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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2019年工作重點

1. 增加沙盒實驗創新動能:每年受理十件實驗案，強化金

融科技創新園區功能，提供新創公司營運資源及輔導。

2. 銀行:核發純網銀執照、Opening Banking、擴大行動支

付之應用與創新。

3. 證劵:虛擬通貨STO6月納管，開放自動化投資顧問業務

4. 保險:建置聯合資訊中心、提升保險業辦理電商效能、

開放保險及保經代業者異業網路平台辦理網路投保。

5. 每年舉辦金融科技展，並推動「金融科技校園接班人」

聯合招募:建立人才媒合平台，介紹金融科技相關大專

學生到金融機構實習、工讀。

政大金融科技國際產學聯盟營運長王儷玲



EU
2015 - PSD2

UK – CMA/OBIE
2016 Open Banking

AU–(CDR)公平會
2017 - Open Banking 

HK -金管局
2017 - Open API

SG - MAS
2016 – API Playbook

Open Banking
已是全球趨勢



Open Banking的重要性

開放銀行是將金融數據的主導權還給消費者，以追

求「消費者與社會利益最大化」，透過銀行與TSP業

者合作，以開放應用程式介面 (Open API)共享金融

數據資料，使消費者可以獲得更多元的金融服務。

Open API是建立金融生態系最重要的事，可以創造

新的商業模式，也使金融服務生態系更多元更強大。

開放銀行的好處:讓銀行利用開放API提供更貼近消

費者需求服務，改善客戶體驗，也提升客戶的黏著度，

使金融服務延伸至過去無法觸及的範圍。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Open Banking的效益

1.對消費者:透過統一平台方便比對不同金融服務和
費用，選擇物美價廉的金融產品；客戶能得到完整的
金融數據，透過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投資理財相關
技術的導入，在資產配置和財務規劃上更有效率。

2.對傳統銀行:利用共享數據和串接TSP業者創新技術，
可以快速為客戶提供更加多元的產品和服務。

3.對監理單位:降低金融壟斷，增加金融大數據產生
的附加價值，提高整體金融產業營運效率，降低社會
外部成本，建立更有利於新創Fintech發展環境。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台灣Open Banking政策

金管會的「開放銀行」政策是台灣金融科技加速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金管會敲定開放銀行以「三階段開放」，開放範

圍依序是商品資訊、客戶資訊及交易資訊，第一

階段最快下月啟動，客戶資料未來可提供消費者

做更好服務，也對傳統銀行營運模式造成衝擊。

台灣Open Banking採香港模式，不修法，由銀行

與第三方服務公司（TSP）合作方式推動，並由

銀行公會研議開放範圍以及與第三方公司合作之

自律規範。
政大金融科技國際產學聯盟營運長王儷玲



台灣Open API 三階段

第一階段開放商品資訊:如房貸利率、費用率等。
TSP業者透過API可介接到各銀行的商品資訊，消費
者透過App就可輕鬆比較各銀行的相關商品服務。

第二階段開放客戶資訊:在客戶同意下開放客戶資訊，
TSP業者可以提供帳戶整合服務，例如將消費者在
五家銀行的房貸、存款、基金投資等資訊做整合。

第三階段開放交易資訊:在客戶同意下開放交易與支
付，TSP可在整合帳戶後直接透過APP連結帳戶扣
款、支付、調整或撥付帳戶資金。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IDC對開放API的預測:
2018年底全球 50%市場領先的銀行都將開放至少5項
API，其中包括個人財務、信貸、回購獎勵、非財務、
交易、位置、產品等七大可能資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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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API 發展趨勢

<PWC__2005~2017金融API發展趨勢圖>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Backbase Whitepaper of 
the digital-first bank
June 2018

 銀行一開始對開放
銀行是有疑慮的

 70%銀行認為開放
銀行有助於發展多
元金融生態系

 41%銀行認為開放
銀行可打開新客戶
與第三方合作契機

 38%銀行認為開放
銀行可加速數位金
融轉型創新

Open Banking發展經驗

70%銀行對Open banking有高

度意願，需要長時發展以逐

步達成API平台系統與生態圈



數位金融的主要驅動力

認識客戶(Know Your Client)
• 透過 ID 提供個人化服務

• 運用社群媒體

服務客戶(Serve Your Client)
• 簡單又方便的服務介面

• 全球金融的服務範圍

• 24小時直接服務

親近客戶(Engage Your Client)
• 提供多元及全方位的完整產品

• 成為客戶生活的一部分

• 提供超越金融的各項服務



數位金融的主要驅動力

數據資料

人工智慧

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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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如何迎接開放銀行

對銀行而言，不將內部數據公開只是暫時性的保護，
封閉數據將使銀行失去機會利用共享數據和金融科技
的創新技術，提供客戶更加多元的產品和服務

銀行必須對以下金融科技領域將有更深入發展：
1. 建構更好的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分析系統以整合數據

-員工個人數據(精準管理提升經營效率) 、
-金融市場大數據(提升投資報酬與控管風險) 、
-客戶個人資料與財務數據(精準行銷)、
-資安數據

2. 強化支持維護處理金融訊息的設備或分析系統

3. 建構遠程使用或連接到金融機構的相關基礎設施



過去多數金融機構的資訊系統非常老舊，但因為其
存在於封閉性系統之中，且受到金融監理法規的嚴
格控管，對於消費者隱私保仍有不錯的效果。

開放API的推行涉及非金融體系參加成員「多元性」
與「相容性」，需結合金融機構及TSP業者概念驗證，
才能進而規劃落地應用的創新。

開放金融數據共享，由於金融大數據可能直接連結
個人資產，且數據共享涉及多個企業或機構的利益
和權責劃分，資訊安全議題將會是推動開放銀行面
臨的挑戰。

開放銀行的資安問題

政大副校長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13



1. 數據安全性 : 數據不被竄改或盜用、隱私不遭受
侵犯。

2. 數據使用範圍和透明性 : 如何對使用者說明有權
使用數據的機構、使用的範圍、控管的方式，以
及如何進行數據授權的收回。

3. 資訊安全的責任歸屬 : 若客戶在數據共享後，承
受了資產或隱私的損失，將由哪些單位負起責任
與補救，後續處理流程的標準化流程。

開放銀行的資安問題

政大副校長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14



政大副校長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15

 SZ安全封閉營運環境
 DMZ非軍事區是為接軌

SZ而設立的緩衝區；肩
負安全過濾、危害控制
與穩定效能用途

 TSP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SZ安全標準趨嚴，DMZ
則著重易使用與管理

 低風險交易可以放DMZ，
但風險認定應與時俱進

 未來服務目前無法定義
清楚宜評估試驗後再導
入合作

開放銀行系統間分級溝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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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銀行數據分析與個資保護問題
開放金融數據雖會有資安與個資保護問題，但金融
數據若無法開放將會大大減少數據的價值，更會降
低整體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造成巨大社會成本。

要開放金融數據必須先強化技術、資安與個資保護

為因應金融科技之發展，台灣的個資法應盡快檢討
修改，除了明確規範個資使用安全規範外，需因應
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之需求，才能讓金融服務在
資安保護下創造消費者的最大利益。

建議符合資安、跨業整合之大數據資料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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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Open API生態系
政大與財金公司共同推動建立「開放API」完整生態系
Open Banking已是全球趨勢，台灣應發展適合自己
的Open Banking模式。
政大與財金公司成立「開放API」研發與測試平台，
並設立專案辦公室與創新實驗室。
定期舉辨開放銀行政策與法規座談會/研討會，討論
技術標準、資安、自律規範、法規開放等議題
協助與銀行及TSP業者溝通、API技術與資安測試，
與企業創新研發適合產業需求的API。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政大進行開放API前端創新應用與研發

政大與Refinitiv(原湯森路特)成立金融大數據實驗室，
將其在英國的Eikon Innovative Desize Lab 與
Opening icon 及 API平台搬到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政大透過「新創園區」與財金公司之測試驗證平台
串接，提供TSP業者進行API之研發創新與沙盒試驗，
目前已和多家業者進行創新實驗之規劃。

政大與Micsoft 加速器策略聯盟可送台灣種子新創
Open API之技術與服務直接進軍國際。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推動Open API生態系



Open Banking 創造三贏

開放銀行有助於實現「消費者賦權」，使消費者可
用更便宜快速方式串聯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等技
術，獲得更多元的金融服務，也使銀行可以透過資
料共享，更快實踐加速數位金融轉型創新。

開放數據可加速銀行與金融科技業者合作，利用共
享數據和創新技術提供客戶更加多元的產品和服務。

在開放銀行金融數據共享下，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
由競爭轉為合作，形成互利共榮的金融生態圈。

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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