陳怡良解釋：「其

次，產品設定簡便，具備視覺化

介面後台，參數設定簡單明瞭。

第三為支援多平台，手機SDK支援

iOS10以上及Android6以上。」

偉康科技FIDO解決方案的第

四點特色，為提供多元應用、客製

化服務介面，提升應用價值，如 

QR Code 登入、裝置綁定整合、

裝置型號黑白名單。最後，FIDO 

Server 依用量可彈性、快速擴展，

可兼顧預算與未來發展。

杜絕理專盜用資金 

善用影音電子簽名系統

在金融科技湧現下，許多銀行

業者業者加速推動數位轉型之路，

積極發展行動支付、機器人理財等

新業務，但卻忽略最基本的管理問

題。如2020年連續爆發兩家銀行

理財專員盜用客戶資金的事件，讓

不少民眾頓時開始查詢銀行的資金

狀況。根據金管會統計，過去10

年來類似事件高達35例、涉案銀

行達22家，箇中原因為銀行理專

取得客戶信任後，取得最重要的印

章，因此才會屢屢爆發相關問題。

此種事件，其實可透過影音電子簽

名系統解決。

雲想科技推出的SelfieSign影

音電子簽名，是一套結合電子簽名

和臉部辨識動態生物簽名系統，透

過錄影同步記錄簽署過程之人、

事、時、地、物。如此一來，即能

有效杜絕仿冒簽名或否認簽名的爭

議，同時可以避免偽簽與詐騙的風

險，使電子簽名更具安全保障。根

據雲想科技提供資料，Selfiesign

透過行動裝置即可在合約上填入資

訊、進行簽署，並即時傳送文件，

雲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監吳右任說，根據金管會統計，過去10年來發生理專盜用客戶資

金的事件高達35例、涉案銀行達22家。箇中原因都在於銀行理專在取得客戶信任後，取得最重

要的印章，因此才會屢屢爆發相關問題。

偉康科技副總經理陳怡良說，無密碼身份驗證最大好處，在於 FIDO Server 僅存放用戶公鑰驗

證簽章，沒有密碼盜用危機。其次，可搭配多種生物辨識技術辨識確認身分，能免除密碼盜用

危機，創造友善便利的用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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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直觀、安全且效率的流程，完

成每一份合約簽署。

雲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

監吳右任說，企業透過Selfiesign

協助，不但讓簽名無紙化、自動

化、不受地點限制、可遠距離簽

署，更能加強 Know Your Customer 

(KYC) 流程中的使用者辨識度，減

少簽署合約的爭議或詐騙發生的風

險。以元大證券為例，每個用戶表

單多達150頁，當運用SelfieSign技

術結合原有用戶系統後，最終順利

使整個流程能真正實現數位化與無

紙化，達到節省紙張成本亦能提升

作業流程的效率，約省下1/3開戶

時間。

助產業、政府解決問題 

KPMG發布報告

回顧2016年，新加坡政府舉

辦了多場金融科技發展的相關論

壇，並歸納彙整出100個關鍵問

題，在各界合作共同解決下得到良

好成效。有鑑於民眾對於金融科技

發展愈來愈關注，且相當重視隱私

保護及使用體驗等，所以KPMG與

中華金融科技產業促進會、中華徵

信所等共同合作，在2019年11月

舉辦 Taiwan FinTech 產業策略論

壇，並彙整產、官、學界與消費者

等各方意見與看法，發表台灣金融

科技發展100個關鍵問題刊物。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分類，將

FinTech分類為支付、保險、存

貸、籌資，投資管理以及數據分析

等六大領域。因應台灣發展現況，

台灣金融科技發展100個關鍵問題

在此基礎上進行調整，並從共同討

論議題、KYC身分驗證、支付、資

本市場、財經素養、客戶參與、監

管科技、保險科技，以及普惠金融

等九大面向進行探討。除此之外，

KPMG也從客戶資料權的開放與管

理、提升客戶體驗的基礎建設、金

融科技發展環境的開放與管理等三

大面向給予建言。

安侯企業管理數位創新服務協

理李祖康說，在歐盟GDPR及台灣

個資法修正過後，消費者對於個資

保護意識提升，針對金融服務牽涉

的個資管理與保護議題，提出許多

考量與疑慮。業者對於目前個資法

規的模糊地帶有疑慮，也影響業務

及技術的發展。因此，是否有金融

科技及個資保護的專責主管機關，

來管理各項權利義務，更是消費者

及業者共同關心的議題。

其次，良好的客戶體驗已成為

企業必備的基本能力，根據KPMG

蒐集的資料顯示，過多的資訊、繁

瑣的步驟、太長的等待時間，皆是

消費者希望能夠被改善的問題。消

費者期待政府及業者透過政策與技

術，例如 Open API的資訊串接與

數位身分證整合，提供更簡便、快

速的資訊服務平台及身分驗證方

式。

整合資安設備流量 

發揮最大防護效益

回顧2020年5月，台灣中油公

司爆發遭到勒索軟體綁架，以至於

加油站僅能使用現金及信用卡交

易，是台灣第一起關鍵基礎設施遭

攻擊的案例。根據調查局事後深入

分析後發現，早在2016年4月該公

司電腦就被植入惡意程式，且可能

在當時就已取得主機的控制權，直

到2020年5月才正式發動攻擊。在

駭客攻擊手法多元化、各國資安法

規迥異，且沒有一家資安公司可提

供全面資安防禦方案下，迫使企業

採購不同形式的資安設備，但卻也

衍生出管理難度高的挑戰。

因 此 ， G i g a m o n 推 出 的

Gigamon資安訊息平台，可簡化管

理同時降低投資成本、簡化資安架

安侯企業管理數位創新服務協理李祖康說，在歐盟GDPR及台灣個資法修正過後，消費者對於

個資保護意識提升。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推出台灣金融科技發展100個關鍵問題刊物，協助政府

與產業等共同解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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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提昇資安效率，乃至於在單一

介面中監看全面網路，達到大幅減

少IT人員維運負擔，且可因應各種

突發變動或流量導向分流的需求。

如在Gigamon可視化平台上，能同

時收容南北向、東西向的流量，無

需仰賴多套設備，即可監看各處所

需監測之流量。

Gigamon台灣區域銷售總監錢

旭光說，以某知名銀行為例，為

符合主管機關對於提高ATM資安

防預暨虛擬補丁的要求，選擇引

進Gigamon資安訊息平台。如此一

來，該業者即能透過 Gigamon IP 

過濾功能，預先過濾ATM網路流

量，免去無需於每台ATM前面建置

安全防禦設備困擾。此舉，在順

利達到降低IPS採購數量與設備機

型，減少ATM防禦機制維運成本

外，也能減輕資安人員的工作負

擔。

推出Pure as-a-Service 

兼顧成本與回應需求

隨著全球數位資料量持續攀

升，儲存設備重要性與日俱增，特

別是對金融產業而言，一套能夠永

遠維持現代化、易於管理並能彈性

使用的儲存系統，將是協助企業維

持競爭力的重要幫手。在專為多重

雲端提供儲存服務的Pure Storage

在Gartner公布 2020年「主儲存陣

列魔力象限」 （Magic Quadrant 

for Primary Storage Arrays）報告中

獲選為領導者。目前這套系統已

部署在超過8150家企業之中，在

全有前500大企業中，有45%採用

Pure Storage方案。

Pure Storage是一款全快閃、

100％ 軟體驅動的NVMe 儲存系

統，是為入 門級至主流環境，及

雲端原生應用程式，量身打造的解

決方案。這款產品採用自行研發的

Purity 作業環境，可提供 Modern 

Data Experience具備的功能、效能

和彈性，且能在1小時內完成部署

的工作。以Evergreen為例，即可

為客戶降低儲存系統的總體擁有

成本（TCO），比傳統的疊式更新

節省超過 50％ 成本，且能滿提供 

99.9999% 的高可用性，甚至享有

每三年升級的服務。

「為滿足不同產業需求，我們

也推出Pure as-a-Service。這是一

種根據實際使用量來計費的地部署

雲端及公有雲的儲存即服務，可

免去傳統需預測用量，以提前購

Pure Storage台灣區總經理呂晏緹表示，隨著全球數位資料量持續攀升，儲存設備重要性與日

俱增，特別是對金融產業而言，一套能夠永遠維持現代化、易於管理並能彈性使用的儲存系

統，將是協助企業維持競爭力的重要幫手。

Gigamon台灣區域銷售總監錢旭光說，在駭客攻擊手法多元化、各國資安法規迥異，在全球沒

有一家資安公司可提供全面資安端點防禦方案下，迫使企業採購不同形式的資安設備，但是卻

也衍生出管理難度高的挑戰。



生現場
IT Live

原

2020 9

買或租賃儲存空間，當企業有區

塊、檔案、物件式儲存時，即可隨

取所需的儲存系統。每項 Pure as-

a-Service 訂閱都提供 30 天的退款

保證。」Pure Storage台灣區總經

理呂晏緹解釋：「我們會提供具備

調度能力、儲存管理、VM 分析和

以 AI 為基礎的預測式支援工具，

結合來自 10 萬多項工作負載和 1 

兆個資料點的情資，並使用以機器

學習為基礎的預測式分析和 Pure1 

Meta 分析平台，來優化您的工作

負載。」

發展監理科技 

集保所當仁不讓

因應此監理科技的世界潮流，

金管會於2020年8月13日公告委託

台灣集保結算所建置「票券金融公

司數位監理申報機制」，正式啟動

數位監理計畫，兼顧台灣金融產業

發展與民眾權益。集保結算所將建

置票券監理科技平台，作為票券公

司與主管機關間資訊傳遞之快捷通

道，提供票券公司API自動申報機

制及配套措施。此外，集保結算所

也將整合金融周邊單位，包括票券

公司申報資料、集保結算所票券市

場結算交割、櫃買中心債券及聯

徵中心授信等微粒化(Granular)資

料，並串接金管會銀行局共享平台

及檢查局單一申報窗口資料，讓主

管機關可藉由互動視覺化之監理分

析工具，以大數據即時管理市場狀

況，達「精準監理」之效。

此外，集保結算所易參考英國

TechSprint機制，共同主辦第一屆

「2020監理科技黑客松」(Taiwan 

RegTech Challenge 2020)，期以黑

客文化催生監理科技解決方案，由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及集保結算所專

案執行團隊協助推動監理科技發

展，廣邀國內外跨域專家共同擬定

從金融監理到產業數位監理之實務

議題，並向具有成熟技術之新創團

隊公開徵求解決方案，借力金融科

技由專家評選出優異團隊，由主管

機關給予肯定，展現我國金融科技

創新能量，使成果與產出能與國際

典範趨勢接軌。

「近年來金管會積極推動監理

科技，2020年施政要點更以協助

金融市場發展及消費者金融服務需

要為方向，持續建構完善金融監

理法制，提升金融機構國際競爭

力。」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副總經

理曹素燕解釋：「為促進數位監

理化之成熟度，並探索未來數位風

險，集保結算所將整合周邊金融單

位與業者資源、引進最新科技與系

統，全力投入監理科技發展。」

解決金融資安問題 

看好區塊鏈發展

近幾年備受關注的區塊鏈技

術，具備去中心化、共識機制、隱

私性、不可竄改、安全性、智能合

約等特性。此技術是由多方共同記

錄和維護的一個分布式數據庫，通

過雜湊值索引形成一種鏈狀結構，

數據紀錄和維護通過密碼學技術來

保護其完整性，使得一方難以竄

改、抵賴、造假。因此近來也被廣

泛討論應用於金融科技之用，期盼

達成全站可信、主動安全防禦、跨

鏈等目的。

然區塊鏈問世的初衷，在於去

中心化的電子貨幣對於交易帳本以

外的應用，普遍會遭遇使用限制、

橫向通用性、開發成本昂貴等三大

挑戰，如不適合大型資料上鏈、不

適合大型系統、資料量過大將造成

節點資源負擔等。為解決傳統區塊

鏈痛點與資安強化，博斯資訊利

用自身技術提供 Layer 2 的服務，

可將資料本身進行切碎與加密的

去識別化、資料碎片分散儲存。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副總經理曹素燕指出，為促進數位監理化之成熟度，並探索未來數位風

險，集保結算所將整合周邊金融單位與業者資源、引進最新科技與系統，全力投入監理科技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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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根據客戶需求選擇儲

存環境，以及選擇適用的區塊鏈

(Hyperledger, EOS.IO)，達到省下自

行建置的開發成本以及技術開發。

博斯資訊安全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長黃啟誠指出，在近幾年，許多

人認為區塊鏈技術將會來改變金

融生態。在相關應用情境出現下，

或許在不久之後，我們將會見證區

塊鏈改寫傳統金融的運作模式與規

則。因為，當金融科技發展越來越

蓬勃，相關資安問題將會隨之出

現，藉由導入DLT做存證與溯源，

加上智能合約的應用，可為金融生

態導入更安全的防護措施。值得一

提，我們不應該只以降低成本與提

高效率的角度出發，而是要進一步

做好安全的防護，才能為金融服務

業創造嶄新的客戶體驗。

2 0 2 0 年 金 融 穩 定 學 院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FSI)

發布報告提出金融科技樹(fintech 

tree)概念框架，將金融科技環境分

成三個部分，樹冠－金融科技活動

(fintech activities)、樹幹－賦能技

術(enabling technologies)和樹根－

政策輔佐(policy enablers)，成為許

多國際金融業者發展創新服務的藍

圖。台灣金融產業應該要加速接軌

國際趨勢，才能在新世代金融環境

中，保有對手不及的競爭力。

博斯資訊安全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黃啟誠指出，在近幾年，許多人認為區塊鏈技術將會來改變

金融生態。在相關應用情境出現下，或許在不久之後，我們將會見證區塊鏈改寫傳統金融的運

作模式與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