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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FinTech)

What

‧ 金融科技(FinTech) 係為金融(Financial)與技術(Technology)之綜合

名詞。

‧ 意指藉由資訊技術(IT)為廣大民眾提供更便利的金融創新服務。

‧ 國內各大金融機構(銀行、保險、證劵商)已將FinTech視為主要發展課

題，紛紛啟動FinTech創新服務之發展。



金融科技(FinTech)應用領域

Fintech發展領域相當多元，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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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圖所示。



數位財富管理



前言
伴隨金融科技生態體系的不斷演進，財富管理作為金融體系的一環也迎來

了智能化的變革。

在互聯網、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技術迅速提升的基礎上，智能化成為財富管

理發展的新趨勢，也是未來金融服務業不得不把握以創造利潤的機會。

數位財富管理



以客戶的需求為主:

對顧客的財務狀況做深入的了解，再依照客戶之需求及特性，設計出一套全面性地財務規劃，以協

助顧客達到效益最佳的資產配置，為顧客量身訂作最佳的投資組合、訂定人生各階段的理財目標及

定期為顧客進行財富健檢。

財富管理

數位財富管理



而作為理財顧問，首要的工作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

也就是說財富管理的對像是“人”。理財顧問需要深入了

解自己接觸的每一個投資者，因為每一個投資者的需求都

是非常個性化的，財富管理強調“合適的產品給合適的

人”，強調根據每一個人的風險收益特徵進行資產配置。

例如：高風險的投資者，多配置一些高風險高收益的產品。

低風險的投資者，可以配置固定收益或保本型產品。

財富管理

數位財富管理



以下為資誠針對全球逾1000位資產淨值超過美金1,000萬的客戶、以及逾100位資產管理公司CEO與

經理人進行之調查結果。‐ 2016 ‐

財富管理數位化

數位財富管理

 69% 的高淨值資產人士已 使用線上或行動銀行

 逾40% 的高淨值資產人士 透過線上工具來檢視其資產及投資配置

 超過 三分之一 的高淨值資產人士已經開始 運用線上服務來管理資產

可見數位金融將逐漸成為財富管理的未來發展趨勢。



「機器人理財顧問」係為一種線上投資平台，提供線上操作介面由投資人自行操作，並以人工智

慧演算法為運算基礎，結合客戶所提供之所得、投資目標、風險承受度等，提供建議投資組合。

投資人可據以自行下單，或由平台自動進行投資管理，在此種模式下，僅有極少（或全無）人力

之參與，因此能降低過去人為誤導或誤判之情形；加上電腦程式可快速大量解決各類數據運算，

使機器人理財顧問業者得以提供一般投資人低門檻、低費用之投資理財顧問服務。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自上世紀 90 年代末，美國即已開始有部分企業為投資人提供線上資產配置工具，而至 2008 年金

融危機後，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陸續出現，經過短短幾年發展，已在國際主流市場逐漸贏得財富

管理客戶的認可。

據花旗集團的研究報告指出，截至 2015 年底全球機器人理財顧問管理資產已達 187 億 美元，且

在未來的十年內將有望達到 5 兆 美元。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過去，財富管理的目標客群集中於收入較高的一群，而且委由商業銀行、基金、資產管理等機構

從事資產管理業務。

隨著人們理財觀念的逐漸增強，很多中等收入人群的投資理念需求越來越大，但是傳統的財富管

理的進入門檻基本在100萬美元以上，這些中等收入人群常被拒之門外。為了迎合這些收入中等但

沒有達到傳統理財門檻的人群理財需求，以門檻低、費率低為特點的在線財富管理企業開始興起。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機器人理財顧問崛起



依據人為參與程度，機器人理財顧問大致可分為機器導向、個人導向與人機結合三類模式: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WealthFront Motif Investing Personal Capital

人機結合個人導向機器導向



機器導向 – Wealthfront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成立於 2011 年，目前是美國機器人投顧行業的一大巨頭。

‧截至 2016 年 4 月底其資產管理規模已超過 30 億美元。

‧業務模式:  整個資產管理過程全由機器人理財顧問進行。

以問卷形式瞭解用戶的風險偏好，根據評估結果為用戶量身訂作投資組合。

若用戶接受該投資組合，平台則隨時監控該投資組合的動態，並定期對投資組合進行更新，

以便合理控制風險，使之始終落在用戶的容忍範圍之內。

這些操作全都由機器人理財顧問完成，投資者不需要進行管理。



機器導向 – Wealthfront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投資工具】Wealthfront 利用現代投資組合

理論為使用者推薦投資組合，平台選擇的資產

種類包含美股、新興市場股、房地產、自然資

源等多達 11 類型之 ETF，一方面有利於提高分

散化程度，降低風險；另一方面具有不同資產

的特性能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資產組合選擇，

滿足更多風險偏好類型用戶的需求。



個人導向 – Motif Investing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以主題作為導向的投資平台，其業務模式為個人導向，即資產配置組合係由投資者創建，

而機器人理財顧問提供投資組合創建工具以及分享的平台。

‧ 平台上的投資組合被稱為 Motif，每個 Motif 包含不超過 30 支具有相似主題的股票或 ETF，例

如清潔能源、無人車、網路安全等。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興趣，直接使用平台上已有的 Motif，

也可以修改 Motif 中股票和 ETF 的組成和比重後再使用，更可以自行創建全新 Motif。



個人導向 – 代表: Motif Investing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投資工具】 Motif 成立初衷即是希望解

決市場中並非所有投資題材皆可找到相

應的 ETF或共同基金，因此 Motif 希望找

出一種方法，讓廣大投資者能簡單地實

踐量身訂作式的投資理念。因此 Motif 主

要是讓用戶投資於自行選定最多 30 檔股

票，得以訂製具有特定主題的投資組合。



人機結合 – Personal Capital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 採用的則是人機結合式的業務模式，即在平台上既有機器人理財顧問為投資者提供投資服務，

又有傳統理財顧問為投資者提供資產配置組合建議。

‧ 注重資產投資，為使用者提供兩種服務：

一是免費的資產狀況跟蹤，使用者連結各種金融帳戶，平台會對其資產狀況整理、跟蹤和智慧

投資分析。

二是收費的人工資產管理服務，專業的理財顧問與用戶進行線上一對一交流，瞭解

其金融計畫、制定投資戰略，然後直接管理用戶資產進行投資。



人機結合 – Personal Capital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投資工具】 Personal Capital 提供的服

務相當全面，能夠説明他們跟蹤分析所

有金融帳戶並以圖表的形式清晰明瞭的

展現出來。因此其除了能跟蹤分析用戶

所有的資金流動外，更重要的是得以追

蹤用戶股票、ETF 及共同基金等投資帳戶，

進而給出使用者投資組合收益情況並進

行相關分析。



財富管理的專業從業人員會被取代嗎?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以理專來說，安永企業管理諮詢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張騰龍 針對理專的未來，提出了看法：

「我不認為理財機器人的崛起，會讓理專沒有工作，而是提升理專的服務內容。」

理專的服務價值會提升，並且更專注在高資產的客戶，而且理財機器人也不可能不需要人的決策，

特定議題仍需要借助理專的專業來解決。

另外，金融部門消費者仍然需要某種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尤其是當突然的市場走勢導致意外的損

失時，顧客們希望直接與顧問們進行對話，他們想知道為什麼，想要得到安慰或者發洩情緒。而

目前的機器顧問則很難實現這一點。‐ Giulia Aurora Miotti 分析師團隊 ‐



財富管理的專業從業人員會被取代嗎?

財富管理科技 – 機器人理財顧問

數位財富管理

「無人工的智慧程式只能吸引金融市場的部分客戶，不可能完全取代金融領域的分析師，策略

師和投資顧問。」‐ 摩根士丹利 CEO 首席執行官 James Gorman ‐



財富管理數位發展轉型的4個環節

數位財富管理

張騰龍 (安永企業管理諮詢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指出，財富管理從前端的諮詢配置（Advice

Distribution）到帳戶管理（Account Administration）、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一直到

後端的資產服務（Asset Servicing）都正面臨數位轉型中。



1. 諮詢配置

財富管理數位發展轉型的4個環節

數位財富管理

以 機器人理財顧問 所在的諮詢配置環節，和過去純人工的方式有很大

的不同，開始轉型成理專與機器人並行，機器人理財顧問也成為金融

業者獲取客戶的管道之一。「理財機器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以自動

化的方式，透過簡單的問題，了解客戶的風險屬性、投資目的，並計

算出一套投資組合（Portfolio），而這套投資組合就是適合每一個客戶

的風險、收入等。」也因為客戶可以透過機器人獲取到所需的服務，

理專的擴充性（Scalability）開始大幅提升，既可降低成本又服務到過

去無法服務的客群。



2. 帳戶管理

財富管理數位發展轉型的4個環節

數位財富管理

數位化浪潮下的財富管理，第二個面臨衝擊的則是在客戶加入後，開始需要進行帳戶管理。

張騰龍表示，這個新議題聚焦在 流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RPA）上。「以前業

界就做很多系統自動化，把重複的工作交給系統去執行，但是這一波跟以往的系統不同。這一波

是架在使用者介面（UI）層級。」過去專注在平臺與平臺之間的溝通，以API進行介接。而現在是

開始模擬人的行為，把重複性質高的工作用機器人取代，讓機器人自動在多種不同的任務、交易、

應用程式、資料交換等之間進行工作，節省時間並且防止人為錯誤的因素。臺灣有許多業者已經

進入概念性驗證的階段（POC），例如內稽、法遵等角度來做資料的整合並加入機器人的幫忙。



3.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數位發展轉型的4個環節

數位財富管理

第三階段的資產管理，則會逐步轉向 機器人分析。「產品表現如何就透過機器人去做歷史得資料

分析，並用某些資訊來做未來的推測，目的是讓產品收益最大化。」張騰龍說明，財富管理業者

現在也開始尋求利用機器人來調整投資策略。



4. 資產服務

財富管理數位發展轉型的4個環節

數位財富管理

最後的資產服務，目的就在 簡易化交易過程，

區塊鏈在這當中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張騰

龍指出，當發展成熟以後，有機會可以利用區

塊鏈達成點對點的交易，而不需要透過交易所

的中介。這個領域在臺灣目前仍還在研究階段，

尚未有更實際的案例出現。



理財機器人比較

數位財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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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財務指標、輿情指標、總體經濟指標及

深度學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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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預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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