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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金融產業中的銀行業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行動支付之探討與分析。
本論文整理行動支付及銀行業文獻，並以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研究方法採用波
特五力分析進行銀行業結構分析，並根據 SWOT 理論分析法針對銀行業發展行
動支付進行探討，從四項構面分析利弊及得失，探討銀行業未來情勢之演變，並
擬定方案與因應之道。
研究結果顯示銀行業在總體環境，受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人口
因素、法律因素影響。從發展行動支付之結構分析，現有競爭者為銀行同業，潛
在競爭者為外資銀行、異業投資行動支付業者。購買者的議價能力，則視行動支
付商品認同度及特色而定，若認同度高，則議價能力低。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因銀
行業在行動支付發展上有先天優勢，相對議價能力低。替代品因行動支付產品獨
特性高，而威脅低。進一步針對行動支付 SWOT 分析發現，銀行業有獨特優勢，
如金流財務管理及風險控管嚴謹，即使在面對劣勢也可運用自身優勢並利用外在
機會來創造利益，克服威脅。
行動支付議題，在未來仍會被持續討論著，故銀行業應該即早作準備以面對
行動化服務市場，提升服務及競爭力。本研究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建立創新服務價值，附屬額外事業，提出搭配方案，可做為銀行業未來之參考。

關鍵字：行動支付；銀行業；波特五力；競爭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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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ayment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It consolidates literature on mobile payment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s well as data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uses Porter’s Five Forces Analysis to conduct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to conduct a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ayment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based on SWOT theory analysis. By analyzing the benefits,
gains, and losses through these four dimensions, can explore the future conditions and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outline ways to strengthen outcomes.
A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there are five major factors influence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politic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demographic,
and legal.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ayments highlighted
existing and potential industry competitors: foreign investment banks, and
cross-industry investors in the mobile payments industry. Purchasers bargaining
power for mobile payment products depends on both degree of recog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if recognition is already high, then buyers have little
bargaining power. Supplier bargaining power has the advantage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ayment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has natural advantages, with
relatively low bargaining power for buyers. Because mobile payment products are
highly distinctive, there is a low threat of alternative products. Further, SWOT
analysis of mobile payments shows that the banking industry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ash flow. These advantages can be
used as an opportunity to generate profits and reduce threats, even in the face of
industry weaknesses.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mobile payments will continue in the future. The
banking industry should immediately start preparing to improve mobile services and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proposes specific plans to improve efficiency, reduce
costs, increase revenue, and establish innovative and valuable mobile services.

Keywords: Mobile payments; Banking Industry; Porter’s five forces; Competitivenes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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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無線上網技術的不斷進步，智慧型行動裝置普及化，消費市場已進入了
行動網路時代。根據資策會 FIND 2012 年調查，台灣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的族
群有 707 萬人，人數將持續成長，也因為如此，行動裝置周邊的服務因應而生，
LINE、行動打卡、優惠券下載、瀏覽影片、線上購物…等。消費者對於使用行動
裝置來聯繫日常生活感情，處理工作，已逐漸生活化。消費者透過行動裝置接觸
資訊與服務，行動裝置也成為一個最直接的廣告媒體(FIND 資策會鄭仁富、莊書怡,
2012) (UDN 數位資訊)，圖 1-1 是資策會在 2012 年推估台灣行動族群有 707 萬人。

圖 1-1 資策會於 2012 年推估台灣行動族群數量
資料來源： 資策會 FIND(2012)/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化服務價值鏈研究與推動計畫」
台灣民眾行動上網普及率每年以 10%以上速度在成長，以資策會 FIND 2013
公佈最新調查結果，台灣民眾行動上網普及率達 37.3%，如圖 2-1 所 示。 (資策會
FIND 吳瑄芮,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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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 灣 歷 年 民 眾 手 機 行 動 上 網 普 及 率 與 年 成 長 率 表 現
資料來源： 資 策 會 FIND 歷 年 調 查
行動裝置搭配網路運用愈來愈普及，行動裝置可搭載的技術也愈來愈多，企
業也開始將服務規劃在行動裝置上面，根據資策會 FIND 統計藉由行動裝置產生的
行動廣告逐年提升中，其中企業看好未來行動行銷的技術應用。如圖 1-3 顯示，互
動式的行銷推廣有助於提升品牌的印象及好感，消費者能有參與感。

圖 1-3 企 業 對 未 來 行 動 行 銷 看 好 的 技 術 應 用 統 計
資料來源： 資策會 FIND(2012.11)/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化服務價值鏈研究與推動計畫」
其中企業認為未來行動行銷會產生的效益，如圖 1-4，以「引導消費者線上下
單/購物」佔 97.5%，比例最高。而行動下單/購物則是推動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
2

市場的重要角色，現行消費者對市場上支付行為，大多以現金及信用卡居多，為
更方便進行支付行為及考量安全性，這幾年開始出現感應式支付，主要希望將貨
幣雲端化，而行動支付更是希望落實雲端化概念，消費者身上的信用卡或是帳戶
資料統一結合在行動裝置上，藉由行動裝置的普及技術，讓消費者利用行動裝置
的同時能更便利及安全作支付行為，本研究以目前行動網路時代為背景，研究行
動支付發展性。

圖 1-4 企 業 對 未 來 行 動 行 銷 產 生 的 效 益 統 計 圖
資料來源： 資策會 FIND(2012.11)/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化服務價值鏈研究與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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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智慧型手機的發明著實讓人類在生活上有許多便利的創新，本論文要探討的
是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而帶動的創新支付型態-行動支付。行動支付在國外尤其
是日本極為風行，而台灣目前正屬於發展的狀態，行動支付帶動了兩種創新:技術
的創新及社會的創新。目前國人的支付型態以現金及信用卡居多，但信用卡會隨
著每家銀行的優惠方案而推出不同的卡片，同一人身上可能就同時擁有好幾張信
用卡。
如能將信用卡結合在智慧型手機上，或是以電子錢包的方式，每個人只需攜
帶一支手機，即可以手機作支付的工具，不管是外出購物或是線上購物都可利用
手機完成，貨幣概念已完全雲端化。再者，利用行動裝置的便利可以及時查詢帳
戶餘額、記錄，整合了行動銀行與行動商務服務。目前行動支付的技術主流為近
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把此技術結合在手機上，除了可
作行動支付外，還可作名片交換、身份識別、門禁卡、廣告讀取…等。
在 2013 年 1 月 15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備查 1銀行公會訂定「信用卡業
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開放金融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相
關業務，提供國人更多元化的支付服務。而公平會也於 2013 年 1 月 23 日有條件
通過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亞太電信、遠傳及威寶等五大電信業者，與悠遊卡
公司合作成立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rusted Service Manager，TSM)，推動「手機SIM
卡多功能感應用途」服務。因此，目前國內已有銀行在推行行動支付業務。此外，
電信產業、手機產業、認證機構、第三方支付…等，各產業對行動支付整個商機
蓄勢待發。
以策略面，銀行業在行動支付佔有舉足輕重角色，國外某些國家在推動行動
支付更是以銀行業為主導，且認為由銀行業來主導是最適合不過，因銀行業掌握

1

「 備 查 」指 下 級 機 關 或 公 私 機 構、個 體，對 上 級 機 關 或 主 管 事 務 之 機 關，有 所 陳
報或通知，使其對於所指揮、監督或主管之事項，知悉其事實之謂。與此用語較
為 接 近 者 ， 為 「 備 案 」、「 報 備 」。
4

整個金流，而行動支付多與金流相關，最能有效提供消費者直接的支援，但有些
國家則以電信業者為主角在推動行動支付業務，這與各國文化、社會、組織架構
都有相關。
本研究以銀行業為主軸，探討本國銀行業與行動支付之間的影響，分析銀行
業在行動支付上應該如何發展及應對，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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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行動支付概念於手機出現後一直被探討的議題，但過往手機開發環境不成熟
使得無法完整落實行動支付，早期智慧型手機也不普遍，國人對行動支付的概念
不成熟，電信商推廣起來也力不從心，此乃因當時整個大環境的設置上都不完整。
目前現行市場上行動裝置興起，加上悠遊卡的推廣及普及之下，市場上悠遊
卡感應式付費已結合捷運、公車、客運、便利商店、高鐵、百貨…等。另外悠遊
卡公司也與銀行合作推出悠遊聯名卡及悠遊DEBIT卡 2，使用據點也持續增加中。
有關悠遊卡發卡與使用現況：
(1) 101 年度總發卡數約 693.1 萬卡，較 100 年度總發卡數 576.1 萬卡，成長 20%。
(2) 101 年度平均日交易筆數約 471 萬筆，較 100 年度平均日交易筆數 410 萬筆，
成長 14.88%。
(3) 101 年 度 平 均 日 交 易 金 額 約 1 億 1 仟 萬 元 ， 較 100 年 度 平 均 日 交 易 金
額 8,757 萬元，成長 25.61%。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悠遊卡的使用概念讓消費者能了解感應式付費的方便性，而悠遊卡的技術就
是以 RFID(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無線射頻辨識)為主，行動支付中近期最流
行的感應技術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正源自於悠遊卡晶
片採用的 RFID 技術,將此技術整合在智慧型手機上，利用 NFC 的技術，感應式消
費概念整合在智慧型手機上，產生新的交易支付方式。除此之外，行動支付發展
在匯款、手機信用卡、小額支付..等，都是不容忽視的商機。
國外目前持續在進行行動支付推廣，近年來政府也陸續在施行相關政策，許
多相關產業都投入其中，以獲取商機。金融產業在行動支付服務中也扮演著重要
角色，消費者在消費時一定會使用到貨幣或是信用卡，結合在智慧型手機上最大
的方便在於除了隨時隨地作交易時都能直接從自身的帳戶作扣錢的動作或是刷卡
2聯名卡為與銀行、企業、合作之聯合發行信用卡，在專屬企業中使用可有優惠。悠遊 DEBIT 卡為
銀行帳戶與悠遊卡作連結，帳戶有多少錢才能扣款，無信用卡功能，主要族群為學生或老人
6

外，利用智慧型手機特性加上上網之便利性，更可進行行動下單、行動轉帳、行
動銀行…等，並可線上查詢相關消費資訊。
透過手機可直接接收廣告訊息，相對於一般行銷方式更有效果。因此金融產
業也有意投入行動支付服務，目前已有五大銀行先行開發相關業務，而陸續也有
一些銀行開始作行動支付服務，但每家各以不同的方式來推廣此業務，對行動支
付架構也尚未完整。本論文的目的則希望藉由文獻整理、訪談資料收集，利用 SWOT
理論分析，分析出行動支付對金融產業的影響力，使金融產業未來推廣行動支付
時更能明白自身的優勢。
探討目的如下：
1.

依據文獻與訪談資料，整理出行動支付藍圖架構，讓銀行業瞭解行動支付運
作模式。

2.

藉由訪談法收集資料，並以 SWOT 理論分析了解銀行業在發展行動支付上的
競爭力。充份瞭解優勢、劣勢、威脅及機會，以提升自身服務品質及企業形
象。

3.

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建立創新服務價值，附屬額外事業為出
發點，確認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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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分為五個章節，各章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是找尋相關文獻資料，透過文獻的整理，整理近年研究行動支
付議題等相關文獻作匯總，銀行業文獻整理，另外在查看國內外相關論文，
以作為本研究分析資料。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分成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本研究資料蒐集以訪談法，
針對銀行業、電信業、票劵者作訪談，藉由訪談者經驗作資料蒐收。並採用
波特五力進行產業分析，觀察五種影響企業運作的壓迫力分析及 SWOT 理論
分析檢視本身實力與機會評估之自我分析，產業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的競爭
優勢。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分六節，對銀行業總體環境分析及結構分析，訪談資料分析，針對
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作 SWOT 理論分析。並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
益，建立創新服務價值，附屬額外事業，為出發點提出具體搭配方案。以短、
中、長期階段作描述。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探討結果，提出建議、貢獻及結論方向，並將本研究所面臨之限制
與未來發展作描述。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成四個小節，第一節行動支付相關文獻，整理出行動支付定義、分類、
技術、商業模式，第二節台灣發展行動支付案例整理，第三節國外行動支付案例
整理，第四節銀行業相關文獻整理，包含定義、發展、現況。

第一節 行動支付相關文獻
一、行動支付定義
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為「透過手機或 PDA 等通訊設備作為支付工具」，
也就是利用行動裝置作為付款工具 (Krueger, M, 2001)。利用便利新興的付款系
統，藉由行動網路將財務金流交易安全地從一個組織或個人轉至另一人手中
(Heijden, Hans, 2002)。
「以具有無線通訊功能的行動設備作為付款工具，能應用在實體商店或虛擬
的網際網路。」

(張彥淳, 民 95)

「使用行動裝置進行商品交易支付，包括支付指令發動、確認及貨幣移轉。」
(Remco Boer and Tonnis de Boer, 2009)
行動支付指以各人手持行動通訊設備進行轉帳、繳付帳單、線上購物等商業
金流交易，行動支付是行動銀行的核心交易，行動支付期望將傳統錢包、信用卡、
折價券、讀卡機等相關金融支付均整合在智慧型手機上，藉以完成約定/非約定轉
帳、帳單繳費/繳稅、實體商店/虛擬網路商店的行動消費轉帳等帳務性交易。 (范
姜群, 民 101)
以銀行業角度，將行動支付與行動銀行、行動商務，認定為密不可分的業務，
如圖 2-1。其有各自的功能與服務，行動支付功能是以提供消費者付款為主，行動
銀行則是提供消費者查詢相關帳務查詢，而利用行動化所提供之服務與應用皆可
稱行動商務，這三項與消費者生活習習相關，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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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商務、行動銀行這二項服務以銀行業來說，是手機興起後開始提供的新
興服務，主要原因是隨著網路的興盛，電子商務發展，科技化的產品帶給消費者
愈來愈便利的生活。以前消費者可利用電腦上網，購買任何想要的產品，並利用
電腦可查詢本人的帳戶餘額及交易明細，甚至不用出門，就可以處理好生活事務。
隨著行動化概念出現，這些服務更延伸至行動裝置上，讓消費者隨時備隨地使用
這些服務。

圖 2-1 行動商務、行動銀行及行動支付三者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財金資訊季刊 2012.09 第 72 期，行動商務大未來

圖 2-2 透過 APP 的行動商務、行動銀行及行動支付
資料來源： 財金資訊季刊 2012.09 第 72 期，行動商務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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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動支付對消費者而言，更是極重要一環。近年來行動支付的推廣，主要是看
好行動化市場、電子商務交易及支付便利性。(陳佳賢, 民 91)認為行動支付包含四
項特性。
(1) 以行動裝置作為主要付款工具。
(2) 可用於購買商品或服務。
(3) 付款金額多寡因為業者不同而有所不同。
(4) 可用於實體世界或虛擬的網際網路。

利用行動裝置線上購物，將信用卡結合行動裝置使用，以感應支付作小額付
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繳交停車費，超商購物，這些都是便利生活化的使用需
求，消費者只需帶著一支手機就可作消費行為，即時作查詢，貨幣雲端化，生活
中的會員卡、信用卡、儲值卡，也都記憶在手機中，省去攜帶卡片的問題。行動
支付技術上除了支付功能外，在提供非支付功能，資料交換、廣告讀取、門禁卡…
等服務功能。讓消費者在生活中愈來愈方便。
2007 年，手機信用卡的概念其實已在台灣發芽，當時中華電信、遠傳、台灣
大哥大及威寶等業者都推出過手機刷卡服務，但使用的手機有所限定，在加上當
時的商店通路很少，故並未發展成功。加上行動支付金流是考量重點之一，我國
法規在這幾年才陸續開放，表 2-1 為其他國家對行動支付的案例，可進一步釐清定
義。
表 2-1 其他國家對行動支付的案例
資料來源： (Remco Boer and Tonnis de Boer, 2009)
行動支付
案例
(mobile payment)
以行動銀行環境支付帳單
N
(比利時、M-Banxafe)
以某家銀行提供行動銀行環境將資金移轉
N
至銀行帳戶(比利時、M-Banxafe)
在商店實體 POS 機台支付(澳大利亞、
Y
Pay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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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行動鈴聲(英國、Jamster)
行動停車(m-parking)
(德國、Mobillzahlen Handyparken)
行動訂票(m-ticketing)
(德國、Touch & Travel)
自動販賣機(西班牙、Mobipay)
智慧型廣告，標籤
(smart billboard，tags)
(喬治亞、People’s bank)
P2P 匯款
(肯亞、M-Pesa)

Y
(從預付金額或電信帳單扣除)
Y
(從預付金額或電信帳單扣除)
N
(通常是使用手機作為進取感應工具，而
不是支付工具)
是
是

是

各國對行動支付定義認定有些許不同，而本研究所謂的行動支付意指「利用
行動裝置進行實體商店或網路下單進行金流支付行為」
，主要是以「支付」為主軸，
只要以行動裝置具無線上網功能作小額扣款或是信用卡感應刷卡、自動販賣機感
應，或是利用帳戶作扣款動作，所產生之支付行為，個人(P2P)匯款、帳單支付(C2B
及 B2B)、網路商店消費(C2B)支付皆視為行動支付。

二、行動支付技術
目前行動支付技術常見之四種技術，分別為近距離無線通訊、簡訊、非結構化補
充數據業務、WAP/Web 無線應用協定，如表 2-2 整理：
表 2-2 目前市場上行動支付較常見之四種技術
資料來源： (Remco Boer and Tonnis de Boer, 2009)
技術

優點

缺點

主要用途
近距離無線通 快速並容易使 需搭載 NFC 感 用於感應
POS消費
訊（Near Field 用
應裝置
Communication,
NFC）
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 MS)

範例
Osaifu Keitai(日
本)、Visa
PayWave(中美洲)

所有手機用戶 費用貴，使用者 行動匯款、行動 Rabo SMS
可使用並且容 不一定收的到 銀行
betalen(荷蘭)
易瞭解

非結構化補充 所有手機用戶 非友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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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消費、行 mPay(波蘭)、

數據業務

可使用

動銀行

MobiPay(西班牙)

(Unstructured
Supplementary
Service
Data,USSD)
WAP/Web 無線 用戶已有使用 限制於手機是 行動銀行服
經驗
應用協定
否可以上網
務、行動匯款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WAP)

近距離無線通訊
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NFC 是由前身 Philips 半
導體的 NXP 公司、Nokia 與 Sony，共同於 2002 年合作開發的近距離無線通訊技
術。結合了非接觸式感應以及無線連線技術，傳輸距離僅約為 10～20 公分，而非
接觸式行動裝置則是指具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及無
線射頻辨識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等技術之行動裝置。NFC 技
術結合在行動裝置上面除了可作行動支付行為外，其非支付行為亦可作為資料交
換或廣告讀取等應用，如表 2-3。
表 2-3 NFC 技術用於支付用途及非支付用途分類
名稱

使用方式

支付用途

實體商店消費
網路購物消費
帳單繳費
個人或企業之間資金移轉
大眾運輸費用感應支付
自動販賣機

非支付用途

行動車票
廣告讀取
門禁卡
校園 IC 卡
資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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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影片
會員卡管理

近距離無線通訊運作模式
卡片模式(Card Emulation)-利用有 RFID 技術的 IC 卡，以非接觸式感應的方式
來運作。此卡片模式又可細分為支付用途與非支付用途，支付用途用於商店或有
POS 機台的店家進行感應並作扣款動作，如像悠遊卡、車票、自動販賣機、交通
運輸。非支付用途則以感應裝置作身份確認動作，如門禁、學生證。
點對點模式（P2P mode）-此模式與紅外線差不多，用於資料交換，傳輸距離
較短，如分享影片、圖片，名片交換、資料傳輸等。
讀卡器模式(Reader/writer mode)-非接觸讀卡器使用，可從海報或者電子標籤
上讀取相關訊息。
近距離無線通訊因有下列優點，逐漸成為行動支付技術之主流： (黃昱程, 民 101)

(1) 耗電量低，即使手機沒有電亦可採用非接觸讀卡器來供電。
(2) 傳輸的速度快。
(3) 使用很方便，非接觸式使用，資料傳輸過程不需要與接收設備直接接觸。
(4) 安全性及保密性高，手機與 NFC 及安全元件(security segment, SE)結合，
較高的保密性與安全性。

NFC、安全元件(SE)與行動裝置結合方式可分為四種： (黃昱程, 民 101)

(1) NFC 晶片(包含 SE)獨立內建於行動裝置中。
(2) NFC 晶片內建於行動裝置之 SIM 卡中。
(3) NFC 晶片內建於行動裝置之 SD 記憶卡中。
(4) NFC 天線、無線射頻 RF 控制器及 SE 均內建於行動裝置之 SD 記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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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服務
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服務簡訊傳輸交易付款，以簡訊(SMS)作
為傳輸媒介，並利用帳單出帳方式於手機帳單中，購買產品的交貨點也以手機 SIM
卡認証地址，商品以多媒體訊息服務 MMS(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為主，像
手機鈴聲、音樂、圖形、佈景桌面等。簡訊傳輸費用依各家電信費用有所不同。 (楊
溫志, 民 98)

非結構化補充數據業務
非結構化補充數據業務(Unstructured Supplementary Service Data,USSD)，業者
針對特定服務製訂出一組簡碼，而消費者利用行動裝置撥特定簡碼，即可取得相
關服務。在行動手機未普及的國家，消費者可用 SMS 與 USSD 作傳送，進行轉帳
或儲值行為，此二種技術在東歐、中東、非洲國家較普遍。
USSD為SMS的延伸，與SMS不同的地方於USSD輸入訊息時是傳送數字簡
碼，消費者只需輸入服務代碼及參數，就可以接收到相關的服務訊息。

WAP/Web 無線應用協定
WAP/Web無線應用協定(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WAP)，是一種無線網路技
術的標準協定，可提供行動裝置電信服務及數據服務，目前大多電信業者在推銷
行動裝置時都會希望消費者搭配上網服務，費用依各家電信業者不同有所差距，
透過App 3或是網頁上網在新興國家十分盛行。

三、行動支付分類
行動支付以支付距離來劃分，可分為近端支付(proximity payments)及遠端支付
(remote payments)二類，細分如表 2-4：
3

App 是「Application」縮寫，指應用於行動裝置上的微型應用程式，消費者可透過 App 享受業者
所提供之服務。
15

表 2-4 行動支付支付方式分類
名稱

內容

遠端支付(remote payments)

利 用 簡 訊 (SMS) ， 或 無 線 應 用 協 定
(WAP)等技術，作支付指令，作遠端支
付的金流交換，像匯款、帳單支付、網
路消費等，無需依賴感應設備。

近端支付(proximity payments)

以近距離無線感應方式，進行付款作
業，目前較普遍在日常生活中如悠遊
卡、7-11 ICASE、自動販賣機、交通運
輸或目前一些商店提供的感應扣款，皆
屬於近距離感應。如在將其結合在行動
裝置上，則可作行動支付行為。無線射
頻(RFID)及藍牙(Bluetooth)及近距離無
線通訊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等技術皆用於支援近距支付行為，目前
市場主流以 NFC 為主。

進一步若以利用行動支付裝置進行貨幣移轉來劃分，如表 2-5，可分為小額支付及
中、大額支付。
表 2-5 利用行動支付裝置進行貨幣移轉案例
(資料來源：Marc Bourreau and Marianne Verdier, 2010)
分類

遠端支付

近端支付

小額支付

電子遊戲、鈴聲、小額 P2P 停車、自動販賣機、交通運
之支付
輸、速食店消費支付

中、大額支付

匯款(P2P)、帳單支付(C2B 實體商店消費(C2B)支付
及 B2B)、網路網購消費
(C2B)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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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支付結帳及清算來分類，如表 2-6。
表 2-6 行動支付依結帳及清算時間作分類
金流方式
事

先

內容

(PRE-PAID)

付 電子票證模式
電信公司帳單基礎

消費者先支付金額來購買點數儲值於
卡片中或電子錢包，交易時直接作扣
款動作，現行悠遊卡及 ICASE 都是此
模式，當餘額不足時需先將金錢補
足，才可持續使用。優點較安全，卡
內金額若使用完需儲值才可使用，故
就算被撿走也較無安全顧慮。缺點是
需事先支付，無法有效將現金發揮最
大效益。

即

付 銀行帳戶基礎

直接從消費者的帳戶中扣款金額，即
時支付消費者需跟銀行有帳戶結合，
當要進行消費時帳戶內要有足夠的金
錢才可作支付行為，如同現金支付，

時

支

支付模式

支

(REAL-TIME)

只是在作支付行為無需拿出實體貨
幣。目前國內有發行直接可從提款卡
作即時支付產品。
事

後

支

(POST-PAID)

付 信用卡基礎
電信公司帳單基礎

消費者的消費可以當月的手機帳單、
信用卡帳單，等到帳單寄送到之後在
作支付行為，不用馬上作支付行為，
優點是可以靈活規劃自已的現金作運
用。

此三項支付行為在台灣現在都存在，需要搭配銀行發行或商店發行之卡片，
或是電信業者配合。而結合在行動裝置上，其功能與模式都還是於往常一樣，但
好處是無需再攜帶多張卡片，著實節省時間與成本，另外還可利用行動裝置作財
務查詢動作，清楚明白知道本人的消費行為。

四、行動支付的相關參與者
發展行動支付包含許多參與者，各參與者於行動支付發展行列中，各自有特
色，為清楚瞭解行動支付參與者，表 2-7 以參與者資產與能力及誘因作分類。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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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作整理如下：
表 2-7 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
資料來源： (Jenkins ,Beth, 2008)
參與者
電信業者(MNOs)

行動裝置業者

銀行業者

資產與能力
•
•
•
•
•
•
•
•
•
•
•
•

•
•
•
信 託 服 務 管 理 平 台 •
(Trusted Service Manager •
TSM)
•
•

行動基礎設施
零售據點擴展
客戶信任
客服能力
強大的客戶基礎
代理商網路
創造規模經濟能力
行動設備優勢
技術研究導向
與電信業者合作密
切
銀行執照
方便辦理外匯、清算
和結算
專案的知識
法規規範完整
網路購物金流營運
整合服務平台
技術支援
提供安全性需求
客戶支援

誘因
•
•
•
•

增加客源
降低成本
額外增加收入機會
滿足服務義務和社
會需求

•
•

增加手機銷售量
提升競爭優勢

•
•

降低金融服務成本
建立新的客源及服
務地區
滿足客戶需要
增加額外收入

•
•
•
•
•

增加收入
市場需求
行動服務市場需求
增加
降低現有以現金交
易風險
支付行為便利化
增加金流方面、匯
款、支付、信用卡，
其他金融服務管道
提供更多支付選擇
促進支付系統的安
全及效率
貨幣經濟社會發展
賺取交易收入
增加服務及銷售管
理
配合市場需求
客戶需求
促進支付交易多元
化
額外收續費收入
增加客源及收入
降低現金處理
降低尖峰時間等候
時間
有效管理庫存
行動化需求提升，廠
商配合市場需求發
展技術

消費者

•
•

消費能力
•
市場行動化需求導
向
•
•

政府

•
•

第三方支付

•
•

認證單位

•
•
•

制定法規的權利
•
規範制度及監控社 •
會秩序
•
安全交易保障
•
瞭解客戶的偏好及 •
需求
國際形象
•
專業技術設備
•
長期研發
•

商家

廠商

•

•
•

實體店面通路

行動裝置技術導向
架設行動化服務經
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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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協助所需企業設
計、規劃賺取費用

(1) 行動網路服務業者
行動網路服務業者(mobile network operations, MNOs)，通常指電信業者，大部
份扮演認證與授權的角色，電信業者大部份掌握手機銷售權，對客戶技術支援有
相當的經驗。電信業者自身已有廣大客戶群，加上行動裝置上皆有認證身份 SIM
卡，在身份認證、加值服務、客戶支援上是電信業者的優勢。
電信業者對於無線網路通訊設備有完整的主導權，故在行動支付架構中是個
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先進國家的行動支付推廣，行動網路服務業者大多扮演著平
台整合管理角色。
目前消費者的行動支付行為，雖以電信帳單出帳的方式，但大多還是限制與
電信業者有合作搭配的商店或應用程式購買，如要進行大額支付或是小額支付等
行為，還是必需透過銀行業者的相關認證才能進行。

(2) 行動裝置製造業者
行動裝置製造業如 HTC、三星、SONY、IPHONE 等大廠，其在製作智慧型手
機將行動支付所需相關技術建置在行動裝置上，像藍芽傳輸、內建 NFC 晶片及感
應設備，安全元件，甚至與電信業者搭配發展適合作行動支付行為的手機，或在
安全性控管上，建置指紋辨識、聲音辨識等。對於行動支付發展是一重要角色。
若在設備硬體上能先設置完成，在推廣行動支付時也只需專注於金流支付、
服務發展。圖 2-3 為預測 2008~2014 年全球內建 NFC 手機出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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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2008~2014 年全球內建 NFC 手機出量分析
資料來源：(新電子科技, 2010)

全球各研究機對行動支付的預測，如表 2-8 所示，認為在未來行動支付市場可
創造高額收入。

研究機構
Gartner
In-Stat
ABI Research

表 2-8 各研究機構對行動支付預測
資料來源：(科技產業資訊室, 2011)
對行動支付預測
2010 年行動付款的市場值達到 320 億美元
2014 年行動付款達 2,450 億美元
2011 年的 1.16 億行動付款用戶
2015 年全球行動付款用戶達 3.75 億
2011 年全球 NFC 手機出貨量達 3,500 萬支
2012 年成長雙倍

(3) 銀行業者
行動支付產生之支付行為與金流財務相關，而銀行業對於金錢上的風險控管
及財務管理是最有經驗的，消費者在消費上使用除了現金之外，信用卡是最常使
用的消費方式，銀行業者對信用卡的運作管理，後台管理模式，經驗豐富，是其
他產業無法比擬的。而在發展新興支付行為-行動支付，無疑多少會影響到銀行業
者，所以銀行也持續開發行動支付業務來拓展自身的市場增加效益，證劵業、保
險業也相繼開發 APP，希望消費者可透過手機作下單行為。
銀行業利用行動科技來提升企業服務價值，且藉由行動行銷也可額外推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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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業務，而目前銀行業對於行動銀行及行動商務也積極投入，主要就是重視行動
化市場，以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來提升客戶關係。。
在國外有些行動支付推廣是以銀行業作為主導，主因在於支付行為與金錢、
信用卡脫離不了關係，而其他產業在此領域尚不如銀行業有利，有些電信業者雖
想自行脫離銀行，建立另外完整的付款機制，但著實不容易。另外國家的法律規
範不同，規劃出的行動支付規定也不同。

(4) 信託服務管理平台
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rusted Service Manager TSM)為服務提供者及消費者中介
角色，當業者在推行行動支付時需要與商家或相關業者合作，但若一個一個去找
尋，效率成果不彰。反之，商家要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也需要有管道。而信託服管
理平台則扮演中介者角色。
台灣為行動 NFC 手機服務發展，民國 101 年由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
亞太電訊、威寶五家電信公司及悠遊卡公司合作，設立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蘇
文彬, 2013)，為第三方信託營運服務角色，接受像金融業、智慧票卡等業者委託營
運 NFC 手機整合應用服務，讓有 NFC 功能的行動裝置未來可整合信用卡，票證功
能，並以感應的方式來刷卡購物。
另外開南大學與法商歐貝特系統(Oberthur)，也進行合作，成立信託服務管理
平台(TSM)，目前已連合交通、金融、零售通路、物流業者進行整合。其成立以來
已獲得許多不同產生的支持，如高捷、統一超商、中國信託、國泰世華、亞太電
信等皆已簽訂合作意向書。 (沈勤譽, 民 101)
信託服務管理平台依國家法令架構各不相同，一個國家也可同時有好幾個信
託服務管理平台，而這些平台只要相互合作，其服務就能互相支援。而當國家與
國家之間的信託服務管理平台在互相簽約合作時，其感應支付行為則可在國外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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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規定的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依各國規劃商業模式或公司大小不同，
提供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功能可能包含： (黃昱程, 民 101)
(1) 提供帳戶使用。
(2) 確認符合軟、硬體、晶片及應用層面安全性需求。
(3) 發展並維持最佳實務作業。
(4) 支援及協助整體系統運作，軟體升級。
(5) 客戶服務及支援，包含行動裝置安全問題及問題解決。
(6) 當發現客戶手機遺失或被偷時通知客戶
(7) 處理帳單及提報詐欺交易。
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存在四種模式，如圖 2-4 所示： (Remco Boer and Tonnis
de Boer, 2009)

圖 2-4 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存在四種模式
資料來源： (Remco Boer and Tonnis de Boer, 2009)

(1) 行動網路服務業者模式(mobile network operator centric model)-由電信業
(MONs)經營 TSM 角色
(2) 金融機構模式(financial institution centric model)-由金融機構來經營 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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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3) 聯合模式(combination model)-由行動網路服務業者與金融機構合作經營
TSM
(4) 獨立模式(independent entity model)-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independent
third party)來經營 TSM 角色

(5) 消費者
行動支付需要有消費者支持及使用，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所以消費者的認
同度與使用度也是其重要的一環，消費者隨著科技的進步對於新興科技的接受度
也愈來愈廣，消費者的喜好及習慣也是發展行動支付商業模式的關鍵。表 2-9 為
近年來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研究相關論文整理。
表 2-9

近年來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研究相關論文整理

論文題目

研究結果

影響消費者採用行動付
款因素之研究
(張彥淳, 民 95)

資料分析結果顯示，當消費者認知到使用行動付款可以
達到消費付款的目的，並且可以增進日常生活的便利性
時，其採用的正向感覺程度便會越高
行動付款在操作功能或價值上，須與之前消費者的使用
習慣、文化相一致，才能增加消費者的採用態度
當消費者在使用行動付款時，能夠免除攜帶現金或信用
卡才能消費的限制，並且加快完成付款的動作，將使消
費者對行動付款有更積極的態度，增加其使用行動付款
的意願。

影響消費者採用近端行
動交易意願因素之研究
(張馨文, 民 96)

近端行動付款的推廣上，業者應該要致力於讓消費者不
需要改變消費者行為，就可以使用近端行動付款進行消
費。
業者日後在近端行動付款的設計流程或操作介面方
面，應該要注意愈簡單愈容易使用為最佳。
當消費者覺得近端行動付款易用，且有用時，才會提高
消費者的採用態度，亦即即使操作簡單，但若使用者覺
得實用性不大的話，消費者還是會保留態度，進而決定
是否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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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知覺到使用近端行動付款的風險時，則會對近端
行動付款產生負面的評價，也就是當知覺風險愈高時，
消費者的採用度會愈負面
消費者認為使用近端行動付款除了可付款外，並可享受
優惠或額外的好處，提高消費者對近端行動付款的評價
消費者使用 NFC 手機行
動支付行為模式研究
(石慧娟, 民 97)

調查結果顯示，有 8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希望 NFC 手
機能結合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及支付高鐵、台鐵等交通
服務費用等功能，且能運用在健保、校園、門禁等身份
識別上。

影響消費者使用 NFC 行
動付款服務之研究

消費者會因付款的快速、有效率的付款流程、便利的購
物手續（認知有用性）；清楚易懂的操作介面、簡單便
捷的付款動作（認知易用性）；安全、無洩密之慮（認
知安全性）；使用 NFC 行動付款服務符合現代忙碌的
生活型態、與一般使用悠遊卡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沒有什
麼不同（相容性）
；周遭親朋好友、同事或同學的鼓勵、
大眾新聞媒體、社群網站或論壇的正向宣導（社會影響
力），而提昇其使用 NFC 行動付款服務的使用意願。
是以各企業在推動 NFC 行動付款服務時，宜從消費者
的角度著手，強調 NFC 行動付款服務的使用符合消費
者一般的經驗、習性與價值觀

(曹勛, 民 101)

(6) 政府
政府單位推廣對行動支付有很大的影響，各國家依法令的不同在行動支付上
推廣尚有差異，尤其行動支付行與金流財務有關，若要運用到手機信用卡作支付
行為，政府法令需開放，而資料安全規範制定、身份認證規範、技術管理、電子
交易安全、消費者保護，都需要政府作監控者角色，在法律作規定。
另外消費者的消費模式也會因政府是否有進行推廣有所差異。例如：政府積
極推動悠遊卡的感應行為、學生證感應整合、推廣大眾運動感應支付使用…等，
這些都在日常生活中影響消費者消費行者，當之後在推廣行動支付時，將感應功
能結合在行動裝置上，消費者的接受度就會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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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Third-Party Payment)是因應電子交易行為安全性而提供的服務，
像大陸的支付寶。這樣的中介角色主要在確保網路上交易安全，而在提供行動支
付行為時，第三方支付的業者需與金融業或是電信業者作合作。由於其中牽扯金
流交易，有些國家主張第三方支付應由金融業來承做較最為適合，主要是金融業
其對金流交易風險控制最有經驗，國內目前有些銀行已開發第三方支付平台，例
如中國信託。第三方支付運作在是一個新興市場，但由於目前法規及環境上多有
限制，要從此獲得商機還需要法規的開放。圖 2-5 為第三方支付網路購物交易流程。

圖 2-5 以第三方支付為架構進行網路購物資金流價金代收付
資料來源： (第三方支付-MoneyDJ 理財網, 2013)
(8) 認證單位
Visa 或萬事達(Master)因應市場需求，開發感應裝置，設計並提供感應作業平
台，提供商家作使用，才能執行感應支付行為。這些商機就需要業者配合開發，
才能提供商家相關硬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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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家
行動支付中的感應支付行為，商家需配合架設感應設備，才能達到相對效果。
商家對於支付安全，能清楚結算，設備的投資，及合理的交易收費等，都需要與
收單業者合作，才能提供相對服務給消費者使用。使用的據點夠多，消費者才有
意願使用行動支付。

(10) 技術支援廠商
技術支援廠商，配合企業開發行動支付App及API 4介面，中間金流連接協助，
企業發展行動支付委外技術支援。

五、行動支付的商業模式
各國國家不同的金融環境、法規、消費者特性及人口特徵不同，發展的行動
支付商業模式也有不同。目前可分為四種商業模式，如表 2-10 所示，每一種商業
模式皆有獨特優勢存在。 (Marc Bourreau and Marianne Verdier, 2011)
(1) 銀行主導模式
銀行主導模式主要以金融業者為主，來建立良好客戶關係，行動支付重
點在於金流的處理，這是金融業先天就有服務的基礎，風險控管及詐騙
防制也是最有經驗。
(2) MNOs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式
由電信業來主導行動支付，電信業已掌握基本客源，在行動裝置及網路
支援上經驗豐富，拓展服務時較不易受地區或法規限制，此種模式下，
電信業對消費者的收費，大多採用「電信帳單」收費方式。
(3) 獨立支付服務者主導模式
獨立支付服務者主導模式，通常指由第三方支付業者或是線上支付業者

4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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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主導，需透過此業者的服務連結至金融服務。
(4) 合作模式
合作模式指各業者，金融業、電信業、手機業者各依自身產業專業能力
才作合作依據，分為「部份合作」及「完全合作」
部份合作-指的是一間金融業與一間電信業合作發展行動支付模式。
完全合作-指由一家公司整合所有行動服務、支付服務、網路服務。另一
種完全合作方式，由一家金融業、電信業、支付系統廠商共同合作。

表 2-10 行動支付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 (Marc Bourreau and Marianne Verdier, 2011)
主導或與其他業者合作的程度

模式
銀行
銀行主導模式

MNO 或手機業者 acceptation network

強

弱

強

MNO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
弱
式

強

弱

獨立支付服務主導模式 弱

弱

強

合作模式(一)部分合作

強

強

弱

合作模式(二)完全合作

強

強

強

第二節 台灣發展行動支付案例
此節將整理出台灣發展行動支付案例，表 2-11 為歷年台灣發展行動支付案
例，從表中可看出台灣於有手機市場時就開始發展行動支付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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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歷年來台灣行動支付的案例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
台灣 NFC 行動支付發展現況
合作業 中華電
者
信、中國
信託
VISA

台灣大哥
中華電信、 威寶電
大、台北富邦 台北智慧卡 信、聯
銀行
票證
邦銀行

遠傳電 中華電信、
信、台新 中國信託
銀行
VISA

MasterCard

發表日 96.1.11
期

96.2.7

96.8.27

96.9.4

96.9.14

96.9.19

產品名 感應式信
稱
用卡手機

Mobile Pay
Pass

行動悠遊

威通聯
邦信用
卡

遠傳嗶
嗶 Go

NFC 信用
卡手機付款

使用技 RFID
術

NFC

NFC

e-NFC

NFC

說明

使用
Nokia3220 作
為信用卡

Stack
SIM
使用
SIM 黏
Nokia6131i 上信用
作為行動悠 卡簿
遊 Phase I
膜，搭
電子票證載 配連接
具
軟線及
天線軟
板

使用

使用

Sagem
e-NFC
手機

Nokia6131i
作為信用
卡、電子優
惠卷下載、
智慧型海報

使用
CHT9000
作為 Visa
PayWave
信用卡

Easy-Mo

近年國內行動支付的應用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出現，行動化的應用更加多元化，以下是整理近年行動支
付應用，實際案例。
(1) 悠遊卡 NFC 背匣 PAYPASS 版
2011 年 12 月中華電信、萬事達卡國際織及悠遊卡公司合作對 IPHONE4 及
IPHONE4S 推出專用的「悠遊卡 NFC 背匣 PAYPASS 版」
，使手機能使用信用卡與
悠遊卡，可在全球 30 萬家有 PAYPASS 特約商店中持行動裝置作消費，國泰世華、
玉山銀行、台新銀行等三家金融機構參加，其中國泰世華搶先推出 NFC 手機悠遊
聯名卡，是全球首張結合信用卡、悠遊卡、悠遊錢包與居家門禁的手機聯名卡。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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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媚, 民 101)

(2) 萬泰銀行 X 卡
萬泰銀行則推出「萬泰大拇哥」行動支付 X 卡，利用 MISCROSD 卡，插入智
慧型手機等行動上網置，可在與其特約的商店作行動支付行為，但目前只限
ANDROID 系統使用。推出高鐵購票服務，只需透過行動裝置作交易即可購票，在
接收電子票證後，持手機則可通過高鐵閘門進站。

(3) QRCODE 行動支付
金融業與中華電信合作推出「QR 扣」信用卡行動支付，持卡人只要通過下載
並安裝「QR 扣」行動支付 APP 等程序，即可輕鬆使用手機拍下商家提供之 QR Code
購物、付款，省去攜帶錢包的麻煩，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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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QR 扣」行動支付 APP
資料來源： 中華電信
(4) 北市好停車 NFC
App 結合 QR Code 與 NFC 的應用。使用者可以透過停車位置的 QR Code 掃描
或 NFC 的感應，即可馬上記錄停車位置，亦能在停車場簡圖上即時顯示目前停車
位置。
要繳停車費，可用活期帳戶作為支付工具，免收手續費，現有 55 家銀行配合，
包括農會和信用合作社等，如圖 2-7。

圖 2-7 北市好停車 APP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 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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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雄捷運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高雄捷運公司與聯合國際行動支付公司推出全國第一張全方位行動支付的高
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記憶卡，讓智慧型手機具備 NFC 行動支付功能，並可透
過一卡通專屬 APP 查詢交易明細、卡片餘額、三個月歷史資料，捷運到站時刻等
訊息，未來更會結合大高雄地區觀光景點導覽、小額支付和導覽購物、紅利累積
等應用服務，如圖 2-8。 (高雄捷運, 民 102)

圖 2-8 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APP
資料來源：高雄捷運
表 2-12 為近年發展行動支付案例，從表 2-12 中可瞭解每項產品的支付方式及
商業模式作未來發展行動支付之參考。
表 2-12 近年行動支付發展案例
產品

合作對象

悠遊卡
NFC 背
匣
PAYPA
SS 版
萬泰銀
行X卡

中華電
信、萬事
達卡國際
織及悠遊
卡公司
萬泰銀行

產品內容
手機能使用信用
卡與悠遊卡

發展模式
(支付方式
及商業模
式)
使用悠遊卡 大眾運輸、 事先支付
客戶群(目
實體通路
事後支付
前限定 IOS
合作模式系統)
部份合作
消費者客戶 未來開發重
點
群

提供 Micro SD 記 萬泰客戶
憶卡，高鐵、五福 (目前限定
旅遊、捐款…等。 Android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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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使用據 即時支付
點以萬泰銀 事後支付
行開發為
銀行主導模

可利用 APP 作查 統手機)
詢作業，紅利回
饋。(非感應式付
款，以連結帳戶或
信用卡資料方式
進行付款)

主，目前發 式
卡量約五千
張。

QRCO 中華電
DE 行 信、金融
動支付 業者

復興航空、EcLife
良興購物網、叫車
通計程車資付款
等，更即將與品韻
線上、歐付寶、奇
寶科技、Sonet、
植享家等合作，橫
跨交通運輸、美妝
保養、飯店訂房、
線上遊戲等多項
產業(非感應式付
款)

手機為：中
華電信門號
/ 30 萬以上
拍照畫素/
有 3G 上網
/ 為
Android 系
統 (IOS 即
將上線)

未來使用據 事後支付
點以銀行及 合作模式中華電信開 部份整合
發為主

北市好 台北停車
停車
管理工程
NFC
處、金融
業者

App 結合 QR
Code 與 NFC 的應
用。使用者可以透
過停車位置的 QR
Code 掃描或 NFC
的感應，即可馬上
記錄停車位置，亦
能在停車場簡圖
上即時顯示目前
停車位置。(NFC
感應主要在讀取
資料使用，支付行
為以遠端支付為
主)
讓智慧型手機具
備 NFC 行動支付
功能，並可透過一
卡通專屬 APP 查
詢交易明細、卡片
餘額、三個月歷史
資料，捷運到站時
刻等訊息

繳交停車
繳交停車
即時支付
費，可用活 費、查詢停 合作模式期帳戶作為 車位
部份整合
支付工具，
免收手續
費，現有 55
家銀行配
合，包括農
會和信用合
作社等。
(Android，
IOS 皆可)

高雄捷
運一卡
通I
Pass
Micro
SD

高雄捷
運、聯合
國際行動
支付公司

搭乘捷運
(目前開發
Android 系
統使用，限
定手機款)

結合大高雄 即時支付
地區觀光景 合作模式點導覽、小 部份整合
額支付和導
覽購物、紅
利累積，或
是在百貨公
司、影城、
遊樂區、3C
連鎖店中體
驗導覽購
物、推播訊
息、優惠下
載、點餐

(6) 開南大學行動商務發展計畫
開南大學從 2011 年開始發展 NFC，於 2011 年底成立行動商務研究營運中心，
2012 年發展國內首套行動電子票證處理平台(TSM)，主力在發展行動短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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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智慧城市等應用，如圖 2-9 及圖 2-10。 (蔡耀明, 民 102)

圖 2-9 開南大學行動商務計劃
資料來源： (蔡耀明, 民 102)

圖 2-10 開南大學行動商務計劃圖示
資料來源： (蔡耀明, 民 102)

第三節 國外發展行動支付案例
此節整理國外發展行動支付案例，表 2-13 及表 2-14 及表 2-15 為國外發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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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支案例，從表中可清楚看到各國發展行動支付的歷史及內容，並作為借鏡參考。

國家
日本

時間
2004 年

2005 年
芬蘭

2005.12

法國

2005.12

德國

2006.04

韓國

2006.06

中國

2006.06

美國

2006.12

表 2-13 國外發展行動支付案例之一
資料來源：(張馨文, 民 96)
參與廠商
計畫內容
NTT DoCoMo、 NTT DoCoMo 與 Sony 明 Felica 手
Sony、JCB
機，擁有該手機的使用者，在東京地
區配置 RFID 讀取器的計程車上支
付車資，且可將支付的費用從該使用
者之 JCB 信用卡帳戶中扣除。
同上
涵蓋領域擴展至日本各地與各項業
務領域，包括銀行、餐廳、書店、車
站、航空等。
Buscom
在奧盧嘗試結合 NFC 手機，來取代原
有智慧卡收票系統。將公車上原本之
智慧卡讀取系統更換為 RFID 讀取
器，乘客上車後只要讓手機
被 RFID 讀取器完成辨識即可完成付
費動作。
Bouyques
在巴黎的公車與地下鐵開始測試手
RATP
機收票系統，此項測試允許乘客
France Telecom
在 800 個巴黎地鐵站與 8000 個公車
Samsung
站使用支 NFC 手機來付費。同時在法
Philips
國西北方的康城試驗手機購物的新
Cofinoga
服務機制。於康城當地的超級市場、
Ingenico
大型百貨公司以及零售商店中，消費
只要將手機接近內建 RFID 讀取器
之 POS 設備，便可完成消費購物，並
於每月之信用卡帳單中支付費用。
RMV
RMV 正 式 導 入 商 品 化 ， 推 出
Nokia
「HandyTicket」服務，使用者乘坐公
Philips
車的費用將在月底由 RMV 列出明
Vodafone
細，依搭乘時數以優惠票價統一結
算。除公共交通系統購票功能外，
RMV 也 結 合 最 近 推 出 的 休 閒 卡
(RMV-ErlebnisCard Hanau)功能，讓消
費者可使用 NFC 手機在 RMV 配合
零售店，包括餐廳、商店和旅遊景點
等付費購物並享有優惠折扣。
SKT
參與人員可利用 NFC 手機來讀取票
Philips
務資訊、鈴聲與桌布等加值服務內
韓國當地信用卡 容，亦可在配合的零售商店內購物，
銀行
下載公共交通時刻表或使用其他數
手機製造商
位內容服務。
系統整合商
零售業者
Philips
測試者將可在任何接受廈門易通卡
Nokia
的餐廳、運輸系統、電影院或便利店
中國移動廈門分 使用手機進行安全電子付款交易。
公司
廈門易通卡
Philips
參與計畫的球迷可以在體育館內銷
VISA
售終端機使用手機進行非接觸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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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gular
Nokia
Atalanta Spirit
Chas
ViVOTech

購物與付費。。

表 2-14 國外發展行動支付案例之二
地區

歐洲

北美

亞洲

非洲

資料來源：(Remco Boer and Tonnis de Boer, 2009) P51-52
服務
技術 試用點或可用點
案例
行動停車
NFC
試用點
Payter(荷蘭)
(Mobile Parking)
SMS
可用點
Paybox(澳大利亞)
行動車票
NFC
試用點
Mobile Ticketing
(Mobile Ticketing)
SMS
可用點
London Underground
(UK)
Touch & Travel(德國)
Beep(荷蘭)
Paybox(澳大利亞)
行動 POS
(Mobile POS)

NFC
SMS

試用點
可用點

Rabo Mobiel(荷蘭)
Paybox(澳大利亞)

行動匯款
(Mobile Remittance)

SMS

可用點

Luup(德國、挪威)

行動匯款
(Mobile Remittance)
行動匯款
(Mobile Remittance)
行動 POS
(Mobile POS)

SMS

可用點

Mobipay(西班牙)

SMS &
Web
NFC

可用點

Obopay(US)

可用點

NTT DOCOMO’s
Osaifu-Keitai(日本)

行動車票
(Mobile Ticketing)

NFC

可用點

行動匯款
(Mobile Remittance)
行動匯款
(Mobile Remittance)

SMS

可用點

SMS

可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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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ash(菲律賓)
Wizzit(南非)、
M-Pesa(肯亞)

表 2-1 各國導入內建 NFC 情況
資料來源：(王秋葳, 2013)
各國導入內建 NFC 手機概況
美國

自 2011 年以來，美國各大廠紛紛投入 NFC 技術的開發，繼諾基亞、
RIM 推出智慧型手機載 NFC 之後，與三星合作的 Google 將 NFC 導
入 Nexus s 中；而 APPLE 更發表了新一代的手機，除具備聲控功能
之外，更增加了 NFC 的新功能，能夠化身成為電子錢包，輕揮一下
即可購物。消費者不僅可以透過手機感應達到小額付費功能，更能延
伸至優惠劵、門票甚至成為居家、沈車、電腦的安全鑰匙。

日本

日本目前是發展 NFC 應用最快，也是相對較成熟的國家，NTT
DoCoMo 在 2005 年就率先推出「i-mode FeliCa」NFC 手機小額付費
機制，包含便利商店，地鐵、販賣機，都可以使用 NFC 手機付費，
支持 Felica 的 pos 機在日本街頭隨處可見。而目前 Felica 手機已廣泛
應用於交易、身份識別、門禁管理等方面。由於 NFC 擁有自動設備、
容易使用、快速及相容性高等優點，因此已成為電信業者、機手廠商、
金融業者主要推廣電子錢包之技術。

台灣

HTC 於 2009 年與悠遊卡、台灣大哥大合作推出具有悠遊卡功能的
NFC 平價智慧型手機 Tattoo，算是台灣區 NFC 手機的先驅，而國內
為了發展電子錢包，電信三雄(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計畫合
資公司搶進行動付款市場，未來將與手機廠合作推動小額付款的電子
錢包市場，進一步結合信用卡、悠遊卡、SIM 三卡合一的認證平台

第四節 銀行業相關文獻
本節將整理銀行業之定義、發展過程、現況、特色作整理， 以瞭解銀行業結
構。
一、銀行業定義
金融服務業指金融服務提供者提供各種資金服務活動所構成的產業。以金融
業，銀行、信託、保險、證券為主。金管會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條，金融服
務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期貨業、保險業、電子票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金融服務業。本論文銀行業指中央銀行、本國銀行、外國銀行業、合作金庫、信
託投資公司、票券金融公司、郵政儲匯機構等機構。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
36

員會)

二、產業發展過程
台灣銀行業自政府民國 80 年間開放十四家銀行設立以來，競爭愈來愈劇烈，
台灣的金融市場規模不大，銀行業愈來愈多的情況下，反而產生惡性競爭，導致
銀行的存放利差縮小，愈放比增加，產生嚴重金融問題。
後來政府績極推動金融改革辦法，於民國 89 年間公佈「金融機構合併法」，
主要是為了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提升經營效率。當時國際走向經濟自由化及全
球化。(院宇, 民 94)
為強化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因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金融業勢必面
對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的競爭，在民國 90 年間於行政院通過「金融控股公司 5法草
案及總說明」
，同年於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
，7 月正式發布實施，11
月開放金融控股公司申請設立。金融業根據此法可以控股公司來跨業經營。可投
資的事業包括銀行業、票劵、金融業、信用卡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信
託業。提供給消費者一次服務的金融服務。目標朝向大型並多角化經營發展。
因應「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推行，當時國內造成金融控股公司合併熱潮，到
民國 93 年間已有十四家取得金融控股資格。但隨著併購風潮後，國內金融控股業
者愈來愈多，競爭也愈來愈劇烈，民國 93 年間，陳水扁總統宣布二次金改，於民
國 95 年底要將 14 家金融控股業者刪減為 7 家。當初二次金改考量希望降低市場
呆帳率，防止同業間的惡性競爭，提升金融品質並改善台灣金融環境。但二次金
改效果不如預期，太多政治因素，社會及文化，溝通協調問題。
而因為金融獲利縮減因素，台灣銀行業轉戰消費金融業，民國 94 年間產生雙
卡風爆。金管會未即時糾正銀行發卡過多之行為，消費者也缺乏理財觀念的情況

5

銀行控股公司又稱為金融控股公司（Finance Holding Company；簡稱「金控」）
，係透過成立一間
控股公司的間接方式來進行金融業跨業整合。它可投資控股的範圍則包括了銀行業、票劵金融
業、信用卡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期貨業、創投業、外國金融機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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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信用卡及現金卡的濫用，造成許多債務人欠債，而銀行不當的催收，也產生
暴力事件增加。最後雙卡所造成的呆帳十分嚴重，銀行虧損，形象重創，也間接
衝擊到民生消費及經濟發展。
林姿儀(2006)提到，金管會與銀行公會當時為因應社會要求，成立「債務協商
機制」
，要求銀行業者需主動聯絡債務人進行協商，並停止不當催收，卡債風波之
後金融需求減弱，金融業者不實的銷售行為及消費者缺乏金融知識，卡債風波突
顯出金融從業人員道德不足，金融機構風險控管未完善。
民國 97 年間爆發金融海嘯，雷曼兄弟事件重創全球經濟，同時也引起反思，
景氣好時，(鄧欣怡, 2008)財富管理部門是金融業的賺錢指標，金融危機時，不斷
的金融客訴造成形象大傷。顯示台灣金融機構的理財觀念未完全成熟，金融機構
通常認為「公司獲利」遠大於「協助財富管理客戶獲利」
，導致在銷售金融產品時
往往過度強調商品的獲利面，忽略風險性。
金融風暴過後，金融業對於風險控管愈來愈重視，建立資產、負債、資本與
風險之風險控管機制及工具，內部法規遵循機制建立，專業人力培養，科技化技
術運用，提升服務品質與創新，才能因應未來金融市場國際化。

三、產業現況
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將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金融服務結合，朝多元
化方向服務發展，表 2-15 為台灣目前金融控股服務業者。為符合市場的需求，走
向國際化，全球化，金融業發展除了推銷金融商品外，逐漸走向服務導向，消費
者在各方面的文化素養及金融知識觀念也提升，資訊也走向透明化，因應消費者
不同的需求服務，銀行業的服務項目也愈來愈廣。而在經歷多次金融危機後，政
府在風險控管層面愈來愈嚴格。
金融業為提升企業形象，對企業內部人員培訓、教育訓練也持續加強，並運
用科技化管理來控管風險。面對銀行業多元化的消費性金融商品服務，投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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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有其必要性的，資訊科技運用在風險控管及人員培訓上，並依據客戶行為
模式發展出不同的客戶服務需求，對經營管理能有效提升。
加上國內外金融市場愈來愈開放，銀行業要確保自已地位，在應用資訊科技
上的策略考量，除了降低作業成本，加速作業效率，提升作業效能，提高經營者
加強管理能控制。
金融業屬於高忠誠度的服務業，政府鼓勵台灣金融業應積極發展，以國際銀
行或設立境外分支機構方式，建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能充分提供全球營運及運
籌所需要的金融服務及資金需求。
(邱莉婷, 2009)馬政府上任之後提出打造台灣為「亞太資產管理與籌資中心」，
強化市場結構，鼓勵創新，檢討二次金改，促成兩岸金融監控機制運作，希望能
更有條件的進入大陸市場，並開放人民幣掛牌兌換。擴大兩岸金融業務往來方面
簽定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金融業列為ECFA 6早收清單。另外為吸引國內外高科技
與新事業來台籌資，政府將金融業列入服務推動重點。表 2-15 為目前台灣金融控
股業者。
表 2-2 目前台灣金融控股業者
資料來源：(金管會, 2013)
機構代碼

6

機構名稱

251

華南金融控股公司

252

富邦金融控股公司

253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

254

國泰金融控股公司

255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

256

永豐金融控股公司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雙邊經濟協議，由中華民國政府於 2009 年提
出，馬英九總統視為加強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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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代碼

機構名稱

257

玉山金融控股公司

258

元大金融控股公司

259

台新金融控股公司

260

新光金融控股公司

261

兆豐金融控股公司

262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

263

日盛金融控股公司

264

國票金融控股公司

265

臺灣金融控股公司

266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

四、產業特色

(1) 體制結構完整，趨向全球化
金融業經歷併購後，產業逐漸壯大，體制也愈來愈完整，政府法規
控管及限制，受到高度監控管理。而金融海嘯及雙卡危機後，銀行業對
人員培訓，素質都持續加強。完整的體制結構在未來才能走向國際化服
務。

(2) 風險控管安全性佳
政府制定相關法規控管後，銀行業在加風險控管上持續增強管理及
監控，不論在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作業風險等。都設立
嚴格機制管，以提升企業形象及優劣。

(3) 多元化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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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產業結合銀行、保險、證券、期貨金融服務。多元化的規
劃服務為滿足消費者的金融需求。不論是理財規劃、徵信、放款、資產
管理、信託、保險…等。多元的產品規劃設計服務市場需求創造市場商
機。

(4) 客戶支援完整
銀行業重要的客源，客戶支援投入大量人力，銀行業產品多跟金錢
有關係，金流的服務及支援，信用卡掛失處理，都是其服務的一環。

(5) 資訊科技應用，提升競爭力
一企業組織、整合與應用資訊科技眾資源的能力，稱之為資訊科技
的能力(IT Capability)，而資訊科技將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

(Bharadwaj,

2000)。
銀行業在資訊科技應用，從 ATM、網路銀行、行動銀行、行動商務等，
這些都是為因為社會需求，提升競爭力，降低成本所投入的心血。

(6) 服務創新導向
全球市場目前走向服務創新時代，銀行業更是因應全球化及消費者
趨勢，不斷的持續創新服務。
古 典 學 派 的 經 濟 學 大 師 Schumpeter(1942）創新是企業利用資
源，以改變生產可能性的新生產程序或生產方法，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此一方式是經濟成長的原動力。Damanpour（1991）創新可以是新的計畫、
產品或服務，新的生產技術、新的管理架構或管理系統。創新的採用包含
新 計 畫 及 行 為 的 產 生 (Initialization) 、 發 展 (Development) 、 實 施
(Implementation) 等過程。 (周明祥, 99)
Bolton (1997) 指 出 企 業 若 擴 增 新 的 服 務 相 關 能 力 與 技 術
， 雖 不 一定使企業成功，但若使用得當，將可傳遞較高的附加價值給消
費者。方正宜(2007)指出創新從不同的角度觀看，也可以解釋不同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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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創新，在這個競爭時代消費者的偏好越難捉模不定，產品、服務
生命週期愈來愈短，市場風向會愈變愈快，如果大型企業不能時時保持
創新的動力，很快就會被淘汰。經營激烈競爭的現況下，只有「推出新
產品、新服務，才能提高企業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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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架構，主要是探討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之分析，依據銀行業文獻
作基礎，進行產業總體環境分析，瞭解產業在總體經濟市場受何種因素影響。並
依據波特(Porter,1980)所發展的五力分析架構，來探討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的五種
競爭力。透過五種競爭力的分析有助於釐清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並找出最能改
善產業和企業本身獲利能力之策略性創新。並依據行動支付文獻資料，以半結構
式訪談法作資料收集，藉由訪談者經驗收集行動支付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最後以
銀行業為主，進行發展行動支付 SWOT 理論分析，依產業本身實力與機會評估之
自我分析，列出產業的優勢、劣勢、威脅及機會，從四項構面分析利弊及得失，
找出問題點，探討產業未來情勢之演變，擬定策略並加強因應。研究重點如下:
(1) 產業環境分析
產業總體產業分析，包含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法律因
素、人口因素分析，瞭解銀行業於總體環境影響因素。依據波特五力分
析來看產業發展行動支付的競爭環境，目的在於對產業的結構、上下游
相關產業與價值鏈作瞭解。
(2) 訪談資料分析
將實地訪談資料歸納整理與分析，訪談產業設定為銀行業、電信業、票劵
業，這三項產業對行動支付發展有舉足輕重地位，藉由這些產業經驗作資料
蒐集並分析。
(3) SWOT 理論分析
從優勢、劣勢、威脅及機會，四構面來看產業發展行動支付。優勢
和劣勢考量主要從產業內部思考是否利於產業競爭；機會和威脅則是針
對企業外部環境進行探索，探討產業發展行動支付未來情勢之演變。提
43

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建立創新服務價值，附屬額外事業，研
擬發展方向，最後提出結論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訪談法
依據 Mishler 的看法，訪談(interview)為訪問者(interviewer)與受訪者(re-spondent)
雙方進行「面對面的言辭溝通，其中的一方為了解他方的想法與感觸等」
，因此「有
一定的目的，且集中於某特定主題上。」(Mishler,1986a)
基於特定目的，雙方藉由對談的方式取得受訪者對特定事項的意見，目的在
獲取研究資料。
1.

訪談方式分為調查訪談與深度訪談
調查訪談(survey interviewing)屬於量化研究(quantitativ research)，常用於社會

科學領域的研究，以電話約談簡答或短式問卷詢問等方式，如市場調查、民意調
查等。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ing)多用於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強調雙方
共同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深度訪談是透過雙方互動的過程，而非單方挖掘既有
的想法與情感。
2.

訪訪法的類型

依整體結構分類
結構性訪談(Structural Interviews)又稱標準化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s)，事先
會設計好一定結構的問卷，通常為是非題及選擇題。電話約談簡答或短式問卷。
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s)又稱開放式訪談(Openended Interviews)或
非標準化訪談(Unstandardized Interviews)，訪問前預定主題，以閒聊方式針對主題自
由交談，心理諮詢。
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又稱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s)，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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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義重述的方式，以綱要為本，就訪談的狀況適時以不同形式的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引導受訪者針對主題進行深入陳述。
依提問方式分類
直接訪談，直接訪談又可分為結構式與非結構式。
結構式直接訪談-以直接訪談方式進行的結構性訪談在行銷研究中最廣。訪談
人員利用正式的結構式問卷，不隱瞞研究目的，直接向受訪者就問卷上的問內一
條條詢問。
非結構式直接訪談-非結構直接訪談中，研究人員只提供訪問者關於議題的簡
略指式，前無結構式問卷，並視受訪者的反應於訪談中隨機應變。
間接訪談，亦可分結構式與非結構式。
結構式間接訪談-採用結構式間接訪談時，需設計一份難以看出研究目的的結
構式問卷，讓訪問者依題目順序照本宣科，向受訪者進行訪談。
非結構式間接訪談-隱瞞研究目的，採無結構式問卷。 (管倖生等, 2007)

半結構性訪談兼有結構性訪談和非結構性訪談的優點，它可以避免結構性訪
談缺乏靈活性、難以對問題作深入的探討等局限，也可以避免非結構性訪談的費
時、費力，難以作定量分析等缺陷，故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性訪談。

3.

訪談對象
設定從銀行業、電信業及票劵業這三項產業來找尋適合訪談對象，會選定這三

項產業，主要是以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為考量。因本研究以銀行業為研究重點，受
訪者有五人工作背景為銀行業，依訪談者的經驗及參與行動支付經歷作訪談。電信
業一人，電信業在行動支付發展已研究多年，藉由訪談者的經驗來瞭解對行動支付
看法。票劵業者一人，票劵業者為高雄捷運發展行動支付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負
責人，藉由其投入行動支付發展之經驗作訪談，訪談對象整理如表 3-1，本研究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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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訪談對象背景調查表，如附錄一。於訪談時給予訪談對象勾選基本資料。
表 3-1 談訪對象整理
產業別

訪談對象

銀行業

資訊人員 A
先生

31~40 歲

7~9 年

之前工作為銀行業資訊人員，參與
過行動支付專案，後來轉職，依其
之前經驗作訪談資料收集(不願接
受錄音)。

資訊人員 B
先生

31~40 歲

7~9 年

現行銀行業資訊人員，目前參與開
發行動支付專案。(不願接受錄音)。

主管 C 小姐 51 歲以上

10 年以上

銀行業資訊部門主管，藉由其經驗
來訪談對行動支付發展的看法。

資訊人員 D
先生

41~50 歲

10 年以上

現行銀行業資訊人員，其工作經驗
為行動商務及行動銀行、網路交易
等，對銀行行動化業者具有經驗。

專案人員 E
先生

31~40 歲

10 年以上

現行銀行業資訊專案人員，目前參
與行動支付專案管理。

電信業 F 先生

31~40 歲

4~6 年

電信業工程師，負責電信業客服 IT
硬體設備及伺服器主機維護，於公
司受過行動支付教育訓練，熟悉電
信業與行動支付的相關技術，依其
經驗作資料收集。

票劵業
者

31~40 歲

7~9 年

負責公司內部行動支付業務規劃及
發展。

4.

G 先生

年紀

年資

說明

訪談內容
訪談內容以下列五大主題來設計，訪談題目依不同產業作細項題目的調整，

訪談題目歸納至附錄二銀行業訪談題目，附錄三電信業訪談題目，附錄四票劵業
訪談題目。
(1) 行動支付的定義
此訪談內容主要在瞭解訪談者對行動支付的概念，認為行動支付應提供何種
服務及功能。
(2) 行動支付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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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訪談者對行動支付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及商機。
(3) 行動支付的商業模式
探討行動支付的商業模式，針對行動支付商業模式作討論。
(4) 其他業者發展行動支付的模式
探討其他業者發展行動支付案例，針對案例作討論。
(5) 第三方支付的發展
探討行動支付與第三方支付結合的效益。

二、Michael Porter 的五力分析模型
Porter 認為五種競爭力的分析有助於釐清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瞭解五種影響
產業運作的五種競爭力，找出產業中競爭的關鍵因素，並找出最能改善產業獲利
能力之策略性創新。五種競爭能力分別是「現有競爭者的威脅」、「潛在競爭者
的威脅」、「購買者的議價能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替代品的威脅」。

(1)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任何產業首先必須面對現有競爭者，同業競爭激烈程度，是由競爭各方的布
局結構和所屬產業的發展程度所決定的。一個行業的產業格局，可從完全壟斷，
到寡頭壟斷，再到壟斷競爭，直至自由競爭；屬於哪一個層面，決定著同業者所
面臨的競爭態勢。 (林奐呈, 2013)
(2)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任何一個產業，只要有可觀利潤，勢必會招來其他人對這一產業的投資，除此之

外，競爭者的同質性、產業產品的價值，以及退出障礙的高低都會影響產業內的
競爭強度。
(3)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對企業來說，選擇客戶的基本策略，是判斷客戶議價能力，找出對公司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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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客戶，並設法對購買者促銷。購買者對抗產業競爭的方式，是設法壓低價格，
爭取更高品質與更多的服務。
(4)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供應商可調高售價或降低品質對產業施展議價能力，供應商和購買者的議價
能力，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5) 替代品的威脅
替代品指的是和現有產品具有相同功能的產品。當替代品在價格或性能上所
提供的替代方案愈有利時，則對產業利潤的限制就愈大。

潛在的進入者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產業內的競爭者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購買者

供應商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替代品的威脅

替代品
圖 3-1 波特五力分析模型
三、SWOT 理論分析
SWOT 分析法，即為優勢(Strengths)、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ies)和
威脅(Threats)分析，應用於產業或企業分析主要考慮內部條件的優勢與劣勢。對於
競爭者，分析外部環境機會及威脅，探討可能會面臨的挑戰，而制定戰略的方法。
此模式可由四個面向加以思考，分析利益及得失，找出問題點，擬定策略並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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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而如以單獨分析內部外部的優劣尚有不足之處，因為這些條件有可能有其
關聯性存在。
優勢(Strengths)：企業或產業自身的競爭優勢能力，其超越競爭對手，而達到
目標的能力。當兩個企業在同一市場服務顧客，如其中之一企業能取得更高的獲
利，更好的成長速度，則此企業則比另一企業有競爭優勢。競爭優勢也可視為是
一個企業有別於其他競爭對手優越的能力。例如：企業技術能力優勢、品牌形象
優勢、人才優勢，設備優勢。如一企業在某些方面優勢正是該產業應具備的關鍵
條件，則該企業綜合來競爭優勢就非常強。
劣勢(Weakness)：企業或產業自身能力不足之處，競爭對手的優勢也有可能是
企業的劣勢。一旦瞭解劣勢，應盡早補強或找尋替代方式來彌補，讓企業劣勢降
低，加強改善，才不會因此被牽制住，形成被限制因素。
機會(Opportunities)：企業於市場上的機會是影響企業或產業成長的最大因
素，面對與經營環境有利的機會，企業應盡早確認評估其成長及利益，迅速把握，
利用自身的資源，讓企業能獲得最大的競爭優勢。如讓其流失則有可能會產生威
脅。
威脅(Threats)：環境帶給企業的威脅，可能會危害企業或產業的利益，應避免
威脅或運用其他策略來減輕其所產生的影響，如在發生時以達到最小的損失。
1982 年，學者 Weihrich 提出 SWOT Matrix（SWOT 矩陣）(TOWS 矩陣)，如
表 3-2。將內部的優勢、劣勢與外部環境的機會、威脅用矩陣(matrix)方式表示，運
用策略配對的方式來擬定因應策略。

表 3-2 TOWS 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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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劣勢

(Strengths)

(Weakness)

機會

SO 策略

WO 策略

(Opportunities)

(Maxi-Maxi)

(Mini-Maxi)

威脅

ST 策略

WT 策略

(Threats)

(Maxi-Mini)

(Mini-Mini)

內部
外部

SO 策略(Maxi-Maxi)：運用優勢並利用機會，此策略是最優策略，內外環境皆可配
合，充份利用優勢，達到最大利益並發展。
WO 策略(Mini-Maxi)：克服劣勢並利用機會，此策略在於改善劣勢，爭取機會，
主要是利用外部的機會來克服威脅。
ST 策略(Maxi-Mini)：使用優勢且避免威脅，此策略在加強優勢能力，降低威脅，
在面對威脅時可利用自身的優勢來克服。
WT 策略(Mini-Mini)：減少劣勢並避免威脅，此策略在於改善劣勢以降低威脅，通
常是面臨困境時採用。
SWOT 分析的步驟：
一、整理出產業的優勢與劣勢資料。例如：金融產業的背景、經營模式、商業型
態、競爭優勢。
二、確認外部因素可能的機會與威脅。例如：產業外在環境威脅與機會，競爭者
的威脅。
三、檢視產業優缺點。
四、優勢、劣勢與機會、威脅的組合，形成各組合的策略。
五、針對各組合的策略進行分析及選擇，確認目前產業應該實行的具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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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先確認研究目的與動機後，進行相關文獻探討，從文獻探討中歸納出
行動支付及銀行業資料。依據研究目的作為訪談題目設計，藉由訪談者經驗作資
料蒐集。進行產業分析以瞭解產業發展過程及總體環境影響層面，最後進行 SWOT
理論分析，分析產業發展行動支付趨勢，擬定發展方向，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

針對行動支付資料、台灣及
各國案例，銀行業作文獻整

文獻探討

理。

根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題目，並

訪談

依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設定訪
談對象，進行資料蒐集。

進行產業總體環境分析，並依據
波特五力分析了解產業的競爭

銀行業
產業分析

環境。

訪談資料分析

探討產業未來情勢之演變。推估
未來的產業發展趨勢，擬定發展

將 實地訪談資料歸納整理與分
析。

SWOT 理論分析

方向。

結論與建議

圖 3-2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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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分析結果作結論及未來方
向建議。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銀行業總體環境分析
產業發展要能掌握總體環境因素，瞭解大環境的變化，才面對各項挑戰。此
節根據銀行業文獻作分析，瞭解產業受政治、經濟、科技、法律、人口五種總體
因素影響，並將這五種總體環境因素進行分析整理，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影響銀行業外在環境因素
總體環境因素

產生影響

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
科技因素

台灣政治安定能帶動經濟成長，金融業也能穩定成長
台灣經濟及國際經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整體環金融環境
資訊科技的運用提升競爭能力，也能帶來新的商機，對產
業提供便利的環境
法律規範的控管，能使金融業體制完整，企業形象及信任
度提昇
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及喜好，直接影響金融業效益成長

法律因素
人口因素

(1) 政治因素
國家政局變動、政策法令實施皆是影響因素之一，依循國家的政策在修改法
令，為提高競爭力並走向全球化及跨經營及組織再造，創造有利環境，實施「金
融機構合併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
。在政黨輪替之時，國家元首為爭取兩岸和
平及提倡經濟，重視經濟發展，對金融產業實施改革措施，政治因素直接影響金
融業。

(2) 經濟因素
國家經濟、全球化經濟變動均會影響金融產業，之前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問題，
讓美國股市、房市都受到打擊，全球的股市都受到影響，台灣的經濟受美國經濟
影響，完全直接受到衝擊，間接也影響台灣的房地產及金融市場，在貸款額度減
少及貸款利率提高最為明顯。 (謝明瑞, 2007)
因應中國市場的高速成長，促進兩岸金融市場開放，提升經濟效益，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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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初「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生效，金管會也公佈「兩岸金融、保險及證
券期貨業務往來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
，開放兩岸金融往來，為台灣帶來商機。國
內景氣變動及全球經濟發展走向，都會直接或間接性影響金融產業。

(3) 科技因素
全球科技化運用、電子商務市場、行動化市場、電子化金流交易、資訊安全
控管…等。銀行業從傳統的經營模式也必需走向科技化，才能達到提升競爭力與
降低成本。ATM 自動櫃員機、電話銀行、家庭銀行、網路銀行、金融 EDI、網路
ATM 、行動銀行、行動商務、行動支付。
因為資訊化的社會，金融業為推出更多元性的服務及更好的風險控管品質，
更是投入大量資訊系統。(許秋雪, 91) 國際間一連串的金融風暴也影響社會大眾對
金融體系的信心危險，為加強金融業務檢查，事先的預防措施是必要的，有效的
結合資訊科技能力，能控管整體作業流程，提供決策者即時分析，並達到金融風
險作業的監控，促進金融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4) 法律因素
法規的訂立讓金融業的體制更完整，民國 97 年雷曼兄弟事件後，全球推動金
融法制改革。台灣也於民國 100 年施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包括金融服務廣告
促銷，說明、風險揭露等法規。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於民國 101 年運作，
統一處理銀行、證券、保險、期貨等金融消費爭議。
金融業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嚴格控管並訂立法規管制，以防止作業疏失造
成金融業及消費者損失，導致產業形象惡劣及破產。行動支付之手機信用卡要開
放時，也是基於「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才能
開放金融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
現在市場詐騙頻傳，個人資料外洩嚴重，金融業也受到法規相關辦法控管，
建立完整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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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口因素
消費者隨著國民教育，知識提升，加上現在網際網路的發達，資訊透明化，
消費者對金融方面觀念逐漸提升，加上科技化使生活愈來愈進步，消費者的需求
也愈來愈多元。需針對不同的消費者族群作不同服務，客服的訓練，財富管理的
規劃，才能創造更多客源及收入。

第二節 銀行業結構分析
在瞭解銀行業整體環境影響因素後，本節進行產業發結構分析，係以找出產
業發展行動支付之五種影響企業運作的壓迫力分析。本研究依據波特(Porter,1980)
所發展的五力分析架構，來探討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的五種競爭力，分析結果如
圖 4-1。

圖 4-1 銀行業五力分析圖

(1)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依金管會統計資料，民國 102 年 9 月底止，國內金融控股公司有 15 家，本國
銀行有 38 家，外國銀行在臺分行 28 家，大陸地區銀行在臺有 2 家，信用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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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家，農會信用部 277 家，漁會信用部 25 家，票劵金融公司 8 家。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www.banking.gov.tw, 102)。目前各家銀行業者在網路電子服務及都各有
發展，網路市場及行動化的趨勢，銀行業開始發展行動化業務。
業者把服務項目延伸至行動裝置上，每家業者在服務及設計上均不相同，而
行動化的市場已成為未來趨勢，生活上的事務開始與行動裝置作結合，行動化帶
來的商機，行動行銷、行動廣告、行動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等。第三方
支付興起，這些產品的設計，通路開發，異業合作，都關係著銀行業的未來競爭
發展。
目前已有銀行業者開始發展行動支付市場，萬泰銀行、玉山銀行、國泰世華
銀行、台新銀行等。各家都希望打入行動化市場，提升競爭力及優勢。
(2)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銀行業性質特別，加上投資需高額資本，台灣目前銀行業已太多，如要成立
新的金融機構加入，人力、成本都需大量投入，產生新的競爭者的威脅不易。但
金融機構的合併可能會產生資本及能力極高的金融業者，另外外資銀行的進入及
大陸銀行可來台設立分行，外資銀行經驗相較台灣豐富，行動化在國外也行之有
年，大陸銀行資本雄厚，對國內銀行來說經營上都是威脅。
另外在異業也有機會推動行動支付服務來與金融業競爭，對此也是一個威脅。
(3)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台灣金融業者太多，產品服務已呈飽和狀態，現行資訊透明化，銀行業、證
券業、保險業等。提供的利率及服務差異性不大，加上消費者可貨比三家，轉換銀
行的方便性及成本很低，會因自已喜好選擇適合的金融服務機構，因為消費者議價
能力提升。
行動支付市場因發展的商業模式不同，每家模式及行為依不同族群消費者有不
同設計，配合金融業者對行動市場開發，消費者認同度高，產品特色強大，金融業
議價能力可提升，但若各家產品差異性不大，替代性高，相對議價能力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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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銀行的業務為存款及放款，提供消費者金融資金服務，而資金來源大多從政
府機構或企業、個人存款。而市場資金供需情況會影響存利率的調整，因此議價
能力視市場資金供需情況。
在行動支付市場上，銀行業因資本夠健全及金流經驗豐富，以充份掌握基本
優勢，不論自行發展或是策略合作都有議價能力優勢。
(5) 替代品的威脅
以現在金融產業來看，銀行、票券業、郵局、投信、保險公司，在存放款業
務都有替代效果。大型金融業者服務更多元化，各家為突顯企業競爭優勢，在服
務及資訊科技運用更是投入大量資本，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以創新的服務來打造企
業形象，利用資訊科技提供更快更便利之服務，同時降低內部成本。各家在電子
金融商品的推動上種類甚多，從 ATM 到網路 ATM、網路銀行、行動銀行等。因
此替代性威脅高。
每家都希望發展出獨特性高的服務產品，以強化自已優勢，行動支付這塊市
場目前發展中，商品獨特化，相較類似的產品，如感應式信用卡，但行動支付所
能提供的服務比感應式信用卡多，因為替代性威脅目前尚低。另外捷運的儲值卡
結合行動化產品，如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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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資料分析
訪談者詳細訪談內容，以逐字稿方式，歸納整理於附錄五: 銀行業訪談一，附
錄六: 銀行業訪談二，附錄七: 銀行業訪談三，附錄八: 銀行業訪談四，附錄九: 銀
行業訪談五，附錄十:電信業訪談六，附錄十一:票劵業訪談七，表 4-2 為訪談重點
條列整理。
從表 4-2 中可以瞭解，在主題一行動支付的定義上，各產業認為行動支付定義
是在行動裝置上進行支付行為，並將服務整合在行動裝置上，以達到整合性。而
安全性及便利性也需列入考量重點。
主題二行動支付的發展，銀行業、電信業及票劵業者，都認為自已有獨自的
客戶群體。以優勢來看，銀行業資本大、客戶可信任度高、金流管理、風險控管、
給予客戶即時支援。而電信業者則是在技術支援及通訊設備上有先天優勢。票劵
業者認為在公共政策發展及專門使用於大眾運輸為優勢。從劣勢面來觀察，各產
業間的優勢相對於其他產業就成為劣勢因素。銀行業者認為自身在手機技術支援
上較弱，並受法規限制，而電信業則認為在金流服務上不如銀行業者有利。在威
脅面，銀行業認為台灣市場金融業競爭激烈，同業競爭是無法避免，需從服務面
去增加企業價值才能提升競爭力，對於異業的競爭，應朝向合作模式才能爭取最
大利益。在商機面，各產業一致認為行動化市場是未來趨勢，行動行銷、服務整
合、廣告收入、增加客源，資訊科技的進步也讓產業必需跟進，才能符合整個市
場需求。
主題三行動支付的商業模式，銀行業雖有意想獨自發展行動支付業務，但礙
於劣勢限制，採合作模式，產業合作才能有機會在行動支付市場上獲得利益。電
信業與票劵業者及傾向以合作模式發展。主題四其他業者發展行動支付案例模式
討論，銀行業認為市場上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模式，主因發展行動支付受限於行動
裝置設備，認為各種案例是針對不同族群作設計，各有其優缺點。訪談中銀行業、
電信業及票劵業者訪談者依據經驗提供短期、中期、長期規劃建議。主題五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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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支付的發展，各產業認為網路交易或行動支付的興起，日後皆需第三方支付作
整合，才能增加安全性及消費者使用意願。而銀行業也希望朝第三方支付發展，
提升企業價值增加核心能力。
從訪談資料來看，銀行業、電信業、票劵業者對行動支付發展均有長遠規劃，
訪談時訪談者也給予發展行動支付許多建議，本研究於第四節依據訪談者建議及
SWOT 策略組合分析結果，針對銀行業提出具體搭配方案。
表 4-2 訪談重點整理
訪談內容

重點整理

主題一
銀行業、電信業：
行動支付的定
在行動裝置上進行支付行為，結合行動網路及行動商務服務，可
義
進行大額或小額支付行為，安全性及便利性為考慮重點，普遍性
也很重要。
銀行業：
以銀行業的角度認為行動支付、行動商務、行動銀行三項服務應
可以獨立分開作業，承做行動支付會包含到商務及銀行。
票劵業者：
利用行動化的設備，把服務整合在手機設備上。舉例：一卡通卡
片是不能查詢餘額跟列車時間，但利用手機就可以整合。
主題二
優勢：
行動支付的發
銀行業：
展
資本大、背景強、客戶可信任度高、金流管理、風險控管、客戶
即時支援、企業戶、個人戶
電信業：
手機支援技術、身份認證、客戶支援、通訊設備、基礎建設、市
場投入較其他企業早、手機用戶群
票劵業者：
大眾運輸使用(包含捷運、公車)，便利商店使用，一卡通使用客
戶，公共政策結合(利用一卡通支付行為帶動公共政策及觀光)
劣勢：
銀行業：
法規限制，手機支援度低，身份認證相較於電信業弱，要投入行
動支付的市場費用及成本較大(若採合作模式才會降低成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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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城，支援企業但小商家不易進入
電信業：
金流服務經驗較低，只能以電信帳單作出帳方式，在法令的控管
沒有金融業嚴謹，產生詐欺問題
票劵業者：
法規限制、只靠企業推廣不夠相關的參與者應投入，市場才會大
威脅：
銀行業：
以同業而業，主要看各家發展模式，現行的銀行業產品大多相同，
比的是服務。對異業而言，企業各自有自身的優勢，其實是互相
制衡的，行動支付本身就有如一塊大餅，大家都想分利益，只是
要看怎麼去取得利益。
電信業：
認為如果金融業如是完全主導發展的話，是有機會能搶走電信業
的客戶。
票劵業者：
不認為有威脅，有競爭者才會進步，舉例像中華電信早期只有一
家時服務較無彈性，但後來有台灣大哥大或遠傳等電信業加入
後，反而轉型，提升競爭力。對行動支付而且也是，多家競爭一
起發展，才會有進步的空間。
商機：
銀行業：
客戶群的增加，個人戶，企業戶，信用卡戶，資金流量增加，下
游廠商B TO B的行動支付，手續費，第三方支付發展
電信業：
合作伙伴策略聯盟，廣告費收入，增加客戶，行動設備銷售提升
票劵業者：
行動化市場，小額消費，公共政策結合，多元化的行動支付
主動出擊：
銀行業為如果資本夠大，主動出擊是最好，能把全部的利潤都接
收，但主要看企業本身的資本
主題三
銀行業：
行動支付的商
比較傾向自已承作，希望獲取全部的利潤，但需視產業資本額及
業模式
規模決定，但在行動支付中不像行動銀行或是商務是金融業可以
完全掌控，有些困難點，採用合作模式雖利潤較低但至少可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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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進入行動支付市場。
電信業：
認為沒有一定要那種模式，各種模式有各自的優缺點，可採用對
企業有益之方式，但電信業的角度的話希望以電信業主導模式，
從 SIM 卡發展去著手。
票劵業者：
直接考慮與信託服務平台合作，認為這個方式是最適合的，但其
實每一種商業模式也都會合作，目前台灣兩台信託服務平台都會
合作，也與電信業合作，預計明年會推出服務。
主題四
銀行業：
其他業者發展
行動支付的模 對各產業發展的行動支付方式提供意見，認為背匣式、SD 卡、
式
SIM 卡模式各有優缺點，主因是因為手機系統及設計的限制因
素，比較在益利潤劃分問題。
短期可以先作行動銀行出發、參考同業、了解市場動向、基礎建
設設立、通過法規
中期應設立行動支付服務架構，廣告、行銷、商家溝通，客戶群
的定位
長期以增加客源，國際化為主
電信業：
比較看好 QRCODE 模式，認為操作簡單比較重要。
短期為手機要支援、商家要願意配合，基礎建設要完善，軟體要
簡便
中期是國家的政策要推廣
長期看到的是使用頻率及設備技術發展。
票劵業者：
有參考過台北悠遊卡運作模式，但本身傾向多元化發展行動支
付，任何合作模式都會嘗試
短期觀察市場動向，以試賣方式，看消費者反應，通過法規制定，
各種行動支付模式都去了解
中期依市場的動向，技術設備進步或方案上的調整
長期公共政策結合，觀光使用，與各家推廣行動支付業者合作發
展，廣告行銷
主題五
銀行業：
第三方支付的
看好第三方支付市場，認為技術上對銀行業沒有問題，主要看法
發展
規的發展，行動支付所帶來的交易安全問題可以搭配第三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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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安全性及收益、利息(光棍節收益)，持正面態度。
電信業：
認為可以作結合，但金流跟平台的建立要完善，安全性也要增加。
票劵業者：
觀望中，一定會加入，但採合作方式，希望把錢存在一卡通裡面
為目的，提升卡片功能。

第四節 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 SWOT 分析
此節將應用 SWOT 分析法，整理出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的優勢、劣勢、機會
及威脅。進行 TOWS 分析策略組合，善用優勢，克服弱勢，把握機會，避開威脅。
在 TWOS 圖擬定出四項策略方向後，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建立創
新服務價值，附屬額外事業，為出發點提出具體搭配方案。

一、整理出產業的優勢與劣勢資料
銀行業的優勢：
S1.資本規模大、體制完整、形象可靠，政府監控，不易倒閉
銀行業的資本完整，規模一直在壯大，目的是往更好、更完整服務體制來
讓自已核心能力提升，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

S2.風險控管嚴謹，安全性佳
銀行業在風險控管上因受國家法令監督，相關風險控管皆有嚴謹制度在施
實及管理，不論是在資訊安全、金錢、交易安全，詐騙處理皆有相關制度作把
關。

S3.金流管理經驗豐富，方便性佳
金流管理是銀行業的強項，不論是存款、放款、現金卡、信用卡、保險、
基金、信託…等，銀行業業對資料的流向及掌握相較於其他產業都更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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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問題時的緊急處理也較完整。

S4.客戶服務為導向，服務創新為目標，可提供多元化服務
銀行業屬大型服務業，在講求服務創新及服務品質的年代，銀行業在財富
管理，甚至客服管理、人員素質等，都逐漸在提升。同時運機資訊科技加強自
身服務創新及品質，即時在發生問題時也能作緊急即時處理。假設行動支付在
金流上有問題時，銀行業在處理問題應會比其他產業有經驗。

S5.行動商務、行動銀行經驗豐富，金融服務支援性強
銀行業運用資訊科技來強化自身的核心價值，從語音銀行、網路下單、電
子銀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自動化設備等，這些都代表銀行業對自動化經
營策略有豐富經驗。
在行動裝置出現後，銀行業也加入行動化的投資，行動銀行推廣，互動式
的行動行銷，擴大行動商務，使消費者可利用行動裝置讓生活更加便利。

S6. 信用卡業務經驗豐富完整，其他產業無法比擬
台灣信用卡業務目前發行單位以銀行業為主，消費者最常使用的支付方
式除現金外就是以信用卡交易，銀行業有優勢存在。

S7.現有客戶群眾多，包含企業客戶、個人客戶
企業戶、個人、信用卡、現金卡、基金、信託、證劵、保險，銀行業已
存在廣大客戶族群。
銀行業劣勢：
W1.行動支付硬體設備非金融產業可支援，手機技術支援較弱
實行行動支付需有行動支付設備，如行動裝置需有感應設備、商家業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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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可感應裝置，但因目前研發行動裝置業者眾多，行動裝置型態不一致，系
統也不一樣，銀行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在考量設備面問題，反而會導致推廣
困難，並增加研發成本。另外行動支付上的載具手機，銀行業技術支援較弱。

W2.銀行業受法規規範，發展相較其他產業慢
發展行動支付需在法規規章的限制下實行，相較於其他產業，需經過一層
層申請許可才可進行作業，發展會較慢。

W3.需投入相當成本規劃、研發，需大量資金成本
從規劃、分析到實際運作，相關技術及人力，需投入資金及時間。因行
動置作業系統目前未統一，而行動裝置種類甚多，故研發時，不同的裝置需
作不同的規劃，還需依各消費者不同的消費行為，作不同的施行方案，這些
都必須有專業的人才與技術，銀行業也必需對員工作培訓，才能即時處理消
費者使用時所產生問題。

W4. 與週邊廠商、商家協同合作、及消費者推廣均需花費相當人力及心力
行動支付發展，相關廠商或是商家，網路商城，都需要人力及成本去溝
通及協調，能使用的商家據點眾多才有吸引力。但對銀行業而言，要與眾多
商家洽談合作，畢竟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對消費者的推廣，都需花費企業心
力，自行推廣不易。

二、確認外部因素可能的機會與威脅
外在環境威脅
T1.異業的競爭，與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皆想從行動支付中得到利益，產生各
產業相互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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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整個架構中包含其他相關參與者，悠遊卡業者、電信業者、發卡
認證業者、手機業者、信託服務平台(TSM)業者，相關業者均想從行動支付中
獲取利益，這可能會與銀行業利益相抵觸，如何與這些業者作協同合作聯盟，
而獲取自身最大利益，需政府明確的規範，及跟其他業者作合作洽談，才能達
到效益。

T2. 銀行業者眾多，同業競爭者無可避免
銀行業本身同業競爭，都希望從行動支付中達到效益，而台灣的銀行業數
量多，需有完善的策略規劃及服務才能在行動支付中獲取利益。

T3. 感應式信用卡、悠遊卡、一卡通，相似產品的威脅
目前消費者消費模式以貨幣及信用卡為最多，信用卡本身也有發行感應式
信用卡。而悠遊卡、一卡通也有感應扣款功能，要以行動支付來作替代甚至作
整合，需建立產品區隔及產品特色，才能突顯出行動支付的優點。

T4. 行動支付發展變化快速，需不斷跟著市場作跟
行動支付商業模式及付款機制眾多，發展模式及合作方式並無特定模
式，因應市場上的變化需不斷的求新，以避免被市場淘汰。

T5.消費者的喜好多變，需依消費者喜好作不同規劃
消費者的喜好是發展行動支付重要指標，求新求變化，創造更多吸引力，
增加多項方便性功能，才不易被淘汰。

外在環境機會
O1.發展行動化服務，提升產業形象及增加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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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市場趨向行動化，不論是行動支付、行動商務、行動銀行、行動行
銷、行動購物…等。均是看好行動市場所衍生產品，投入的業者帶給消費者更
多不同生活體驗，不論是支付市場或非支付市場，消費者透過這些產品及服務
對企業會產生品牌形象的認同度，另一方面，能加強核心價值。

O2. 開發行動化市場，增加實質收益及擴展客源
使用行動支付除提供消費者新支付方式。對產業而言，亦可增加手續費收
入，由於是透過行動裝置所產生的行為，更能直接透過行動裝置互動優勢作產
品行銷。消費者更能直接立即接收到業者的服務及推銷，無疑能增加金融業的
收益及客源。

O3.行動支付是未來趨勢，發展有效提升競爭力及跨足國際
全球各國也極積在進行行動支付發展。產業有發展行動支付的經驗，之後
整個體制建立完整後，行動支付行為若能擴展到國外，對企業能提升競爭力也
能國際化。

O4. 行動裝置業者開發相關行動支付設備，有益提升消費者行動支付運用
全球在推動行動支付，相關業者也陸續開發行動支付相關設備，如手機業
者開始投入將行動裝置增設 NFC 感應功能，商家開始設置感應裝置，悠遊卡、
一卡通的推行，這些都會增加消費者體驗行動支付的優點。

O5. 政府政策開放推動，有助於產業推廣行動支付業務
政府近幾年也積極在推動小額付款，行動支付概念，成立信託服務平台
(TSM)，開放手機信用卡，這樣的推廣能增加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的認識，在推
動行動支付上消費者接受度也會提升，有利於行動支付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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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6.策略聯盟，創造雙贏價值
行動支付發展各產業都相繼開發，產業間有各自獨特的特色，可藉由合
作，創造互助互惠的模式。

三、檢視產業優缺點
從表 4-3 中可看出銀行業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各項因素，銀行業在金流管
理經驗有獨特優勢，資本規模大，體制完整，現有客戶群眾多，即使面對劣勢也
能利用優勢來克服劣勢，創造機會，避免威脅。
表 4-3 產業 SWOT 整理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

S1.資本規模大、體制完整、形象可靠，
政府監控，不易倒閉
S2.風險控管嚴謹，安全性佳
S3.金流管理經驗豐富，方便性佳
S4.客戶服務為導向，服務創新為目標，
可提供多元化服務
S5.行動商務、行動銀行經驗豐富，金融
服務支援性強
S6.信用卡業務經驗豐富完整，其他產業
無法比擬
S7.現有客戶群眾多，包含企業客戶、個
人客戶

W1.行動支付硬體設備非銀行業可支
援，手機技術支援較弱勢
W2.銀行業受法規規範，發展相較其他
產業慢
W3.需投入相當成本規劃、研發，需大
量資金成本
W4.與週邊廠商、商家協同合作、及消
費者推廣均需花費相當人力及心力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O1.發展行動化服務，提升產業形象及
增加核心價值
O2.開發行動化市場，增加實質收益及
擴展客源
O3.行動支付是未來趨勢，發展有效提
升競爭力及跨足國際
O4.行動裝置業者開發相關行動支付設
備，有益提升消費者行動支付運用

T1.異業的競爭，與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
皆想從行動支付中得到利益，產生各產
業相互競爭
T2.銀行業者眾多，同業競爭者無可避免
T3.感應式信用卡、悠遊卡、一卡通，相
似產品的威脅
T4.行動支付發展變化快速，需不斷跟著
市場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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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政府政策開放推動，有助於產業推 T5.消費者的喜好多變，需依消費者喜好
廣行動支付業務
作不同規劃
O6.策略聯盟，創造雙贏價值

四、優勢、劣勢與機會、威脅的組合，形成各組合的策略，TOWS 矩陣。
SO策略(Maxi-Maxi)：運用優勢並利用機會，此策略是最優策略，內外環境皆可配
合，充份利用優勢，達到最大利益並發展。
(1) S1+O1
金融業的規模走向合併，擴大，主要是希望提升自身競爭力，也希望在形象
能提升及加強核心價值，行動支付有如一塊大餅，而金融產業有其優勢存在，如
能進入此市場提早佈局，提供服務，有利於形象及核心價值提升。

(2) S2+S3+O1+O2
銀行業產品特殊，受國家控管，在風險控管上都比其他企業來得嚴謹，安全
性較佳，行動支付對於金流，金錢脫離不了關係，而銀行業對金流的處理經驗也
較佳，所以銀行業在發行動支付上也相對比其他企業來得有優勢，發展行動支付
對銀行業而言有益增加銀行業價值，而在收益上也可增加手續費收入及額外所產
生的附加價值收入。

(3) S4+O1+O2+O3
銀行業屬大型服務業，服務品質及服務創新皆不斷在提升自身素質，而行動
支付除了給予消費者創新支付體驗外，好的服務品質更是不可缺少的，要消費者
持續的使用行動支付需要良好的服務價值，好的服務價值才能留住客戶，消費者
願意使用，才會產生收益。而透過行動裝置所額外推廣的行銷產品更是提升本身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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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5+O3+O4+O5
銀行業在行動商務上已有完整的豐富經驗，故在推動行動支付時在金流架構
及整理環境都有一定的認知。行動支付既然是未來的趨勢，國外也陸續在推行中，
有利於跨國際，而與行動支付相關業者在持續開發相關設備及產品，對銀行業而
言更加有利，政府也推廣行動支付活動，這些都使對銀行業發展行動支付是一大
益處。

銀行業規模、體制的完整主要是希望增加競爭力，在國際之間能夠立足，所
以需不斷的提升服務價值與品質，且銀行業對行動商務也極積的投入，不論是在
設備上或是經驗上都比其他產業更勝一籌，自身的風險控管及金流經驗也是其他
產業所無法比擬的。而在行動支付發展中，銀行業可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此領域，
以增加強核心價值，加上投資行動支付，其除了手續費的收益外，另外還有其額
外創造的行銷收益及形象認同度。

(5) S6+S7+O6
信用卡是銀行專有業務，消費大眾之消費方式又以信用卡佔大多數，銀行業
本身現有客戶群眾多，特以企業戶為大宗客戶，這些企業戶又有下游的合作廠商，
均可作行動支付發展。
另外，銀行業對一些商家較無合作關係，但相對的像捷運公司所推出的一卡
通本身已在便利商店或是大眾交通運輸方面設有通路，但捷運公司在金流上只單
純有儲值卡的功能，策略合作可產生雙贏機會。

WO策略(Mini-Maxi)：克服劣勢並利用機會，此策略在於改善劣勢，爭取機會，
主要是利用外部的機會來克服威脅。
(1) W1+O4+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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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硬體如果由銀行業再去開發，反而不符合經濟效益，而目前行動裝
置業者直接在設備上裝置此硬體，商店也添置感應設備，電信商的推廣，這無疑
是對銀行業在推動行動支付來說是優點，另外也開放手機信用卡法規，讓銀行業
者可以承作此業務，對銀行業都是利多。

(2) W2+O1+O3
銀行業雖受限法規規範，運作需經過嚴格核淮，相對安全性也會提升，銀行
業在電子交易及行動化上能夠建置完善架構，除企業自身投資規劃，政府的法規
也是控制其安全性的主因。為提升形象及建立核心價值，建立完善的服務品質及
對消費者負責，並在往後能與國際接軌，銀行業應利用發展行動支付外部機會促
進政府開放訂立及開放相關法規，以提供消費者高品質服務。

(3) W3+O1+O2+O3
投資行動支付開發相關系統及架構，資金投入無可避免，但從外部機會來看，
增加此服務能帶給金融業者提升其核心價值，及企業的認同度，另外發展行動支
付一定有手續費的收益，而其周邊產生的價值更不容小覷，如使用以帳戶扣款的
方式來進行行動支付，消費者一定要在金融機構開戶，如此能增加客源。
加上所有消費需透過行動裝置，金融業者能適時提供金融相關服務，如交易
訊息、刷卡優惠、餘額查詢，不僅能提升服務讓消費者使用方便，透過行動行銷
更能直接讓消費者接收到，更可因此會產生額外收益。此外，不論是跟電信業者
或是悠遊卡業者合作，都可從中洽談合作方案。而因網路交易所產生的第三方支
付也是金融業者可以介入業務，連結行動支付，以擴大版圖。
國際間推行行動支付，日後如能推廣至國外使用，企業如有提供行動支付服
務將會比無提供者更有競爭力，進而增加使用者。
這些所產生而達到的效益及收益及產生的價格皆會優於一開始所投入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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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術。

(4) W4+O5+O6
行動支付制度多樣化，一定有要大量商家的配合才能產生效益，而政府近來
的推動，也成立了信託服務平台(TSM)，使商家及服務者只需與以此平台為媒介，
即可提供服務，而政府的推廣也能讓消費者對行動支付概念及知識增加，瞭解優
點，而銀行業只需專注於金流上的處理，服務消費者。
策略聯盟的合作，有利於降低成本及突破銀行業無法支援的業務。

ST策略(Maxi-Mini)：使用優勢且避免威脅，此策略在加強優勢能力，降低威脅，
在面對威脅時可利用自身的優勢來克服。
(1) S1+S2+S3+T1
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眾多，每個行業都想從中獲取利益，銀行業應依自身優
勢在這些威脅生存，即使不是完全性的主導，也應與這些業者以協同合作的方式
進行，以達到最大利益，畢竟銀行業所擁有的資源性還是有其特殊性在，是其他
產業所沒有的。

(2) S4+S5+T2
台灣金融機構甚多，同業之間的競爭一定在所難免，行動支付包含多層架構，
其規劃到實行都需要良好的策略，各家銀行業應利用本身特有的技術、經驗、服
務來與其他同業有所區別。雖然每家銀行都有自身開發行動銀行、行動商務，但
每家的設計與服務、優惠也有所不同，這就必須有銀行業者自身規劃能力，才能
產生區隔。

(3) S3+S4+S6+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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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各家銀行已有推出感應式信用卡，甚至有悠遊信用卡，若要推行行動支
付，得把這些功能都結合至手機，該如何讓消費者作移轉的動作，使消費者了解
行動支付與現行一般感應式信用卡、悠遊信用卡的區別。銀行業應在推廣行動支
付時作出產品區隔，並在服務上創新，給予消費者有不同的感受。消費者在轉至
行動支付時除了原有感應信用卡的優惠外，並瞭解其增加的特色。
加上目前使用悠遊卡的消費者十分大量，悠遊卡一定要進行儲值才能消費，
如能在金錢不足時都由自身帳戶或是信用卡去作補足的動作，銀行業可以針對此
與悠遊卡業者進行合作，以達到利益。
另一方面將感應式信用卡轉制行動支付模式，能降低實質製卡費用，降低成
本。

(4) S1+S2+S5+T4
資訊一直在求新求變，從金融產業來看，語音銀行、電子銀行、網路銀行、
行動銀行、自動化設備、行動商務，這些都是銀行業運用現行科技產品去提升競
爭力與核心價值的証明。即使資訊一直不斷進步，金融產業本身在規模及體制上
都有強力的背景下，進行研究新技術時，資金與技術人才皆有相當的經驗與規模，
足以面對這求新求變的時代。

(5) S4+S5+S7+T5
消費者的喜好隨著時代、科技都會有不同的改變，這些都需要花時間去研究
與了解，銀行業本身在客戶管理、理財管理、服務素質上都要有完善的規劃及分
析才能達到不同客戶的需求，加上長期發展行動商務等經驗，這些經驗都可以因
應消費者不同的需求而作出不同的規劃。

WT策略(Mini-Mini)：減少劣勢並避免威脅，此策略在於改善劣勢以降低威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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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面臨困境時採用。

(1) W1+T1
行動支付之設備因不屬於銀行業強項，如銀行業自行開發此項目反而會增加
成本，應盡量減少此項開發，而相關參與者的威脅，可採用互助合作聯盟的方式
以達到最高效益。

(2) W2+T1+T2
銀行業受法規管制，較其餘行動支付參與者受限較多，但相對地安全性較高，
與同業比較起來，大家都受法規管制並不影響，在異業方面，銀行業應突顯優勢，
像手機信用卡或是金流服務，都是異業無法支援的，銀行業應利用自已優勢來克
服問題。

(3) W3+T2+T3+T4
行動支付需要投入資金去研發研究，因行動裝置作業系統未統一，故在研究
發展策略上有所不同，加上行動支付運用之使用模式也不相同，銀行業投入龐大
資金後，如果產生錯誤策略就會損失慘重，加上又有銀行同業的競爭，替代產品
的威脅，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又必須不斷的創新。所以在投入資金作行動支付
時應檢視產業優勢，設置出短、中、長期的規劃，把威脅性降至最低，才能有效
提升效益，降低成本。

(4) W4+T1+T5
消費者對行動支付觀念建立，還需要相關單位像政府等大力推廣才能有效改
善。加上消費者的喜好多變，這些都需要良好的規劃並經過分析才能有效改善這
些問題。銀行業應規劃分析多了解消費者的喜好作出完善的架構，另請政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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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並多加推廣，以改善此問題。
行動支付的實施模式有多種方式，其開發後還需商店及消費者喜好才能產生
效益，故在實施模式上需作不同規劃考量，但如果是由銀行業去找尋商店作配合，
其所產生的效益有限。加上相關的參與者，每一家金融機構可能會開發出不同的
運作模式，對消費者而言反而會眼花撩亂，如又不符合消費者的期待，反而會產
生錯誤的策略行為，應在不同時期作不同的規劃，建立行銷人員，專門人才，以
因應每個時期的問題處理，以避免此問題。
若行動支付發展有成，商家自然會看到此風潮而加入市場，感應設備及機台
問題會隨行動支付產品風行而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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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銀行業 TOWS 矩陣圖

內部

外部

機會(Opportunities)
O1.發展行動化服務，
提升產業形象及增加
核心價值
O2.開發行動化市場，
增加實質收益及擴展
客源
O3.行動支付是未來趨
勢，發展有效提升競
爭力及跨足國際
O4. 行動裝置業者開
發相關行動支付設

優勢(Strengths)
S1.資本規模大、體制完整、形象可靠，政府監控，
不易倒閉
S2.風險控管嚴謹，安全性佳
S3.金流管理經驗豐富，方便性佳
S4.客戶服務為導向，服務創新為目標，可提供多
元化服務
S5.行動商務、行動銀行經驗豐富，金融服務支援
性強
S6.信用卡業務經驗豐富完整，其他產業無法比擬
S7.現有客戶群眾多，包含企業客戶、個人客戶

劣勢(Weakness)
W1.行動支付硬體設備非銀行業可支援，手機技術支援較
弱勢
W2.銀行業受法規規範，發展相較其他產業慢
W3.需投入相當成本規劃、研發，需大量資金成本
W4.與週邊廠商、商家協同合作、及消費者推廣均需花費
相當人力及心力

SO 策略(Maxi-Maxi)

WO 策略(Mini-Maxi)

(1) S1+O1
金融業的規模走向合併，擴大，主要是希望提
升自身競爭力，也希望在形象能提升及加強核心價
值，行動支付有如一塊大餅，而金融產業有其優勢
存在，如能進入此市場提早佈局，提供服務，有利
於形象及核心價值提升。

(1) W1+O4+O5
行動支付硬體如果由銀行業再去開發，反而不符合經
濟效益，而目前行動裝置業者直接在設備上裝置此硬體，
商店也添置感應設備，電信商的推廣，這無疑是對銀行業
在推動行動支付來說是優點，另外也開放手機信用卡法
規，讓銀行業者可以承作此業務，對銀行業都是利多。

(2) S2+S3+O1+O2
(2) W2+O1+O3
銀行業產品特殊，受國家控管，在風險控管上
銀行業雖受限法規規範，運作需經過嚴格核淮，相對
都比其他企業來得嚴謹，安全性較佳，行動支付對 安全性也會提升，銀行業在電子交易及行動化上能夠建置
於金流，金錢脫離不了關係，而銀行業對金流的處 完善架構，除企業自身投資規劃，政府的法規也是控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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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益提升消費者
行動支付運用
O5. 政 府 政 策 開 放 推
動，有助於產業推廣
行動支付業務
O6.策略聯盟，創造雙
贏價值

理經驗也較佳，所以銀行業在發行動支付上也相對
比其他企業來得有優勢，發展行動支付對銀行業而
言有益增加銀行業價值，而在收益上也可增加手續
費收入及額外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收入。

安全性的主因。為提升形象及建立核心價值，建立完善的
服務品質及對消費者負責，並在往後能與國際接軌，銀行
業應利用發展行動支付外部機會促進政府開放訂立及開
放相關法規，以提供消費者高品質服務。

(3) S4+O1+O2+O3
銀行業屬大型服務業，服務品質及服務創新皆
不斷在提升自身素質，而行動支付除了給予消費者
創新支付體驗外，好的服務品質更是不可缺少的，
要消費者持續的使用行動支付需要良好的服務價
值，好的服務價值才能留住客戶，消費者願意使
用，才會產生收益。而透過行動裝置所額外推廣的
行銷產品更是提升本身收益。

(3) W3+O1+O2+O3
投資行動支付開發相關系統及架構，資金投入無可避
免，但從外部機會來看，增加此服務能帶給金融業者提升
其核心價值，及企業的認同度，另外發展行動支付一定有
手續費的收益，而其周邊產生的價值更不容小覷，如使用
以帳戶扣款的方式來進行行動支付，消費者一定要在金融
機構開戶，如此能增加客源。
加上所有消費需透過行動裝置，金融業者能適時提供
金融相關服務，如交易訊息、刷卡優惠、餘額查詢，不僅

(4) S5+O3+O4+O5
銀行業在行動商務上已有完整的豐富經驗，故
在推動行動支付時在金流架構及整理環境都有一
定的認知。行動支付既然是未來的趨勢，國外也陸
續在推行中，有利於跨國際，而與行動支付相關業
者在持續開發相關設備及產品，對銀行業而言更加
有利，政府也推廣行動支付活動，這些都使對銀行
業發展行動支付是一大益處。

能提升服務讓消費者使用方便，透過行動行銷更能直接讓
消費者接收到，更可因此會產生額外收益。此外，不論是
跟電信業者或是悠遊卡業者合作，都可從中洽談合作方
案。而因網路交易所產生的第三方支付也是金融業者可以
介入業務，連結行動支付，以擴大版圖。
國際間推行行動支付，日後如能推廣至國外使用，企
業如有提供行動支付服務將會比無提供者更有競爭力，進
而增加使用者。
這些所產生而達到的效益及收益及產生的價格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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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規模、體制的完整主要是希望增加競爭
力，在國際之間能夠立足，所以需不斷的提升服務
價值與品質，且銀行業對行動商務也極積的投入，
不論是在設備上或是經驗上都比其他產業更勝一
籌，自身的風險控管及金流經驗也是其他產業所無
法比擬的。而在行動支付發展中，銀行業可利用自
身的優勢發展此領域，以增加強核心價值，加上投
資行動支付，其除了手續費的收益外，另外還有其
額外創造的行銷收益及形象認同度。
(5) S6+S7+O6
信用卡是銀行專有業務，消費大眾之消費方式
又以信用卡佔大多數，銀行業本身現有客戶群眾
多，特以企業戶為大宗客戶，這些企業戶又有下游
的合作廠商，均可作行動支付發展。
另外，銀行業對一些商家較無合作關係，但相
對的像捷運公司所推出的一卡通本身已在便利商
店或是大眾交通運輸方面設有通路，但捷運公司在
金流上只單純有儲值卡的功能，策略合作可產生雙
贏機會。
威脅(Threats)
ST 策略(Maxi-Mini)
T1.異業的競爭，與行
(1) S1+S2+S3+T1

優於一開始所投入的資金及技術。
(4) W4+O5+O6
行動支付制度多樣化，一定有要大量商家的配合才能
產生效益，而政府近來的推動，也成立了信託服務平台
(TSM)，使商家及服務者只需與以此平台為媒介，即可提
供服務，而政府的推廣也能讓消費者對行動支付概念及知
識增加，瞭解優點，而銀行業只需專注於金流上的處理，
服務消費者。
策略聯盟的合作，有利於降低成本及突破銀行業無法
支援的業務。

WT 策略(Mini-Mini)
(1) W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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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支付相關參與者皆
想從行動支付中得到
利益，產生各產業相
互競爭
T2.銀行業者眾多，同
業競爭者無可避免
T3.感應式信用卡、悠
遊卡、一卡通，相似
產品的威脅
T4.行動支付發展變化
快速，需不斷跟著市
場作跟進
T5. 消 費 者 的 喜 好 多
變，需依消費者喜好
作不同規劃

行動支付相關參與者眾多，每個行業都想從中
獲取利益，銀行業應依自身優勢在這些威脅生存，
即使不是完全性的主導，也應與這些業者以協同合
作的方式進行，以達到最大利益，畢竟銀行業所擁
有的資源性還是有其特殊性在，是其他產業所沒有
的。

行動支付之設備因不屬於銀行業強項，如銀行業自行
開發此項目反而會增加成本，應盡量減少此項開發，而相
關參與者的威脅，可採用互助合作聯盟的方式以達到最高
效益。

(2) W2+T1+T2
銀行業受法規管制，較其餘行動支付參與者受限較
多，但相對地安全性較高，與同業比較起來，大家都受法
(2) S4+S5+T2
台灣金融機構甚多，同業之間的競爭一定在所 規管制並不影響，在異業方面，銀行業應突顯優勢，像手
難免，行動支付包含多層架構，其規劃到實行都需 機信用卡或是金流服務，都是異業無法支援的，銀行業應
要良好的策略，各家銀行業應利用本身特有的技 利用自已優勢來克服問題。
術、經驗、服務來與其他同業有所區別。雖然每家
銀行都有自身開發行動銀行、行動商務，但每家的 (3) W3+T2+T3+T4
設計與服務、優惠也有所不同，這就必須有銀行業
行動支付需要投入資金去研發研究，因行動裝置作業
者自身規劃能力，才能產生區隔。
系統未統一，故在研究發展策略上有所不同，加上行動支
付運用之使用模式也不相同，銀行業投入龐大資金後，如
果產生錯誤策略就會損失慘重，加上又有銀行同業的競
爭，替代產品的威脅，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又必須不斷
的創新。所以在投入資金作行動支付時應檢視產業優勢，
設置出短、中、長期的規劃，把威脅性降至最低，才能有
效提升效益，降低成本。

(3) S3+S4+S6+T3
現行各家銀行已有推出感應式信用卡，甚至有
悠遊信用卡，若要推行行動支付，得把這些功能都
結合至手機，該如何讓消費者作移轉的動作，使消
費者了解行動支付與現行一般感應式信用卡、悠遊
信用卡的區別。銀行業應在推廣行動支付時作出產
品區隔，並在服務上創新，給予消費者有不同的感 (4) W4+T1+T5
77

受。消費者在轉至行動支付時除了原有感應信用卡
的優惠外，並瞭解其增加的特色。
加上目前使用悠遊卡的消費者十分大量，悠遊
卡一定要進行儲值才能消費，如能在金錢不足時都
由自身帳戶或是信用卡去作補足的動作，銀行業可
以針對此與悠遊卡業者進行合作，以達到利益。
另一方 面將 感應 式信 用卡轉 制行 動支 付模
式，能降低實質製卡費用，降低成本。

消費者對行動支付觀念建立，還需要相關單位像政府
等大力推廣才能有效改善。加上消費者的喜好多變，這些
都需要良好的規劃並經過分析才能有效改善這些問題。銀
行業應規劃分析多了解消費者的喜好作出完善的架構，另
請政府開放法規，並多加推廣，以改善此問題。
行動支付的實施模式有多種方式，其開發後還需商店
及消費者喜好才能產生效益，故在實施模式上需作不同規
劃考量，但如果是由銀行業去找尋商店作配合，其所產生
的效益有限。加上相關的參與者，每一家金融機構可能會
開發出不同的運作模式，對消費者而言反而會眼花撩亂，
如又不符合消費者的期待，反而會產生錯誤的策略行為，
應在不同時期作不同的規劃，建立行銷人員，專門人才，
以因應每個時期的問題處理，以避免此問題。
若行動支付發展有成，商家自然會看到此風潮而加入

(4) S1+S2+S5+T4
資訊一直在求新求變，從金融產業來看，語音
銀行、電子銀行、網路銀行、行動銀行、自動化設
備、行動商務，這些都是銀行業運用現行科技產品
去提升競爭力與核心價值的証明。即使資訊一直不
斷進步，金融產業本身在規模及體制上都有強力的 市場，感應設備及機台問題會隨行動支付產品風行而有所
背景下，進行研究新技術時，資金與技術人才皆有 突破。
相當的經驗與規模，足以面對這求新求變的時代。
(5) S4+S5+S7+T5
消費者的喜好隨著時代、科技都會有不同的改
變，這些都需要花時間去研究與了解，銀行業本身
在客戶管理、理財管理、服務素質上都要有完善的
規劃及分析才能達到不同客戶的需求，加上長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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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動商務等經驗，這些經驗都可以因應消費者不
同的需求而作出不同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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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擬定策略方案
在 TWOS 表擬定出四項策略方向後，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建
立創新服務價值，附屬額外事業，為出發點提出具體搭配方案。
一、提升效益、降低成本
(1) 規劃並建立行動支付知識管理，資訊技術培養，以面對行動化市場
行動支付發展與行動裝置息息相關，銀行業已有行動化經驗，加上市場、
法規多變、相關參與者眾多，行動行支付相關資料及資訊應建立知識管理來
教育及開發行動支付所屬相關人員及服務人員及培訓相關資訊技術，另一方
面可收集國外行動支付運作方式作為參考。提早佈局，實際在推廣時才能有
效提升效益，與國際化接軌，擴大自身版圖。(SO 策略 1，ST 策略 4)

(2) 觀察行動化市場動向，瞭解消費者喜好，規劃適合商品
調查市場了解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的觀念及喜好運作方式，因行動支付均
需使用行動上網裝置，行動裝置的種類、系統眾多，應先調查及了解各系統
的使用人數及裝置，及調查消費者對行動支付的接受度及運作方法。銀行業
在產品推動上的規劃應已有相當經驗，隨時了解市場調整計劃才能確立出投
資方向，提升實質效益及增加核心價值。(SO 策略 4，WT 策略 5)

(3) 與相關參與者協同合作(行動裝置業者、電信業者、TSM 信託服務平台)，
降低成本
行動支付感應設備及裝置非屬金融產業強項，了解市場動向及了解行動
支付知識後，找尋行動裝置業者或是電信業者擬定合作方案，來降低自行開
發硬體成本，與信託服務平台(TSM)合作，透過信託服務平台(TSM)來增加行
動支付使用據點，或是與企業合作聯盟，如高鐵、台鐵，增加行動支付感應
使用地點，提升行動支付使用效益，降低不必要投資成本。(WO 策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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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策略 1、SO 策略 5)
(4) 設計行動支付金流架構及風險控管，提升安全性
金流與風險控管是銀行業強項，行動支付的推廣方案確立後，應設計完
整的金流流程及風險控管，以確保整體的安全性，將風險性降低，消費者能
安全的使用產品才能有效提升企業形象及增加使用率。(SO 策略 2)

(5) 建立行動支付行銷、服務及支援之專門人員
為落實行銷行動支付，應培養行銷服務及客戶支援人員，才能有效推廣
行動支付產品，消費者對產品的認同度才會升高。(WT 策略 5)

(6) 督促政府修改法規及推廣，加速推動行動支付，增加相關參與者的支持
政府的推動及法規的開放，會影響及限制銀行業能否推行行動支付，2013
年 1 月政府才開放手機信用卡服務，由於銀行業受政府控管，法規制度都需
依照規定辦理。另外政府的推廣比較銀行業的推廣更有效益，政府有效制定
政策及推廣能增加相關參與者的支持，再加上銀行業自行的推行，能有效提
升使用率。(SO 策略 4，WO 策略 2，WT 策略 2)

(7) 開發行動支付商品，並降低相關商品成本
國內信用發卡量已達到飽和，行動支付是一個新的支付模式，將信用卡
服務結合行動裝置，有效降低信用卡製卡成本，利用行動裝置作媒介還可作
行動商務、行動行銷、互動式交流服務，交易查詢，線上繳費，電子帳單，
自動化服務提升，降低成本。(ST 策略 3)

二、增加收益
(1) 利用行動裝置優勢，建立行銷管道，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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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行動裝置消費者隨時攜帶在身邊的優勢，在推行行動支付使用
需裝置 APP 程式，利用 APP 程式設立行動商務平台，可利用此平台建
立行銷管理，作存款、貸款、信用卡、金融產品的行銷，以產生收益。
(WO 策略 3)

(2) 利用行動支付商機與商家合作，增加手續費收入
行動支付是新的支付行為趨勢，不論是與商家的合作或是透過 TSM
信託服務平台，如使用的人愈多，所產生的手續費收入亦相對會增加。
之後若在國際間使用，手續費用收入更能提升。(SO 策略 3、WO 策略
3.4)

(3) 建立行動支付專屬消費優惠，提升消費者使用機會
為使消費者了解行動支付產品的優點，及類似產品如悠遊卡、感應
卡的區隔，建立專屬行動支付優惠專區，例如紅利積點、使用行動支付
買一送一…等，增加消費者對於行動支付的使用量及讓消費者了解行動
支付的優點與便利性，消費者使用量增加，能有效增加費用的收入。(ST
策略 2、WT 策略 3)

(4) 創造新的客戶群及現有客戶群服務價值延伸，拓展客源
利用已使用行動支付客戶再吸引新的客戶群進入並給予相關優惠，
客戶的使用量增加，有利於銀行業在推行其他業務上的收入。(ST 策略
2)
銀行業的企業用戶眾多，可朝向企業戶的行動支付發展，建立 B TO
B 服務架構，提供服務收益。(SO 策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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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網路或是廣告、LINE、FACEBOOK、部落客行銷，擴展客源，提
升行動支付使用率
網路及廣告行銷，讓不同族群能清楚體會行動支付產品，因而使用
行動支付以增加利益收入。(ST 策略 4，ST 策略 5 )

(6) 建立體驗專區，依使用者不同系統作規劃體驗，也可作資料收集
為有效提升消費者認同度，可架設體驗專區，給予消費者一個月或
是短期的體驗活動，如此的優點在於消費者可作先前的體驗再辦理產
品，銀行業只需先提供體驗設備供使用，消費者有確定要辦理才作正常
流程辦理，如此在體驗時或正式辦理後都能使收益及客群增加，也不需
先辦理行動支付設備，有效提升收益。缺點為需先與合作行動支付夥伴
作洽談合作事宜，擬定體驗方案。(WT 策略 1.4，ST 策略 5)

三、建立創新服務價值
(1) 設立專屬行動支付服務小組，負責行動支付專案
主要能第一時間服務使用行動支付消費者，使用上或是售後服務的
處理，讓消費者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服務為銀行業優點，良好的服務品
質有益於帶動新客源及維持舊客戶的支持率。(ST 策略 2、SO 策略 1)

(2) 提供貼心生活化服務
提供一些貼心小服務，如拖吊服務、機場接送服務、簡訊通知等，
其與消費無關，單純以客戶為主設計生活化服務，區隔出與其他業者推
行的行動支付之差異性。(SO 策略 3)

(3) 利用行動支付資料交換功能，創造另類服務，創造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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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行動支付感應交換及廣告讀取功能，於特定商家能以感應方式
讀取產品資訊查詢等服務，此服務無關利益，在於宣導行動支付特性，
另一方面讓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更能迅速得知相關訊息，生活化的便利服
務，讓行動支付認同度增加。(WO 策略 3)

(4) 對內應不斷檢視行動支付效益評估並作改善
消費者的喜好接受度與政府的相關推動，相關參與者的互相配合都
影響著其發展，企業內部應對市場不斷觀察作服務及產品上的調整，才
能達到創新服務及利益雙收。(WO 策略 3、WT 策略 4、ST 策略 1)

四、附加額外事業
(1) 跨國際及全球化的運用
當行動支付發展已到成熟期時，可在國外使用行動支付行為，如信
用卡可在外國使用。(WO 策略 3、ST 策略 1)

(2) 第三方支付效益發展
第三方支付的成立，網路交易所延伸的第三方支付主要在確保雙方
交易安全性，第三方支付市場目前法規未規範完整，但已有銀行業在著
手開發第三方支付，主要是看重全球網路交易市場。
行動支付發展，若與第三方支付結合，更能提升網路交易安全性，
相對也能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增加相關手續費收入及安全性提升。(SO
策略 2、SO 策略 4)

(3) 策略聯盟，創造雙贏
行動支付除銀行業外，電信業、票劵業各家業者紛紛投入市場，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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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如有行動支付相關技術與經驗，並積極與其他產業策略合作，有助
於增加收入，提升價值，拓展服務範圍。(SO 策略 5)

(4) 未來行動市場商機
行動化已成不可必免趨勢，科技化的運用也會持續進步，企業應隨
時關心全球動態，未來在行動化的市場上，會逐年提升。所產生的附加
價值更是商機，企業應把握機會，適時投入市場。(WT 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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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以短、中、長期階段探討
在具體擬定內部策略方案，依短、中、長期計劃，依產品發展週期性作階段
性探討。
一、短期階段
初期的行動支付發展時，銀行業應先就市場分析及內部環境分析後作初步測
試規劃，收集同業或市場上有經驗之業者意見，設定客戶族群，例如 IOS 或
ANDRIND 系統客戶，年青族群或商務族群，作行動支付專屬設計。內部金流流
程設計，服務管理設計。
行動支付設備上，需考量行動裝置屬性，如服務以 IOS 客戶為主，其手機就
是 IPHONE，如何在 IPHONE 上搭配感應設備或是裝置才能讓消費者使用支付行
為。如客戶群為 ANDRIND 系統客戶，行動裝置包含 HTC、三星、SONY 等，就
必須依據產品屬性的不同規劃該將感應裝置搭配上去。或是以電信業者為合作對
象，感應晶片以結合 SIM 卡的方式作進行。
行動支付能使用的商店也是實行重點之一，在政府政策未明確及整合階段，
可能需自行去找尋商家作合作計劃或是找尋最適合企業的合作方式，才能開拓行
動支付市場。
正式實施後，觀察市場反應作分析及方向修正，初期階段主要在考驗銀行業
者其人力、技術、經驗及支援程度、安全性控管及風險控管，行動支付在初期相
關參與者及政策未支援的情況下，發展較困難，但相對可為行動支付長遠計劃舖
路。

此階段之優缺點:
優點：測試市場反應，調整步驟，累計行動支付發展經驗
缺點：需要花費較多人力、資金去作規劃，與行動業者合作、商站的洽談等，法
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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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階段
中期階段，促進政府使政策明朗化，推動行動業者逐漸搭載行動感應裝置，
商家已有設備相關設備，信託服務平台(TSM)成立，在此階段銀行業者已有初期
發展經驗，在系統未統一階段，還是需依不同的行動系統設計不同流程。
觀察市場動向，適時修改策略。可與信託服務平台(TSM)或是悠遊卡、電信
相關業者合作，降低需自行洽談商家成本，並拓充可使用據點。另外著重在行動
化服務創新及服務品質提升階段，以售後及提供的創新服務來提升及吸引客戶的
使用率。
對內部而言，依市場的變化作調整，提升企業收益，降低成本，創造服務價
值，結合行動銀行及擴展行動商務。

此階段之優缺點:
優點：有初期規劃的經驗為支撐，當環境改變時直接作細部的擴充及修正即可。
缺點：與相關參與者的合作模式、利潤分割，需要溝通及協調。另外服務的客戶
群要擴大，流程及服務的搭配都需再規劃。

三、長期階段
此階段，消費者觀念及使用技術都已成熟，環境也都建設完成，行動支付的
規劃上應邁向國際化、全球化，使行動支付在國際上也可以使用。在創新服務品
質上作提升，著重在服務上，隨著服務的價值來呈現產品的生活化及使用率，保
有舊客戶及發展新客戶，並與其他銀行作產品及服務上的區隔。
另外，因網路交易著重安全性，應著重資訊安全性加強，第三方支付結合，
可增加網路交易的安全性，第三方支付的成立，讓消費者在消費上多一分安心，
讓企業的認同度有效提高，另外也可增加額外收益，以達長期獲利。並可發展相
關行動化服務，以提升企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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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之優缺點:
優點：市場已逐漸推廣至國外市場，並發展周邊效益以達獲利，企業核心價值上
升，有行動支付相關經驗後在發展國外市場時不致措手不及。
缺點：國外市場的規劃及第三方支付或周邊的產品開發，資訊安全性控管加強管
理，需在分析及花費時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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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由於科技化及網路進步迅速，各產業運用資訊通訊科技來提升競爭力及企業
價值已成為不可或缺一環。企業需不斷地以消費者動向，及科技化導向為指標來
改善策略以增加產業核心價值，才不容易被淘汰。行動支付是一項很新穎的概念，
能有效提升消費者支付方便性及節省商家結帳時間。對銀行業而言，從行動銀行、
行動商務到行動支付，行動金融已成為重要推動重要項目，並有極大商機， 但該
如何規劃及實施是需要思考的議題。
行動支付議題在未來的五年間應還會持續被探討，銀行業應不斷追蹤相關資
訊。銀行業的價值取決於業務的核心「功能」
，即銀行的服務能不能隨時被使用。
因此建立貼近消費者的產品，銀行的商品、服務和消費者的體驗都必須加以改造。
本研究結論說明如下:
(1) 依據波特五力可以看出銀行業要發展行動支付，不可避免同業與外來者
之間競爭。既然如此，商品設計、服務品質、通路開發及合作夥伴，皆
會成為未來競爭差異重點。產品設計應著重在消費者的喜好及市場區
隔，從文獻整理中發現消費者對行動支付可提升消費之便利性持正向態
度，而良好的服務品質及多元化的通路，有助於提高消費者使用行動支
付意願，銀行業應以消費者服務導向建立發展方向。
(2) 訪談過程可觀察到，以銀行業為背景的受訪者，多數希望以銀行主導模
式來發展行動支付，但以目前台灣行動市場而言，獨立發展需投入大量
資本，況且行動支付目前未達成熟期，目前電信業及票劵業都極積投入
行動支付市場，銀行業既然以佔有信用卡業務及金流管理之優勢，建議
與異業合作來降低成本以擴充市場效益。尤其目前台灣已有兩間信託管
理服務平台(TSM)，藉由此服務平台整合行動支付市場，銀行業可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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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成本支出。另外，受訪者對於行動化帶來的效益兼持正面態度，並
強調應善用台灣市場，若不隨著科技化技術去發展，有可能會錯失先機。
(3) 依據 TOWS 矩陣圖，所擬定之搭配方案給予銀行業作參考。銀行業若要
爭取客戶並佔一席之地，就不能逃避行動通路。尤其是中、小型銀行，
要在台灣如此競爭激烈的金融環境下生存，就不應該忽視行動化市場。
過去十年內，行動技術成熟並在金融服務領域站穩腳步，無論在已開發
或開發中的國家皆是如此。 KING BRETT(2013)提到銀行不再是一個地
方，而是一種行為。如何運用科技化打造創新的服務品質，以成為銀行
業思考的問題，銀行業應改變思維，才能有效提升企業環境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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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貢獻如下:
1.

藉由行動支付文獻整理，提供銀行業瞭解行動支付架構，從定義、技術、
相關參與者、商業模式運用及案例，作為銀行業要發展行動支付參考。

2.

現階段台灣發展行動支付速度並不如國外迅速。以銀行業而言，許多銀
行都以觀望態度來面對行動支付，以大型金控業先開發相關業務後，才
會在進行跟進。本研究藉由 SWOT 分析，提供給不論是體制大型或中、
小型銀行業，瞭解發展行動支付之競爭力。

3.

本研究以提升效益、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建立創新服務價值，附屬額
外事業所提供之方案，是目前銀行業應該要具備之條件。但目前銀行業
並不一定有建立相關機制。銀行業若要提升企業價值，面對行動化需求，
應隨時檢視外部機會及內部環境，走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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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行動化市場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持續觀察及研究發展，行動支付發展於台
灣尚淺，相關案例不多。另外，本研究在進行時最大的限制於進行訪談時有些產
業礙於商業機密無法接受訪談，使得無法得知更進一步的相關資料。
台灣的行動支付市場會以銀行業為主導或是電信業為主導目前還不明確，台
灣目前兩家信託服務平台(TSM)的服務，在未來會逐步成長，可長期觀察其發展
模式及效益。另外，未來陸續銀行業會開拓行動化市場，行動支付發展模式會愈
來愈多，商業模式及消費者的接受度可在觀察。本研究雖已針對銀行業擬定策略
方案，但台灣銀行業規模不同，需視公司資本、經營策略再作可行性分析。
另外則是行動支付所帶來的安全性議題需重視。資訊安全議題無法避免，要
有好的服務品質，安全性也需提升，第三方支付興起就是為網路交易市場安全所
建立之體制，行動化市場亦是如此。在未來台灣面對行動市場會規範更嚴謹法規，
因此法規面的討論對銀行業而言也是重點之一。
行動支付所帶來的週邊效益亦是未來可探討的議題，目前台灣正在積極推廣
感應支付市場，民眾的消費習慣逐漸改變中。如何運用科技化產品來創造個人化
體驗，利用行動設備改造與客戶之間互動模式，並透過產業合作增加服務拓展客
戶族群，皆是未來可延續思考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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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對象調查表題目
訪談對象調查表
先生/小姐 您好:
感謝您接受訪談，本論文研究題目為金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優劣之分析研究，此份問卷是針對訪談者
背景作資料收集，不牽涉個人隱私，資料僅用於學術研究，麻煩您撥空協助填寫，再次感謝您。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在職碩士專班
研究生

:吳珮甄

指導教授:林信惠 教授

行業別: □ 金融服務業 □ 電信業

□ 票劵業

□ 軟體公司

年紀

: □ 30 歲以下 □ 31~40 歲 □ 41~50 歲 □ 51 歲以上

年資

: □ 3 年以下 □ 4~6 年 □ 7~9 年 □ 10 年以上

□ 其他_____________

工作職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內容及經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簡述)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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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銀行業訪談題目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行動支付的
定義

1.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主題二
行動支付的
發展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都
跟金融業發展行動支付上，可能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
為金融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跟別的產業比起來的優
勢是什麼?

2.根據 2012.9 月財金季刊，以金融業為主題的文章，指出行動
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此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法
是什麼?

2.您認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其不足或劣勢的地方，可否說一
下您的想法? 整個大環境上如發展行動支付您覺得會遇到困難
是什麼?
3.依據目前所蒐集的相關資料顯示，近幾年金融業有推展行動支
付的趨勢，但因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業者或是
電信業者合作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尚不
完整、政府推動不足…等，加上其他產業，例如電信業、票劵業
都陸續發展行動支付，對此您會不會覺得是威脅？您的看法是什
麼?該如何克服?
4.這幾年的資料來都顯示，金融業在行動支付上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您認為它能帶給金融業什麼商機及發展?
5.依據 SWIFT 在 2012 年 5 月發布之文件：Mobile payments-Three winning strategies for banks 白皮書文件：行動支付－
銀行致勝的三項策略
(www.swift.com/about_swift/White_papers)
金融業在金流上有絕對優勢是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在行動支付
發展模式上，應主動爭取發揮所長，以創造最大商機，而不是以
輔助為主，您對此的看法如何?
主題三
行動支付的
商業模式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或
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式，
請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對行動支付的看法及了解，說明金
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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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
其他業者發
展行動支付
的模式

1.目前萬泰銀行的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中華電信
QRCODE 信用卡…等。您對銀行發展行動支付的看法是什麼?
2.目前高雄捷運也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產品-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以高雄捷運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來作合作夥伴，您對這樣的發展模式看法是什麼?
3.以您的經驗，金融業如果要發展行動支付在現有的環境下，以
短、中、長期的時間點來看的話，您會如何規劃?

主題五
第三方支付
的發展

1.資料顯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也是一項考慮
的重點，其可讓交易更安全，讓客戶更放心交易，額外可以提供
給需要的業者作使用，賺取收益，請針對金融業發展第三方支付
提供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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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電信業訪談題目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行動支付的
定義

1.中華電信很早就投入了行動支付的行列，請說明一下對投入行
動支付的看法?您認為行動支付應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主題二
行動支付的
發展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
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電
信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與其他產業比較起來的優勢
是什麼？在行動支付的發展上，有那些方面是電信業不足或是劣
勢的地方?
1.發展行動支付，電信業在客服與身份認證上有先天優勢，金融
產業則在金流與風險控管上有其優勢，大家都想主導成為這個市
場最大的勝利者，以您的經驗對此的看法為何?您覺得電信業會
面臨到什麼樣的威脅?
2.電信業者在行動支付的發展上，總是扮演其他產業合作的對
象，電信業自身也著重在行動支付的發展上，您認為行動支付的
發展對電信業可帶來那些商機?

主題三
行動支付的
商業模式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或手
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式，請
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的經驗說明一下看法。

主題四
其他業者發
展行動支付
的模式

1.目前萬泰銀行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高雄捷運一
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中華電信也發展多項行動支付
產品，例如 QRCODE 信用卡，請問您對其他產業發展行動支付模
式的看法為何?
2.發展行動支付，以您的經驗，認為該如何規劃比較好?請以短、
中、長期來說明。

主題五
第三方支付
的發展

1.您對第三方支付的發展看法是什麼? 目前一些大型金控也在
研發第三方支付中，您認為中華電信適合加入此項業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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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票劵業訪談題目
訪談內容
主題一
行動支付的定
義

題目
1.目前高雄捷運率先投入 NFC 行動支付市場，發行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請說明一下當初想投入此項業務的出發點是
什麼?
2.請介紹一下高雄捷運 NFC 行動支付-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此項產品提供那些服務及功能?

主題二
行動支付的發
展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
金融業者，各項產業在發展行動支付上，可以是合作或競爭者
的關係。請說明一下高雄捷運在發展行動支付上覺得自身優勢
是什麼?發展的過程中有那些地方是認為不足或是劣勢的?
2.高雄捷運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選
擇與聯合國際行動支付公司(信託服務管理平台 TSM)合作，請
說明一下會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合作的原因?此合
作模式產生的效益如何?帶給消費者那些不同的服務感受?
3.高雄捷運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的儲值方式是以與全家及
萊爾富合作儲值或是在捷運店作儲值，目前市面上有悠遊聯名
卡，有沒有考慮增加管道以聯名卡方式來儲值?
4.目前發展行動支付，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
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作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
知程度尚不完整、政府推動不足..等，而電信業、金融業都陸
續發展行動支付，面對這些競爭者，高雄捷運會不會覺得是威
脅，該如何克服?
5.請說明一下高雄捷運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日後發展重點
還包含那些服務及功能，預期此商品可帶來的商機有那些?請
針對短期、中期、長期介紹一下。

主題三
行動支付的商
業模式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
式，請針對這四種商業模式，以您的經驗說明一下看法?

主題四

1.目前萬泰銀行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台北背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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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者發展
行動支付的模
式

式悠遊卡、中華電信 QRCODE 信用卡。對其他產業發展行動支
付的看法是什麼?
2.目前高雄捷運已與聯合國際行動支付公司(信託服務管理平
台 TSM)來發展行動支付，日後如果有其他業者想與高雄捷運合
作發展不同的行動支付產品，高雄捷運有考慮過可能行嗎?

主題五
第三方支付的
發展

1.請說明一下對第三方支付的發展跟看法為何? 像一些大型
金控目前正研發第三方支付，高雄捷運未來發展行動支付也會
增加在百貨業及 3c 業可使用支付行為的服務，有考慮加入第
三方支付的服務嗎?如果金融業或是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有提供適合的第三方支付系統，會考慮使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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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銀行業訪談一
時間:102.11.7 晚間 20:00
地點:7-11 休息區
記錄方式:訪問加文字記錄
訪談人物: 之前工作為銀行業資訊人員，參與過行動支付專案，後來轉職，依其
之前經驗作訪談資料收集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行動支付的
定義

1.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受訪者:
用手機進行付款行為，像小額付費、電子錢包、轉帳，既然
是使用手機來作行動付款，除了基本的付款外，當然還有查詢功
能、交易記錄，以現在的技術這些應該是作的到的。另外還有安
全性的考量這也是消費者在意的。付款之外，像目前的比較新的
NFC 是可以作到資料交換或廣告讀取，這些可以增加消費者的使
用率。
2.根據 2012.9 月財金季刊，以金融業為主題的文章，指出行動
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此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法
是什麼?
訪問者:
您剛才說的查詢功能、交易記錄，有些項目偏向銀行業正在
發展行動商務跟行動銀行這塊領域，有些文章指出，行動支付、
行動銀行、行動商務，這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法是什
麼呢
受訪者:
以銀行的角度就是要服務客戶，以前在公司時規劃任何產品
的出發點除了賺錢，另外是要提高自已的形像，加上任何東西都
科技化，為什麼會有行動銀行跟行動商務的產生，就是因為科技
進步，只有電腦的時候要作網路銀行，有手機的時候就要作行動
銀行，這些服務都是便利消費者也能替銀行省成本，所以大部份
的設計一定都是為了服務客戶為重點。
行動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本來就是不能分的業務。你
想想，現在我們消費一定都要拿現金或信用卡、付錢後就是要拿
發票，如果提供功能是不用拿錢就能消費，能自動記錄這些消
費。你戶頭裡面有沒有錢從手機上一查就查的到，是不是很方
便，要匯款時也是手機拿了點一點就可以作，現在政府也很積極
在談雲端化，連發票都希望不要拿實體的記錄在卡片就好。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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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行為就是一種趨勢。這三個的結合才會是完整的。
主題二
行動支付的
發展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都
跟金融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金
融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跟別的產業比起來的優勢是
什麼?
受訪者:
當初公司在推廣時，其實也有收集別家怎麼發展的方式，但
說真的同業的參考有限，你說的信託服務管理平台那時也沒有，
所以比較可以參考的就是中華電信，但畢竟是不同產業，它們算
是從以前就一直在推行這塊的，要說跟別人有什麼優勢的話，應
該是錢的管理上跟安全性，畢竟銀行業在錢的管理上一定是比較
有經驗，技術上其實都可以克服，國外行動支付發展的也比較多
元，都可以去參考。
訪問者:
除了錢的管理跟安全性外，還有沒有什麼是您覺得比較獨特
的優點。
受訪者:
獨特的優點。銀行業比較敢花錢吧，在投入的資本上，會比
較捨的投入，另外服務、客服上也是優勢，加上銀行業又有行動
銀行、行動商務，所以一整個結合起來，應該是其他產業沒辦法
比較的，另外還可以使用信用卡，這項業務是只有銀行可以作的。
2.您認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其不足或劣勢的地方，可否說一
下您的想法? 整個大環境上如發展行動支付您覺得會遇到困難
是什麼?
受訪者:
經營模式的確立滿重要的，當時在之前的公司討論要發展
時，一直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來進行比較好，技術、人力還不是
太大問題，可以找人找廠商，可是當時同業有發展的不同，手機
的形態又很多種，當時為了要發展 GOOGLE 系統手機還是 IPHONE
系統手機就討論很久，而且要作感應支付，在設備上也不是每支
手機都可以支援。
訪問者:
所以當時您們應該花滿多時間在規劃上吧
受訪問:
我是屬資訊人員所以大部份是針對技術這部份，但在參與討
論時的確有很多狀況都要克服，行動支付方式很多元，也不可能
全部都作，所以只能找比較適合的，覺得可行的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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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
您說的比較適合的、可行的指的是什麼呢?後來為了發展行
動支付不知花了多少時間。
受訪問:
比較適合的指的是符合消費者的口味，銀行也有利的方式。
整個案子拖了滿久的，一開始考量是發展 GOOGLE 系統的手機，
但那時感應裝置沒有，所以有想要跟電業業者去合作，但成本就
會變高，當時 IPHONE 又算滿紅的，所以上頭也考量了很久，一
直沒定案，花了有一、二年時間有，現在環境上是比較好一點，
後來還是選擇了跟中華電信合作，但是使用 QRCODE 的方式，
QRCODE 的方式還是比較簡單，而且只要有相機就可以使用了。
3.目前找的一些相關資料都顯示，近年比較推行的行動支付，因
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作
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尚不完整、政府推
動不足..等，加上其他產業，例如電信業、票劵業都陸續發展行
動支付，對此您會不會覺得是威脅，您的看法是什麼?該如何克
服?
受訪者:
威脅還好，因為產業上的不同，實在沒辦法作比較，各有各
的優勢，所以也沒有什麼好威脅的，但以市場面來說，我聽我之
前的同事就有說到，消費者其實對行動支付的了解程度很少，而
且如果設定上太麻煩，消費者也不喜歡使用。政府的推動是很重
點的一點，一些法律的上制定如果沒有開放，我們也很難作事，
會受限制很多。另一方面有其他產業在作也是好事，消費者有接
觸到行動支付產品，對我們在發展行動支付是有好處的，消費者
的觀念會比較明確。
訪問者:
那同業呢，其他同業如果也有作行動支付會不會覺得有威
脅?
受訪者:
其實一項產品就是這樣，你作別人覺得好就會跟著作，但大
家作的如何，就不一定了，但是如果你沒作，在市場上有可能就
落伍了，你看每家銀行作的事不都一樣，ATM 大家都有 ATM，網
路銀行每家都有開發，其實都大同小異，但重點就是在服務，為
什麼客戶就是想用這家銀行的東西，一定有他的特別的地方。自
已作的好就不怕被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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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幾年的資料來都顯示，金融業在行動支付上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您認為它能帶給金融業什麼商機及發展?
受訪者:
商機其實在希望多一些客戶，手續費增加，企業形像提升，
你也知道現在銀行那麼多，大家都作事都差不多，一有新的東西
出現，大家當然是希望多元發展，之前就跟同事討論過，發展行
動支付主要要看長期，這種東西短期是沒有什麼利益可言的，另
外就是要看他附加的價值，那加進入這個市場，之後如果有成功
的話就是這個領域的佼佼者.
5.依據 SWIFT 在 2012 年 5 月發布之文件：Mobile payments-Three winning strategies for banks 白皮書文件：行動支付－
銀行致勝的三項策略
(www.swift.com/about_swift/White_papers)
金融業在金流上有絕對優勢是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在行動支付
發展模式上，應主動爭取發揮所長，以創造最大商機，而不是以
輔助為主，您對此的看法如何?
受訪者:
我自已是覺得不一定要主動爭取，因為這個市場就是那麼
大，想要主動爭取，花費的成本一定很高，在說在政府不明確的
情況之下，整個發展是沒有那麼容易的，我個人比較偏向合作的
方式，其實只要有利益，合作也是一種考量。當然論金流，這是
銀行業的強項沒有錯，但主要還是要考慮到社會風氣、文化、人
文這些因素。
主題三
行動支付的
商業模式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或
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式，
請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對行動支付的看法及了解，說明金
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受訪者:
你說的這四個模式，我是沒有特別研究，看了一些資料，我
自已是偏向合作模式，就像我剛才說的，一個國家要發展這麼大
的產品，政府政策要很明確，而且整個國家的文化都要考慮到，
以我們台灣目前還有進步空間。你如果說單指金融業的話，我是
認為目前比較適合以合作的方式，成本使用會比較小。而且可以
藉由別的產業的長處來補足金融業不足的地方。

主題四
其他業者發

2.目前萬泰銀行的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中華電信
QRCODE 信用卡…等。您對銀行發展行動支付的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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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動支付
的模式

受訪者:
我想他們應該有自已評估過吧，像萬泰的 X 卡還滿特別的，
聽說受商務人士喜愛，但還是有受限手機的發展，另外他只有針
對某些合作商店才可以使用，應該發展有些限制吧。
訪問者:
萬泰這張卡模式跟其他銀行比較不同，我認為滿特別的，而
且萬泰的總經理滿支持行動支付的發展的
受訪者:
應該是滿有心在這塊的，看好這塊市場的發展吧。台新我沒
什麼特別印像，背匣式應該很少人用吧，QRCODE 信用卡就我們公
司之前有推，其實就是跟中華合作，中華提供技術，而銀行這邊
提供帳戶、金錢管理，這種方式還不錯。
3.目前高雄捷運也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產品-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以高雄捷運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來作合作夥伴，您對這樣的發展模式看法是什麼?
受訪者:
TSM 現在算很新，還有發展的空間，的確在發展行動支付上
如果有這樣一個第三方中介者來介入，很多事會比較方便，如果
要一個一個去找商店合作，對銀行業來說也是很累，消費者也希
望能多一點地方使用吧。你看像香港、日本，他們發展的就是一
張卡就可以在很多地方使用。高雄捷運的我自已是沒有試用過，
但還是有限制手機吧?他現在是任何手機都可以使用嗎?
訪問者:
沒有耶，他也是有限制某一些手機才可以使用，目前應該是
先以 GOOGLE 系統的手機為主。
受訪者:
所以還是有限制囉，不過他們會選擇跟 TSM 合作算是聰明，
可以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訪問者:
那你覺得金融業是不是也可以跟 TSM 合作來發展行動支付?
受訪者:
要看情況，有些銀行不見得願意，這牽扯到看這之間利益怎
麼分配，自已作有自已作的好處，收益一定都可以自已吸收，當
然風險也是。合作就是要看怎麼談，如果說好處都在 TSM 上，那
銀行應該也不願意跟他合作。
訪問者:
那你自已的想法，是您的話會與 TSM 合作嗎?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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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吧，TSM 還是有他自已的優勢是銀行沒辦法作到的，不一
定要獨佔這個市場，合作其實比較有利益可圖。
4.以您的經驗，金融業如果要發展行動支付在現有的環境下，以
短、中、長期的時間點來看的話，您會如何規劃?
受訪者:
之前我們準備要發展時，短期是先收集一些資料，要先對整
個市場有基本了解，當時公司也是安排課程讓我們去上，我是上
技術方面的課程，那其他像規劃的同事可能就要去收集市場資
料。那經過這長時間的教育訓練，我看到的時初期可以先從消費
者不需要改變太多習慣，又可以達到銀行利益的方式來作。
訪問者:
這部份能不能說清楚一點?
受訪者:
初期這個市場是不穩定的，所以要投入這個市場，第一個自
已功課要作好，一開始別投入太大的成本，找跟有經驗的合作，
分擔風險，慢慢作有成績後，可以在嘗試作不同的行動支付開
發，像現在市場有 TSM，就可以跟 TSM 合作，減少自行開發的一
些麻煩，長期下來以拓展客源及服務為主，對整個企業來說才是
有幫助的。真的實力有到可以完全自已開發的話，要自已獨立發
展也是可行的。
訪問者:
所以我整理一下您的意思是說
短期-了解市場、增加實力、以合作模式作發展
中期-查看市場成熟度，像有更好的合作對象，像 TSM，就可以轉
跟他們合作，多元發展行動支付
長期-以推廣客源、服務、提升企業競爭力為主要，負力夠的話
也可獨立發展行動支付，
受訪者:
差不多是這樣沒錯
主題五
第三方支付
的發展

1.資料顯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也是一項考慮
的重點，其可讓交易更安全，讓客戶更放心交易，額外可以提供
給需要的業者作使用，賺取收益，請針對金融業發展第三方支付
提供您的看法?
受訪者:
第三方支付現在還不是很成熟，這方面我是不了解，但如果
說第三方支付要發展，也是要看有沒有市場，我們不像中國，他
人口那麼多，這塊也發展的很完整，我們應該會受法規限制吧。
但如果說第三方支發展是對銀行業有益的，開發是好的，但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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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還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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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銀行業訪談二
時間:102.11.8 晚間 21:00
地點:家中視訊訪談
記錄方式:訪問加文字記錄
訪談人物: 現行銀行業資訊人員，目前參與開發行動支付專案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行動支付的
定義

1.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訪談者:
手機付款，現金或信用卡，查詢交易資料、餘額查詢，付款
的安全性控管，方便操作，使用的通路多一點，才有會它的價值。
2.根據 2012.9 月財金季刊，以金融業為主題的文章，指出行動
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此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法
是什麼?
訪談者:
這三項其實是互相有關係的，因為手機現在很流行，才會有
行動銀行的產生，有行動銀行後，相關週邊性的服務就是行動商
務，行動商務的範圍很廣範，行動支付近年比較有在討論，在台
灣一直發展不起來，主要是生活習慣的關係，像日本手機文化很
發達，他們在運用支付就很習慣。這三項可以各自來看他的功
能，也可以以一個整體性的方式來看。

主題二
行動支付的
發展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都
跟金融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金
融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跟別的產業比起來的優勢是
什麼?
訪談者:
銀行主要的產品就是金錢，像存錢或是借錢都會想到銀行，
主要就是認為銀行是合法的借錢單位，所以安全性是銀行的優
點，在支付行為上一定會錢，我想一般人錢一定都是存在銀行較
多，自然而然如果要使用支付行為，可以直接從自已的帳戶去扣
款是最方便的一件事了，你說其他產業，當然不夠我可能還要去
作儲值動作，或是像電信業顯示在帳單，無疑都是多了一道手
續。論資金背景來說的話，金融業夠大，也不怕倒掉，或是被騙
走錢。
1.您認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其不足或劣勢的地方，可否說一
下您的想法? 整個大環境上如發展行動支付您覺得會遇到困難
是什麼?
訪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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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手機的技術跟認証就是金融業的缺點了，雖然不是說作不
到，但自已作總是要花比較多的心力去從頭開始，像這方面電信
業就比較強，他們賣了那麼多手機，手機有問題時，他們也可以
完全性的支援。那 tsm 業者現在我不知發展的如何，但我之前有
看到新聞說要成立一個 tsm 的組織，這個提議是很好的，的確很
需要這樣一個中間者來建立橋樑。但台灣什麼時候才會發展好就
不知道了。
訪問者:
那您覺得大環境上發展行動支付會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呢?
訪談者:
消費者的接受度吧，消費者需要一直教育，改變習慣行動支
付才能真正實施。
訪問者:
消費者有沒有可能是沒有接收到這類的訊息，是不是應該要
由政府去推動才比較好呢?
訪談者:
政府的策略也是一個問題，兩個都有互相關係，因為行動支
付可以有很多方式，有時消費者會搞不清楚要怎麼使用，所以盡
可能簡化會比較好。
2.目前找的一些相關資料都顯示，近年比較推行的行動支付，因
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作
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尚不完整、政府推
動不足..等，加上其他產業，例如電信業、票劵業都陸續發展行
動支付，對此您會不會覺得是威脅，您的看法是什麼?該如何克
服?
訪談者:
現在一些手機其實有感應的設備了，但還是算少，國外應該
比較多，要一些時間啦，新東西的推動都有一個過度期，威脅要
看每個產業自已的認定，市場上的餅就那麼大，就看有沒有掌握
到商機，覺得行動支付是有前景的，當然就要找方法去執行，有
缺點的地方想辦法克服，有些問題是需要國家的推動，手機剛開
始也是有過度期，現在不就發展的愈來愈好。像 EPC 也是這樣，
覺得小電腦沒市場，後來也是一群人投入。
3.這幾年的資料來都顯示，金融業在行動支付上有舉足輕重的角
色，您認為它能帶給金融業什麼商機及發展?
訪談者:
客源是一定會有的，還是要看怎麼行銷，手續費收入，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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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支付真的有紅起來，那先進入這市場的就是搶先機，而且像
其他業者也有在發展，銀行有這方面的技術跟經驗在配合上也會
比較快。
4.依據SWIFT在2012 年5 月發布之文件：Mobile payments-Three winning strategies for banks白皮書文件：行動支付－
銀
行
致
勝
的
三
項
策
略
(www.swift.com/about_swift/White_papers)
金融業在金流上有絕對優勢是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在行動支付
發展模式上，應主動爭取發揮所長，以創造最大商機，而不是以
輔助為主，您對此的看法如何?
訪談者:
如果是大型金控，資本額很大的銀行主動爭取發揮所長是可
以的，資本額比較小的金融業就較不適合，我想像金控業是滿積
極在這塊的，玉山就很努力在拓展，如果環境跟資金、成本成熟
度都很高的情況下，主動爭取當主人當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保
守一點以合作的方式也是可以賺錢，其實是可以雙管其下的。
主題三
行動支付的
商業模式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或
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式，
請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對行動支付的看法及了解，說明金
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訪談者:
這四種模式我沒有研究過，但就你給的資料來看的話，我是
認為合作或主導都可以執行，每一種模式應該是配合每一個公司
想發展的行為去作調整，以達到最有利的效果。

主題四
其他業者發
展行動支付
的模式

1.目前萬泰銀行的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中華電信
QRCODE 信用卡…等。您對銀行發展行動支付的看法是什麼?
訪談者:
多一點同業發展，對其他比較慢進入這市場的人都可以作參
考，發展的模式每家都不同，誰也不知那一個比較好，如果有同
業先作過，當然是比較有利的，一般在推廣新產品之前都會先找
同業問看看他們的經驗，好的經驗就可以模仿。
2.目前高雄捷運也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產品-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以高雄捷運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來作合作夥伴，您對這樣的發展模式看法是什麼?
訪談者:
因為 TSM 也是這一、二年才成立，高捷應該是評估過覺得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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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M 合作是比較適合的，所以才跟他們聯盟，其實這樣也可以給
其他企業作參考，假設與 TSM 合作可以創造很高的價值，那有高
捷的例子，也可以比照這樣模式去進行。
3.以您的經驗，金融業如果要發展行動支付在現有的環境下，以
短、中、長期的時間點來看的話，您會如何規劃?
訪談者:
這要講的話，可以講很多，短期的話，我建議先從同業有在
作的下手，了解一下同業作的情況，作的不錯可以拿來參考，並
且在進化，慢慢發展出適合自已企業的模式，在去創新，初期打
好基礎後，真的是運作的不錯，中期應該就要持續的增加服務，
要讓消費者有不同的感受，例如紅利積點，可使用的點愈來愈多
啦，大眾運輸、百貨公司、點餐等。另外應該要善用手機的特性，
像簡訊的通知，APP 的互動，甚至廣告的讀取，現在不是很多像
門禁也可以推感應嗎。要讓消費者知道，這項產品是有趣的、是
方便的，有價值的。長期的話，重點應該要放在產生更多客戶，
穩固整個市場，我還是覺得自已發展或是與別人合作都可以試看
看，多方面的嘗試沒有不好。
主題五
第三方支付
的發展

1.資料顯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也是一項考慮
的重點，其可讓交易更安全，讓客戶更放心交易，額外可以提供
給需要的業者作使用，賺取收益，請針對金融業發展第三方支付
提供您的看法?
訪談者:
現在談第三方支付是有點太早了，第三方支付太不明確了，
我認為應該等市場上規範明確一點在來談這個議題。
訪問者:
假如第三方支付是比較完整了，您覺得可以結合行動支付嗎
訪談者:
第三方支付的設計本來就是讓交易更安全的，假設他規範的
很完整，代表社會是有需要的，自然加入就是一件好事，但目前
行動支付屬小額付款的部份是比較使用不到，如果要使用應該是
使用在作比較大額支付的交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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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銀行業訪談三
時間:102.11.13 下午 14:00
地點:會議室
記錄方式:錄音及筆記
訪談人物: 銀行業資訊部門主管，藉由其經驗來訪談對行動支付發展的看法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1.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行 動 支 付 的 受訪者:
定義
行動支付議題一定跟設備有關係，一定要綁手機，像與一
些銀行接觸，包含財金活動，其中像中國信託、玉山、萬泰都
很積極。
以銀行要觀點，功能類似行動銀行，在電腦可以作的手機
也可以作，金融的部份，查詢、商業服務，商城，QRCODE 結合，
買賣高鐵票。因為電信業也有開發相關技術，未來其實也不一
定要有手機裝置，而且是可到人機整合，可能沒有裝置就可以
支付行為(受訪者笑著談論，很看到人機整合)
未來往有可能人一進入商家，商家可撥放影片給你，初期
看到到的是手機，未來可能連實體載具都不用，很廣範的服務
2.根據 2012.9 月財金季刊，以金融業為主題的文章，指出行動
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此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
法是什麼?
受訪者:
對金融業而言，這三種業務可以說是互相有關係的，行動
商務的廣範很多，行動銀行其實多少包含商務這塊，支付則是
代表你的付款行為，所以這三種是很難去切割的。
主題二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都
行 動 支 付 的 跟金融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
發展
金融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跟別的產業比起來的優
勢是什麼?
受訪者:
信任，幾十年的主管監管，消費者對銀行可信度高，金流
強，因為錢這塊，金融服務業可是穩扎穩打的。而且像詐騙、
洗錢問題，第三方支付發展，因為政治面，認為銀行對存款需
有保額，所以像第三方支付也希望以銀行為主比較安全，第三
方支付的商機真的很大(受訪者談到第三方支付很開心)
2.您認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其不足或劣勢的地方，可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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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您的想法? 整個大環境上如發展行動支付您覺得會遇到困
難是什麼?
受訪者:
法規限制很多，銀行公家投資多，民營可能比較沒有這方
面問題，但銀行都要對投資人責責，所以規範很多。
訪問者:
那技術上呢?會不會覺得困難?
受訪者:
像電信業已有在發展，其實可以朝跟他自們合作的模式，銀
行的本業其實不是只作這塊。行動支付整個環節很多元化，如
果說整個都要自已來作的話，通路要自已找，獨立自已作很困
難。
3.目前找的一些相關資料都顯示，近年比較推行的行動支付，
因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
作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尚不完整、政
府推動不足..等，加上其他產業，例如電信業、票劵業都陸續
發展行動支付，對此您會不會覺得是威脅，您的看法是什麼?
該如何克服?
受訪者:
不會是威脅，反而是要看自已的客戶族群在那邊，如何發
展。像大的企業他們都發展成熟的話就可以從底下的商家去著
手，信用卡客戶及商家都是發展的目標，像電信業自已就有現
在的手機客戶族群，這點電信業就滿強的，電信業支援度跟服
務態度也不錯，其實操作介面也很重要(受訪者以行動銀行來舉
例)，整個介面的流暢度都會讓消費者想不想使這項產品。其實
行動支付這塊大餅其實不是歸銀行所有，大家都可以來搶這塊
餅。
4.這幾年的資料來都顯示，金融業在行動支付上有舉足輕重的
角色，您認為它能帶給金融業什麼商機及發展?
受訪者:
商機主要還是在客戶群，另外還有行動行銷的部份，可以
看一下行動支付流程，像現在消費者習慣的查詢買賣資訊(例如
黃金買賣)，信用卡查誤，當客戶開始使用時，一定要有促銷，
手續費折讓。消費者的查詢、買賣、下單也都是商機，後端轉
帳系統，實體轉帳、商城轉帳、買賣都有金錢流量，對銀行都
有商機，就像彩卷一樣，彩卷本身是不賺錢的業務，但後面所
帶來的利用很大，像商家也可以幫我們作廣告，還有手續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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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訪問者:
像 NFC 或 QRCODE 非支付用途的行為，對年青年吸引力也是
很高。
受訪者:
是啊，其實金融產品差不多，通過行銷幫商家行銷，商家
也在幫助銀行行銷，都是商機。信用卡也走向雲端化，安全性
跟洗錢都是未來的問題，反應出來的資訊安全跟認証，未來這
些都是要思考的議題。
5.依據SWIFT在2012 年5 月發布之文件：Mobile payments-Three winning strategies for banks白皮書文件：行動支付
－
銀
行
致
勝
的
三
項
策
略
(www.swift.com/about_swift/White_papers)
金融業在金流上有絕對優勢是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在行動支
付發展模式上，應主動爭取發揮所長，以創造最大商機，而不
是以輔助為主，您對此的看法如何?
受訪者:
主動出擊是最好的，自已資本夠大，當然希望自已主導，
每個利益都可以獲取，不用跟電信業合作，也可以不用聽電信
業的，主機出擊跑前面的人是有利的，那後面的人可以直接吸
取相關經驗，相對的，前面的人成本高，後面的人利潤就比較
低。其實也可以向企業金融發展行動支付，企業、原料供應商，
可透過行動支付去轉帳，電信業的客群都是在個人，銀行則可
向企業，作區隔性的服務(走向 B TO B 的方向)，也許這塊肥肉
不一定全部吃到的，但定位很重要，銀行有自已的客戶群，早
投入這塊市場是好事(與受訪者談到 NOKIA 因不願投入行動市
場而錯失商機)，要不然容易被淘汰。
主題三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
行 動 支 付 的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
商業模式
式，請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對行動支付的看法及了解，
說明金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受訪者:
跑前面的人，銀行主導可以(受訪者笑者回答)，要看銀行
的意願與規模還有投資成本，小銀行的話合作模式可能比較適
合，認清自已，有多錢作多少事，銀行的長官一定希望主導，
如果利益可以自已全部拿起來是最好。
主題四

1.目前萬泰銀行的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中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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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業 者 發 信 QRCODE 信用卡…等。您對銀行發展行動支付的看法是什麼?
展 行 動 支 付 受訪者:
的模式
台新這個商品比較不認同，主要是背匣式實在讓人不太想
用。萬泰的插卡式，APPLE 手機就有限制，但未來可能會增加
行動支付功能也不一定，就像 IPHONE 的 SRISI，其實在未來是
個趨勢，搞不好以後也會支援行動支付。其實像外國銀行他們
的科技更先進，像有可將支票照相作兌換，電話號碼轉帳，像
GOOGLE STORE 也只是一個 MAIL 的認証就可以購買產品。
這些科技化，如果銀行不跟上去就會被淘汰(另外談到大型主機
的價值)。
2.目前高雄捷運也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產品-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以高雄捷運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來作合作夥伴，您對這樣的發展模式看法是什麼?
受訪者:
高捷應該是在學悠遊卡，其實卡片終究會走入歷史，但相
對身份認証就很重要，電信平台就整合的很好，其實整個行動
支付需要一起合作，大家就是同一個經濟體，以後應該就只需
要一個條碼就是身份認証就可以了。像外國的自助結帳，台灣
的信任度也要提升才行，以後搞不好也不用 POS 機了。
訪問者:
其實現在正府也有在推廣一些概念，讓消費者漸漸習慣行
動支付概念
受訪者:
覺得未來應該會愈來愈進步，利用行動裝置找尋相關產
品，手機業者技術愈來愈好，通訊技術也是，整個世界都可以
互相結合，行動化世界。
3.以您的經驗，金融業如果要發展行動支付在現有的環境下，
以短、中、長期的時間點來看的話，您會如何規劃?
受訪者:
短期應該要先作行動銀行出發在發展到行動支付，中期應
該要結合客戶去發展推廣，還有廣告、行銷部份。把這些小圈
圈一個個建立起來，以利長期發展。
主題五
1.資料顯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也是一項考
第 三 方 支 付 慮的重點，其可讓交易更安全，讓客戶更放心交易，額外可以
的發展
提供給需要的業者作使用，賺取收益，請針對金融業發展第三
方支付提供您的看法?
受訪者:
第三方支付對銀行影響很大，加上法規多，政府綁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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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對銀行商機很多，你看第三支付能產生的金額有多
少，利息，如果那些資金都放在銀行利息都多少了。銷售付款
也有獲利，銀行其實作第三方支付成本不大，轉收轉付都是銀
行的本業，主要是看商家在那裡，技術並不難，跨行的技術對
銀行來說很簡單，儲值也不難，對銀行比較難的是業務的推廣，
加上我們沒有商家，像 PCHOME 就有自已的商家，但它們可能金
流風險就沒有控管比銀行好。
第三方支付跟行動支付是一定要結合的，為什麼有第三方就是
為了網路民易安全，只是怎麼結合是需要被討論的，行動支付
是日後必然趨勢，交易安全及整個支付行為的整合互動都是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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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銀行業訪談四
時間:102.11.15 下午 14:30
地點:會議室
記錄方式:錄音及筆記
訪談人物: 現行銀行業資訊人員，其工作經驗為行動商務及行動銀行、網路交易
等，對銀行行動化業者具有經驗。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1.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行 動 支 付 的 訪問者:
定義
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受訪者:
其實應該以消費方式來看，付款方式及取得服務的方式，
你看像坐捷運就是要有那張卡片，進出捷運站就是要有感應的
刷卡機器，讀取設備來作扣款的裝置，那如果要作行動支付，
至少也要有這些，要不然消費者也沒有辦法使用。
訪問者:其實感應裝置現在的確是個問題，加上有 ios 系統跟
google 系統，可能都要作二套 app。像你現在開發的行動銀行
也有這個問題嗎
受訪者:
行動銀行也是要兩套，但行動銀行目前是沒有設計支付的
功能，只有轉帳的功能。
2.根據 2012.9 月財金季刊，以金融業為主題的文章，指出行動
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此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
法是什麼?
訪問者:
還是以他的消費型態來看，你看如果只是網路購物，可能
會使用到的就是行動銀行或商務的部份，三個要密可不可分沒
個程度，三個是可以分開來看的。(受訪者對行動銀行很有想
法，後續講了滿多跟行動銀行有關的業務)
主題二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都
行 動 支 付 的 跟金融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
發展
金融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跟別的產業比起來的優
勢是什麼?
受訪者:
金融業比較有辦法作的到應該是說比較即時化，像錢有支
付時在去扣款，不需要像其他業者作預付型的(指的是預付金額
扣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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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
像信用卡應該也是個優勢
受訪者:
是這樣沒錯
2.您認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其不足或劣勢的地方，可否說
一下您的想法? 整個大環境上如發展行動支付您覺得會遇到困
難是什麼?
受訪者:
困難的應該是法規，技術上倒不是困難，要獨立開發其實
滿有難度的，一開始可能都走外包路線，畢竟自已作，投入的
金額跟時間都會很長。
另外在法規上要有政府的規範也才可以作，都需要申請，
像行動銀行也是要經過核淮才可以上線。
3.目前找的一些相關資料都顯示，近年比較推行的行動支付，
因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
作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尚不完整、政
府推動不足..等，加上其他產業，例如電信業、票劵業都陸續
發展行動支付，對此您會不會覺得是威脅，您的看法是什麼?
該如何克服?
受訪者:
威脅，應該是說大家都差不多，其實是為了服務客戶，因
為客戶是會比較的，客戶會找手續低的，其實設計的好用，對
客戶而言也比較留的住客戶，因為客戶的想法是最重要的。而
且你不開發的話，像行動銀行有需要的客戶就會問有沒有這項
服務，主要就是有市場在(訪談者的意思聽起來不認為是威脅，
反而是這就是一個趨勢，不作就等於被市場淘汰掉)
4.這幾年的資料來都顯示，金融業在行動支付上有舉足輕重的
角色，您認為它能帶給金融業什麼商機及發展?
受訪者:
其實是為了增加客群，對有在用的人當然就會去比較，當
然競爭力也是有，畢竟沒有這項服務，而別的銀行有就會產生
比較性。(受訪者拿行動銀行在作舉例)
就像是行動銀行也是因為客戶在詢問有需求才會承作。
5.依據 SWIFT 在 2012 年 5 月發布之文件：Mobile payments-Three winning strategies for banks 白皮書文件：行動支付
－
銀
行
致
勝
的
三
項
策
略
(www.swift.com/about_swift/White_papers)
金融業在金流上有絕對優勢是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在行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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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發展模式上，應主動爭取發揮所長，以創造最大商機，而不
是以輔助為主，您對此的看法如何?
受訪者:
金融業如果要走行動支付，應該要找其他載具工具，而不
是完全依附手機或是儲值卡上，像 NFC 那種目前還是不普及，
商家還是要配合才能產生極大的效果，重點還是要普遍，金融
業如果要作可以試著如果不以感應方式來作，以網購然後行動
付款，不一定走感應式也會發展的不錯。
訪問者:
那您看好這項產品嗎?
受訪者:
看好是看好，但就是要看怎麼作，怎麼作，如何去發展他。
主題三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
行 動 支 付 的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
商業模式
式，請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對行動支付的看法及了解，
說明金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受訪者:
如果可以的話，銀行自已作就好了，其實金流就是轉帳或
是代收代付，客戶的錢轉給商家，商家確定有收到錢，當然預
付卡那種方式是比較快，但商家沒有那個裝置就沒有用。
訪問者:
可是自已作的話相對成本也會比較高。
受訪者:
自已作是有個想法，主管機關不知會不會同意，利用 APP
來作這個支付行為，我講的是不要透過 NFC 的方式來作行動支
付，有點類似行動銀行的轉帳，但是是用在商家。
訪問者:
你覺得 QRCODE 呢?現在也有一種模式是 QRCODE 模式。
受訪者:
QRCODE 對商家來說也是要有個介面，如果銀行能把這些都
整合起來，像客戶的支付，商家確認入款動作都整合是最方便
的。
訪問者:
如果以你自已來看，你會願意使用手機來作消費行為嗎?
受訪者:如果方便的話當然可以。
主題四
1.目前萬泰銀行的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中華電
其 他 業 者 發 信 QRCODE 信用卡…等。您對銀行發展行動支付的看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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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行 動 支 付 受訪者:如果要考慮到裝置就要考慮很多層面，我自已本身是沒
的模式
有用過以上這些。
訪問者:
你知道 QRCODE 呢?現在也有一種模式是 QRCODE 模式。
受訪者:QRCODE 對商家來說也是要有個介面，如果銀行能把這
些都整合起來，像客戶的支付，商家確認入款動作都整合是最
方便的。
訪問者:
如果以你自已來看，你會願意使用手機來作消費行為嗎?
受訪者:如果方便的話當然可以。
2.目前高雄捷運也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產品-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以高雄捷運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來作合作夥伴，您對這樣的發展模式看法是什麼?
受訪者:
我自已坐捷運是用感應式的捷利卡，像一卡通的功能，至
於這個模式要看他的發展及跟商家的合作意願，我還是覺得感
應裝置是最大的問題，像 7-11 有悠遊卡感應裝置，其實要發展
這個 NFC 感應，應該要全國統一，一張卡片，對消費者跟商家
都是問題，如果能整合是最好的。
3.以您的經驗，金融業如果要發展行動支付在現有的環境下，
以短、中、長期的時間點來看的話，您會如何規劃?
受訪者:
主要還是在法規的問題，其餘認為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受
訪者對這題思考很久，覺得要考慮的層面太多)
。
主題五
1.資料顯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也是一項考
第 三 方 支 付 慮的重點，其可讓交易更安全，讓客戶更放心交易，額外可以
的發展
提供給需要的業者作使用，賺取收益，請針對金融業發展第三
方支付提供您的看法?
受訪者:
第三方支付就像是支付寶，錢先交當第三方，等收到東西
在把錢交付給商家，對商家跟消費者都很有保障，一切還是取
決以手續費，其實對我們銀行也是威脅，如果不是銀行在作，
等於跟我們銀行在搶市場。如果第三方支付能作到相當的即時
性或是很完整，那跟行動支付綁在一起才有效果。
訪問者:
你覺得第三方支付有發展性嗎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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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詐欺還是那麼嚴重的話，他的確有他的發展性，其實
很多都是有相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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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銀行業訪談五
時間:102.11.23 下午 22:30
地點:家中
記錄方式:電腦連線錄音訪談
訪談人物: 現行銀行業資訊專案人員，目前參與行動支付專案管理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1.您覺得行動支付是什麼?應該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行 動 支 付 的 受訪者:
定義
行動支付就是一種透過手機或悠遊卡不用現金的一種支付
方式，那它應該要有一個功能，例如我們的交易可以讓我們查
詢，餘額可以都讓我們查詢到，這應該是它最基本的一些功能。
訪問者:
你剛才說的悠遊卡應該是說悠遊卡結合在我們的行動裝置
上面嗎?
受訪者:
不一定要在行動裝置上，也可以單獨就是一張卡片，只要
可以帶著走就可以符合行動支付的定義。
訪問者:
這個想法到是滿特別的，一般行動支付的定義應該是指要
結合行動支付，你剛才的意思反而是只要他是可以帶著走的就
是一種行動支付。
受訪者:應該是說我認為比較傾向於是一種移動式的支付方式。
2.根據 2012.9 月財金季刊，以金融業為主題的文章，指出行動
支付、行動銀行、行動商務此三項是密不可分的業務，您的看
法是什麼?
訪問者:
嗯~行動支付跟行動銀行應該是比較密不可分，行動商務這
塊的話我認為比較傾向於業者的商業模式，至於他們是不是要
透過行動銀行跟行動支付到不是絕對的。
受訪者:
你指的行動商務是指很廣範的嗎?例如查詢是商務的一種。
訪問者:
我這邊還是覺得比較偏向商業行為。行動支付與行動商務
與行動銀行是可以分開看也可以合作一起作的。就是三個並不
一定要那麼密切的連在一起，但因為行動支付跟行動銀行是跟
金流比較有關係的，可能就是要透過金融機構，這兩個可能比
較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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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都
行 動 支 付 的 跟金融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
發展
金融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跟別的產業比起來的優
勢是什麼?
受訪者:
金融業最大的優勢就是金流，像信用卡的部份，金融業對
金流的控制或安全都有相當的介入，跟其他的產業比較起來，
我們的安全性跟服務應該是比較全部性跟完整性。
訪問者:
那您覺得金融服務業的客服是一種優勢嗎?像票劵業他們
的支援度可能沒有金融業那麼好。
受訪者:
或許是，但還是看的各家業者，像手機業者(指電信業者)
他們的支援性很好，也許不用透過人就可以服務，像線上登錄、
線上取消，這些都是利用上網就可以使用到的服務。
訪問者:
但以支援面來說的話，金融業的客戶支援在金流方面應該
會比你說的手機業者強吧。
受訪者:
對啊，就是這就是我說的，各家都有他的優勢存在。
2.您認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其不足或劣勢的地方，可否說
一下您的想法? 整個大環境上如發展行動支付您覺得會遇到困
難是什麼?
受訪者:
金融業在行動支付發展的話，相較手機業者會是比較不足
及劣勢的(指手機支援這塊)，像我剛才提到的以手機業者來說
就是像電信業者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他們在這塊一定會比
我們銀行優勢大了許多，畢業他們發展多年，經驗豐富。這樣
看起來的話，兩者合作起來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3.目前找的一些相關資料都顯示，近年比較推行的行動支付，
因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
作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知程度尚不完整、政
府推動不足..等，加上其他產業，例如電信業、票劵業都陸續
發展行動支付，對此您會不會覺得是威脅，您的看法是什麼?
該如何克服?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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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點我到是覺得行動支付並不應該限制在手機上面，
我認為比較偏向帶著走的電子錢包，像中國信託他們就是晶片
感應信用卡，假設把這個縮小放在行動裝置上，那也不需要手
機業者的配合，自已作就可以了，只是這個平台技術面要在安
全上在強化。
訪問者:
那同業算是一種威脅嗎
受訪者:
當然啦，只要財力夠，符合規範大家都可以發展，那比的
就是服務了。
訪問者:
所以銀行方面還是應該要著重在服務跟創新才會有發展是
嗎
受訪者:
應該是說這個服務後續還是有所謂的手續費，那對銀行面
來說那邊有利益就是往那邊走。
4.這幾年的資料來都顯示，金融業在行動支付上有舉足輕重的
角色，您認為它能帶給金融業什麼商機及發展?
受訪者:
我會比較認為他是信用卡延伸的功能，金額應該不限定於
大額或是小額的付款，只要是在規範內也是符合政府法規，在
他規範的額度，第一個就是手續費的收入，如果發展的好，那
自然量就會衝的很高，那一但高的話，就像信用卡第一個基本
上就是手續費收入就會很好，利潤就會很可觀。
訪問者:
那你覺得有沒有機會開發新的客戶群。
受訪者:
你應該也知道像有一些法規，像學生或是未成年人，不可
能辦這個產品，那如果以行動支付這塊，比較像電子錢包，以
電子錢包來說，只要父母有存錢讓小朋友使用的話，像附卡一
樣，但又比附卡更寬鬆了一些，那整個市場就變大了，變成全
民的市場。那我自已是持正面的心態來看這個發展，整個便利
性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像網路交易都那麼頻繁了。
訪問者:
那你會覺得消費者的觀念需要在加強嗎?像日本或香港他
們這方面的觀念都比我們先進很多。
受訪者:
我是覺得不需要，因為以上網來看的，以整個東南亞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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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我們上網的頻率是屬一屬二，那既然在網路的使用率上
能接受度那麼高，那對這種東西只是法規政策推廣的問題，只
需要把他容入我們的生活就可以很容易的去使用。
5.依據 SWIFT 在 2012 年 5 月發布之文件：Mobile payments-Three winning strategies for banks 白皮書文件：行動支付
－
銀
行
致
勝
的
三
項
策
略
(www.swift.com/about_swift/White_papers)
金融業在金流上有絕對優勢是其他產業無法比擬的，在行動支
付發展模式上，應主動爭取發揮所長，以創造最大商機，而不
是以輔助為主，您對此的看法如何?
受訪者:
其實這個東西不是礙於法規的話，其實他是有利潤的東
西，雖然金融業是以服務為目的，但如果可以為我們產生利潤
的話，我們當然比較傾向單獨完成，以電信業來當輔助，因為
一但是合作模式，會有角色混淆問題。
訪問者:
所以比較傾向由銀行來主導整個模式嗎?
受訪者:當然，因為就像剛才說的，金流是我們的優勢，那錢就
是我們在控管，當然就是比電信業優勢很多。
主題三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
行 動 支 付 的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
商業模式
式，請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對行動支付的看法及了解，
說明金融服務業發展行動支付上，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受訪者:
我覺得還是以金融主導模式為主，因為金融業現在授金管
會控管完整的控管，在資訊安全上或是金流安全上都是絕對優
勢。
訪問者:
那在廠商服務這塊呢?像需要商家這如果讓金融業去找的
話好像很花費時間。
受訪者:
你這樣講好像是有點反過來，我們如果提供那麼方便的服
務，就像我們去消費的時候常會問店家你們有沒有提供刷卡的
服務，那像這個東西如果夠便利，應該是對方要說你們有沒有
提供行動支付的功能，而不是我們去找店家合作，這樣大家一
直問之後，一個客人問店家有沒有提供行動支付功能，一個問
兩個問，最後是不是商家就是跑來問我們說他需要設置一台行
128

動支付的感應機器，服務夠方便及完整的話，消費者現在出去
有可能是不帶現金的，只帶了手機或卡片。
我舉例一下現在的二大便利商店好了，假設 7-11 有設立行
動支付服務，而全家沒有，那是不是相對消費者就會去 7-11 作
消費者，因為就是要感應支付，身上就是沒帶現金，相對也提
升了 7-11 消費量。
主題四
1.目前萬泰銀行的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中華電
其 他 業 者 發 信 QRCODE 信用卡…等。您對銀行發展行動支付的看法是什麼?
展 行 動 支 付 受訪者:
的模式
其實這些東西看起來，我本身是沒用過這些產品，但像有
些手機就沒有 SD 卡，有些手機是已經沒有 SD 卡的位置了，而
背匣的話又有規格的限制，那中華電信這個我是比較不清楚。
但看起來他們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把行動支付功能附屬在上面。
以國內比較大的金融業中國信託來說好了，他們晶片金融卡或
是感應式卡片，都是這些功能的延伸，發展行動支付上，只是
說他要想辦法把這些結合在手機上就可以了，不用管什麼手
機，也許用個貼紙就可以了。
訪問者:
那會覺得手機的規格是大問題嗎?系統現在又分 IOS 跟
GOOGLE 可能設計及支援上都要考慮到。
受訪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像萬泰的行動的 X 卡就不適合，他
就限制的某些手機，我比較傾向如果技術可行的話，看能不能
發展像貼紙式的感應方式，突破這個問題，像如果我們銀行能
往這方面發展，也許就創造了另一種優勢。
2.目前高雄捷運也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產品-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以高雄捷運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
來作合作夥伴，您對這樣的發展模式看法是什麼?
受訪者:
當然他這樣就可能被這個平台分掉一些利潤，如果這個東
西是由銀行全部來作的話，利潤一定是提高的。
訪問者:
但相對銀行投資的成本也會提高吧
受訪者:
投資高一定也有他的收獲，像技術的東西，還是回到我一
開始說的，像信用卡也是有透過一個專門的構機一個機制，在
技術面可以支援的層面應該可以到六成，所以我相信金融業在
這方面只要想作，一些技術上的支援性，還是會比像捷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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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3.以您的經驗，金融業如果要發展行動支付在現有的環境下，
以短、中、長期的時間點來看的話，您會如何規劃?
受訪者:
金融業要發展的話，短期就是先參考同業的作法，中期應該是
單獨自已整合發展，長期最終目標是安全的獨立，整個完整作
業。
主題五
1.資料顯示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時，第三方支付也是一項考
第 三 方 支 付 慮的重點，其可讓交易更安全，讓客戶更放心交易，額外可以
的發展
提供給需要的業者作使用，賺取收益，請針對金融業發展第三
方支付提供您的看法?
受訪者:
其實如果以金融業以台灣的環境是夠安全的，那行動支付
的發展其實不止是在台灣，有可能會在海外，在海外的話如果
有第三方支付對消費者，廠商都比較安全，這樣當然可以減少
一些麻煩。
訪問者:
那你認為台灣發展第三方支付發展的起來嗎?
受訪者:
其實法規會是一個問題，台灣這方面的經驗比較沒有，如
果法規定的夠嚴謹，金融業要介入這塊並不會這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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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電信業訪談六
時間:102.11.12 下午 18:20
地點:賣場美食街
記錄方式:錄音及筆記
訪談人物: 電信業工程師，負責電信業客服 IT 硬體設備及伺服器主機維護，於公
司受過行動支付教育訓練，熟悉電信業與行動支付的相關技術，依其經驗作資料
收集。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1.中華電信很早就投入了行動支付的行列，請說明一下對投入行
行 動 支 付 的 動支付的看法?您認為行動支付應包含那些功能或服務?
定義
受訪者:
中華電信其實很早就投入行動支付的市場，主要是行動支付
就像是藍海一樣，一個新興的產業，像之前像是藍光與 DVD 的戰
爭或是 WIMAX 跟 4G，行動支付就像一個很新的產品，雖然不知
道之後會如何發展會不會成功，但如果早一步跨進來，之後如果
成功了就是比別人先進入這塊市場。
訪問者:
應該是說很多科技產品都是很有潛力的，但不一樣知道他會
不會成功，所以大家都想投入看看。
受訪者:
沒錯，那中華電信其實是一個基礎建設的行業，不論在通訊
上都是設備上，加上現在也想多角化經營，走向高毛利高利潤化。
訪問者:
中華電信真的投入很多不同的經營(覺得很不可思議)，當初
投入手機這塊時我也覺得很驚訝，因為我一直認為中華電信比較
跟電話有關係，而且還跟神腦結合，而且那塊作的還有發展的。
受訪者:
主要還是因為現在手機普及，行動上網也普及，一但行動加
上網就會綁在行動上面，像我們公司數據跟寬頻，還有之前固網
這兩塊是我們的主力，但現在都未落了，都跑去行動市場了，行
動上網的蓬勃發展，把市場全部都吸引過去。
訪問者:
應該是隨著時代的進步，之前的時代的確是寬頻比較熱門。
受訪者:像之前的雲端啊，也是一樣的道理，中華也是跨進來承
作這一塊，建立很多雲端機房。
訪問者:
雲端之前真的是很熱門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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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現在有比較冷下來了，但還是要作，因為還是有市
場在。這是比較題外的。
訪問者:
還有 4G 也是。
受訪者:
對啊，4G 是明年的願景。所以其實像行動支付，消費者慢
慢能接受使用手機來作更多的服務及功能，既然這樣那中華電信
當然要順著消費者的方向去發展，去投入。
訪問者:
那你覺得覺得應該要包含那些功能跟服務呢?
受訪者:
像你東西既然作的愈簡單，手機拿著能夠刷刷刷，那第一個
比較要的功能就是安全性，不會別人拿到你的手機就把你的個資
拿走，第二個就是交易的過程，交易記錄會不會被人竊取，另外
手機只是一個媒介，後面還綁著金流，這些資料會不會被拿走，
這部份講的都是安全性的服務。另外會使用行動支付就是要方
面，所以設計上就是要像信用卡刷卡一樣方便不要有太多繁鎖的
功能，操作介面的簡單，消費者要能習慣，時效上能省時，比我
們現在花錢找還還要在快速。
另外就是還要提供一些優惠的東西，一些誘因，為什麼消費
者要使用你這項產品。我覺得這是目前想到的部份，主要就是從
安全性、便利性，還有一些優惠的方式。還有想到一個就是廣範
性，能不能使用在很多的點，還是說只能使用在狹礙用在某些信
用卡交易，至少要像悠遊卡那麼便利，可以搭車還是可以購買東
西。
主題二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
行 動 支 付 的 金融業在發展行動支付上，是合作也是競爭者的關係，您認為電
發展
信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展行動支付與其他產業比較起來的優勢
是什麼? 在行動支付的發展上有那些地方是電信業不足或是劣
勢的地方?
受訪者:
電信業跟客戶的關聯性上會比金融業來的強烈一些。再來就
是電信的帳單是可以把消費者的一些額外消費都歸納在電信帳
單上的，最後在去繳費就可以，對消費者而言，會覺得這種模式
還滿方便的。也就是說只要用手機號碼作認證後，就可以消費，
然後消費就是顯示在帳單上，其實還滿方便的。第二個就是電信
業的客服，因為本身我們公司的客服滿不錯的，但銀行就會有找
不到人的時候。而且銀行服務客服的人沒有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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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
真的嗎?銀行的客戶找不到人。不過如果比較起來，像在行
動支付這塊如果不是金流的問題話，可能銀行的客服沒有辦法像
電信業處理的那麼好。
受訪者:
缺點的話就是不會像銀行業那麼清楚，畢竟銀行業是管金流
的，電信業這塊就沒有那麼強，就是一些詐欺的方面，我相信銀
行這塊會作比電信業好。一些風險管理的部份。
2.發展行動支付電信業在客服與身份認證上都有先天優勢，金融
產業在金流與風險控管上有其優勢，大家都想主導成為這個市場
最大的勝利者，以您的經驗對此的看法是什麼?您覺得以電信業
來說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威脅?
受訪者:
因為作行動支付這塊，如果銀行業有辦法可以完全取得客戶
的信任，其實銀行業自已也可以發展 APP 作行動支付，第一個如
果銀行業作的 APP 比電信業好用的話，那消費者就會願意使用，
也不會靠電信業。第二個在法令上銀行業比較嚴，對電信業而
言，我自已的想法，在法令上電信業可能不如金融業。
訪問者:
在法令上是銀行業會比電信業管的更嚴，相較之下，可能電
信業比較好發展，但在 APP 的設計上或是行動支付可能目前電信
業發展經驗比較豐富，大部份找電信業合作就會比較多。
受訪者:
對，所以金融業可能還是專注在金流這塊，所以只要金融業
補足了自身較不足的地方，就可能會把電信業的客戶搶走。
3.電信業者在行動支付的發展上，總是其他產業合作的對象，電
信業自身也著重在行動支付的發展上，您認為行動支付的發展對
電信業可帶來那些商機?
受訪者:
第一個就是抽佣，第二個就是跟合作伙伴有更好的關係，企
業聯盟，在來就是就是廣告，因為 APP 的廣告效用還滿大的。
訪問者:
那會覺得發展 APP 技術上是問題嗎?像現在手機系統那麼
多，該怎麼發展及統合。對中華電信來說會不會覺得是個問題?
受訪者:我覺得應該還好，因為公司滿多技術方面的人才，所以
這方面應該是沒有問題。(自信滿滿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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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
1.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或手
行 動 支 付 的 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式，請
商業模式
針對這四種經營模式，依您的經驗說明一下您的看法。電信業發
展行動支付上，您認為比較適合何種商業模式?
受訪者:
我先以電信業來講好了，要發展行動支付一定要有一個身份
認證，電信業在這塊是很吃香的，身份認證過了，後續的一些問
題都可以省略掉，信用卡的資料只需存在 APP 裡就可以了。在來
又有通訊設備的的主導權，網路、基地台一些基礎建設，都是電
信業的商業模式及優點。當然還是以先跨出一小步看有沒有賺
錢，早期發展可能是沒有賺錢，有可能是行動設備的問題，或是
早期消費者認同度跟技術都不到火候。
受訪者:
合作模式的話像信託服務平台是一個整合平台，這個方式也
是可行，對電信業或金融業都是合作互惠的方式。金融業的話因
為是個很穩定的行業，金融業不論是金流，買東西、信用卡，這
些金流都太大了，所以金融業要從中獲利是有機會的，既然是那
麼穩的體系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應該是無傷大雅，所以金融業
作行動支付的話，就看想不想專心去作，如果專心去作應該是不
錯，你看行動支付，一個是行動另一個就是支付，那支付這塊本
來就是金融業的本業，所以有六、七成的優勢。
主題四
其他業者發
展行動支付
的模式

1.目前萬泰銀行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高雄捷運一
卡通 I Pass Micro SD 行動支付。中華電信也發展多項行動支付
產品，像 QRCODE 信用卡，您對其他產業發展行動支付模式的看
法是什麼?
受訪者:
先講中華電信的好了，前一陣看我們總經理上新聞，拿了一
個行動條碼，就是 QRCODE 的，那我就研究了一下，發現其實他
還滿不錯的。
訪問者:
的確是，他這個設計克服了手機沒有感應設備的問題。
受訪者:
他其實前面我們前面有說到手機資料外洩的問題，但其實他
的資料是有一部存在手機上，一部份在銀行裡面，有一部份在雲
端機房，所以是很安全的，所以 QRCODE 算是一個滿創新的東西，
發展的話的其實就不用帶錢包了，直接利用手機付款即可。有幾
張卡就存在手機裡面，以後也可以把優惠都建立在手機裡面，例
如你想要買一台電視，你用手機感應後，手機還會幫你分析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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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卡比較優惠，那也是一個不錯的服務。另外像萬泰銀行跟高捷
的 SD 卡行動支付，我覺得這個作法也不錯，可以當記憶體也可
以當認証，比較麻煩的就是商家同時也要設備，要多使用的點，
在來就是民眾，有消費力的人可能是中年者，如果說能作的更便
利，讓那麼客戶群使用是最好的。
訪問者:
您會不會覺得我們跟日本就差滿多的，日本他們手機就發展
的滿好的。
受訪者:
日本他們有個很大的電信公司，手機文化很強，所以他的文
化背景就不太一樣，但日本他們的基礎建設是比我強太多的，不
論是網路或是通訊速度。那是我們無法比擬的。
2.發展行動支付，以您的經驗，認為該如何規劃比較好?請以短、
中、長期來說明。
受訪者:
先講長期好了，長期是看好人民的使用意願，像現在手機使
用年紀已經愈來愈年青化了，所以對他們來說可能以後他們使用
的工具就是手機，所以在行動支付這塊發展是沒有問題的，長期
看到的人的使用頻率及設備技術發展。中期是國家的政策要推
廣，像台北悠遊卡會那麼好就是台北市有在推廣，有推廣才會進
步。短期的話應該是手機要支援、商家要願意配合，基礎建設要
完善，軟體要簡便，出門只需要帶個手機就可以了。
訪問者:
那您覺得行動支付應該要發展在那些地方比較好?
受訪者:
以我個人而言，我比較希望發展在日常生活上比較好，像便
利商店，像捷運或便利商店你可能需要先儲值一定的金融在裡面
才可以使用，久了沒有用那個錢反而就一直在裡面，我個人比較
喜歡直接扣款，用多少算多少，或是信用卡的方式，不要儲值的
方式。
主題五
1.您對第三方支付的發展跟看法是什麼?像一些大型金控目前也
第 三 方 支 付 研發第三方支付中，您認為中華電信適合加入此項業務嗎?
的發展
受訪者:
第三方支付的話，像大陸有支付寶，這都是在跟電信業及金
融業搶行動支付這塊餅，他們的優勢是有台平，像光棍節就消費
了一億元，嚇死人。主要是因為像大陸跟美國他們的地很廣，不
像我們的商店那麼普及，所以電子商務才會發展比較好。像電子
商務這塊我們也被大陸追過去了。像台灣也很多人跑去淘寶網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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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
所以第三方支付一定要有自已的平台，在發展行動支付會比較
好。
所以一定把一些平台先建立起來，一些金流要怎麼付，流程就需
要在考慮，所以要作的話就需要考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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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票劵業訪談七
時間:102.11.28 下午 14:30
地點:高捷會議室
記錄方式:錄音及筆記
訪談人物: 負責公司內部行動支付業務規劃及發展。
訪談內容
題目
主題一
1.目前高雄捷運率先投入 NFC 行動支付市場，發行一卡通 I
行 動 支 付 的 定 Pass Micro SD，請說明一下當初想投入此項業務的出發點是
義
什麼?
受訪者:
我們是看目前的市場，因為現在行動支付是未來的趨勢，
因為我們本身屬於電子票證，那電子票證本身可以作加值的動
作，那跟手機結合之後那的價值又變大了，消費者也更方便
了，也可以直接在手機上作查詢的功能，所以不管是我們或是
銀行都會關注行動支付這個產品。應該說關注跟手機結合這塊
市場。
訪談者:
那當初投資行動支付是覺得他會帶來何種效益嗎?收益
或客源?
受訪者:
我們的想法是現在畢竟是行動通訊的市場，我總是要去做
他去了解他，後來才知道他的效益如何，民眾反應如何。
訪談者:
那從九月底發行到現在，銷售的量，申辦的人數多嗎?
受訪者:目前申辦的人數不算多，因為我們目前推的是 MICRO
SD 卡，那因為 MICRO SD 卡還是有些需要技術性的突破，可以
用的手機也是有限。
訪談者:
現在是針對 GOOGLE 系統先作發展嗎?IOS 的系統先不考慮
嗎?
受訪者:
目前主要以 GOOGLE 系統為優先，IPHONE 的系統會有另外
一塊，因為 IPHONE 沒有 SD 卡的位置，所以我們會推背匣。我
們會以比較合理的價格來販賣。
訪談者:
可是背匣之前台北有推過，有民眾反應似乎不是那麼美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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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美觀這是一個困擾(無奈)，因為每個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屬試辦階段，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找一個跟 APPLE 合
作有名的廠商來接這項產品，沒有辦法去找尋很知名的廠商去
推一個世界知名的背匣出來，所以試辦的話，還是會推一般民
眾能使用的背匣，測試一下市場對他的反應度是如何，如果市
場的反應是不錯的，才會考慮跟知名業者合作，你說如果在試
辦階段都跟知名業者合作的話，相對性是困難了一點。我們想
推的背匣預計會在明年推廣，目前也是有規劃，也與廠商洽談
過。
訪談者:
像台北之前推的背匣價格好像是 1500 元。
受訪者:
對，1500 跟 1688 的價格，但我們覺得這樣的價格太高了。
美觀這個實在目前沒辦法克服，但目前想要推廣的背匣價格是
壓在 500 塊以下，500 塊以下就會讓民眾比較想去試這個產
品，民眾比較有動力會去想嘗試看看。而台北悠遊卡的推廣方
式應該是打算之後跟電信業者結合來發展行動支付模式。
2.請介紹一下高雄捷運 NFC 行動支付-高捷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此項產品提供那些服務及功能?
受訪者:
(受訪者拿出手機以實機操作訪談者看)，我們主要會把幾
個產品的服務加上去，裡面有捷運的時刻表，比較不一樣的是
可以在手機上查詢到卡片餘額，歷史交易紀錄，這些以儲值卡
來說的話，很難在卡片上面直接作到這些服務，除非在你卡片
上作一個很大的顯示區，那跟手機結合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透
過手機來達到這些服務。
訪問者:
那你們儲值的服務是可以直接去全家便利商店作儲值是
嗎?
受訪者:
我這樣說好了，行動支付 I Pass Micro SD 這項產品他的
使用方式就完全跟一卡通一樣，只是他是結合在手機上面，所
有你在一卡通卡片上可以作的事情，他都作得到。這種 MICRO
SD 卡就是把卡片摸擬手機化，所以你的整支手機就是一張卡片
(訪問者展示行動支付 I Pass Micro SD 的操作介面)
訪問者:
請問這項產品如果是在手機沒錢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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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我們這款是不行，目前還是有技術上的一些困難點。因為
它的天線很小，需要靠手機供電，而卡片是已經是天線夠大了。
主題二
1.手機業者、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電信業者、票劵業者、
行 動 支 付 的 發 金融業者，各項產業在發展行動支付上，可以是合作或競爭者
展
的關係。請說明一下高雄捷運在發展行動支付上覺得自身優勢
是什麼?發展的過程中有那些地方是認為不足或是劣勢的?
訪問者:
那有在您們的網頁上看到之也有打算把這項產品運用在
百貨或 3C 購物上是嗎。
受訪者:
我一卡通目前是屬於交通卡片，我要跨業去作使用在百貨
或購物上作小額消費使用，我目前是被法令綁住了，一定要通
過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法規的規定，金管會的核可，所以我
們目前在申請為一卡通票劵公司。雖然我們一卡通如果要持續
發展的話，就勢必要另外成立公司符合這個法令，目前就是在
作這件事情。那成立之後我也才能作小額消費的推廣。
那其實悠遊卡就那麼大一間，那我們的定位是在那邊，我
們怎麼去跟台北悠遊卡去作一個市場的切割，那後來想了半天
就是地理優勢，他們在北部我們在南部，主要除了交通上的使
用，另外一個就是小額支付使用，還有一個就是公共事業的結
合，其實政府會非常需要這張儲值卡，作這個卡一定會跟捷運
綁在一起，作這張卡不一定會賺錢，但政府一定會收回，而政
府也有一定的投資比例，我們尋求南部政府投資，所以這張卡
片到最後一定會跟公共政府去結合，這對政府來說是有利的，
消費者可以利用這張卡來這個城市的時候，利用它去觀光去消
費，不用等台北的悠遊卡來服務南部，由一卡通來整合這些交
通政策，而目前我們也洽談可以在全家或是 ok 可以作儲值動
作。
2.高雄捷運在發展 NFC 行動支付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選
擇與聯合國際行動支付公司(信託服務管理平台 TSM)合作，請
說明一下會選擇與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合作的原因?此合
作模式產生的效益如何?帶給消費者那些不同的服務感受?
受訪者:
其實我看到的銀行業都很積極投入這塊市場，但銀行分兩
個東西，目前行動支付有兩個原則，一個是結合在 sim 卡一個
是 micro sd 卡，那中國大陸之前是 micro sd 勝利，micro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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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就代表銀行，現在是銀行跟電信業兩個在角力，台灣目前是
電信業跑的比較快，那去年台灣也成立的第一家 tsm 公司，預
計明年可以開始運作，那開南是第二個 tsm 的廠商，他的技術
是從法國來的，所以他的技術都已經得到 visa 跟 master 認
証，那他經過認證，是可以居有立即的效果的，那這方面五大
電信業者的動作較慢。
訪談者:
所以你們當然一開始就打算跟信託服務平台作合作嗎?
受訪者:
我們不認為有其實發展模式，不管是 sim 卡或 sd 卡，你
到最後都需要一個 tsm 平台，這個平台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生命
週期的平台，你要如何把客戶所需的資料放在主機上，那客戶
如果手機不見了你要如何延續他的資料，tsm 主要是在作這一
塊。
受訪者:
tsm 我看起來比較像一個管理主機，一開始不管是 sim 卡
或 sd 卡，tsm 主要是可以作空中下載，他重要的功能，他最需
要的是一個安全的機制 我怎麼知道後手機下載是安全的，還
有中間連線是安全的，後端的管理主機是安全的，所以他去作
這三塊的安全認證機制，那手機使用者他可能去跟 tsm 去作申
請動作，取得認証後，他就可以去作下載動作，例如他去點一
卡通或是銀行任何一家信用卡，就可以直接把信用卡資料丟到
手機裡面去，這裡面最重要的是他在手機上面存放的地方是
sim 卡，他 sim 卡是需要有安全元件在裡面，主要作這塊而已。
第二件他作的就是客戶管理，我換了手機之後怎麼確保他的權
益，只要是這個客戶他換了新的密碼上來或是他換了新的電信
公司，我怎麼延續他的服務，他可以繼續取得這個服務，或是
客戶他不想用一卡通了，那他可能就要去跟 tsm 作申請，在由
tsm 通知我高捷作個結束，而我跟 tsm 就作清分帳款的動作，
我可以把款項還給 tsm 或是持卡人。這是他最基本的兩個功
能，當然現在台灣的兩家未來的發展都還在規劃中。
高雄捷運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的儲值方式是以與全家
及萊爾富合作儲值或是在捷運店作儲值，目前市面上有悠遊聯
名卡，有沒有考慮增加管道以聯名卡方式來儲值?
受訪者:
本來就有考慮這個方案，因為我的儲值卡沒有信用卡這個
功能，另外我也考慮跟帳戶連結，因為香港那邊已經有在作
了，這邊的主機都是在銀行，我的一卡通是依附在銀行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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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之下，我未來會多方面嘗試作。
3.目前發展行動支付，行動裝置可能沒有感應裝置而需與手機
業者或是電信業者合作才能發展，或者因為市場上消費者的認
知程度尚不完整、政府推動不足..等，而電信業、金融業都陸
續發展行動支付，面對這些競爭者，高雄捷運會不會覺得是威
脅，該如何克服?
訪談者:
我認為高捷與銀行的結合其實 win win 的效果，像銀行應
該也是這樣認為，像銀行可能需要去突然那一千塊以下的店
家，而我們就專作這一塊，銀行覺得要突破可能覺得不划算，
但我這張卡又有票劵的功能，所以銀行跟我結合是很好的組
合，第二個我又有小額支付，當然這個功能可能跟銀行提供的
某些功能來說是有些抵觸的，但整體來說是對銀行而言是互補
大於互相競爭。
4.請說明一下高雄捷運一卡通 I Pass Micro SD 日後發展重點
還包含那些服務及功能，預期此商品可帶來的商機有那些?請
針對短期、中期、長期介紹一下。
訪談者:
那假設在當初沒有 tsm 這個公司的話，您們會如何發展呢?
受訪者:
我可以先作測試市場的部份，還不需要到與 tsm 合作。現
在我敢說，全台灣最了解 mirco sd 的產品的就是我們公司(對
此產品充滿自信)，因為沒有任何公司發展這項產品，在銀行
方面，聯邦銀行也有在作這塊，最晚明年會發行。那就有所知
許多銀行已投入這塊市場。
行動支付的價值對銀行而言，跟信用卡結合是一個很大的
利益，像有些很小型的銀行也很積極的投入這塊市場，因為它
知道他的行店數沒有那麼多，所以打算用行動化來服務增加客
戶，他要維特的他未來經營，有些連 atm 都沒有辦法設，那他
就是從手機下手，很多公司是整間銀行都在發展行動支付，去
研究、去設計、去規劃，以後要怎麼發展個人化的金融化服務。
(中國信託、台新、兆豐、永豐、聯邦、國泰)
那剩下比較沒在動這塊的，他其實是方向跟別人不太一
樣，像花旗他對手機的個人金融市場很有把握，他就有完整在
規劃，他是在研究是不是可以把手機當終端機作支付工具，扣
款工具。外資銀行他們的想法都很全球化，他們的規劃甚至是
跑在前面，而國內以消費者導向的銀行就屬中國信託，那有些
銀行是屬觀望情況，那因為那些銀行第一個想到是儲值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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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也會跟我們高捷作訊息上的交換，那他們想不想跟我們合作
就看他們的意願了。
主題三
1. 行動支付有四種商業模式，銀行主導模式、MNO(電信業者)
行 動 支 付 的 商 或手機業者主導模式、獨立支付服務提供者主導模式、合作模
業模式
式，請針對這四種商業模式，以您的經驗說明一下看法?
受訪者:
如果是 sd 卡(背匣算 sd 卡的一種)的模式就可能是由銀行
業來主導也可能由電信公司主導，第三方業者也有可能是比較
彈性的方案，那如果是 sim 卡模式應該就是會由電信者來主
導，那其實 sim 卡我們公司也有作合作，我跟中華電信針對他
的 ota 已經有在測試合作，目前還不對外發表，還有法規上的
問題。那 sd 卡我現在就可以直接先作了，他就是一張一卡通
的變形，單純的服務。
主題四
其他業者發展
行動支付的模
式

1.目前萬泰銀行行動 X 卡、台新銀行背匣式聯名卡、台北背匣
式悠遊卡、中華電信 QRCODE 信用卡。對其他產業發展行動支
付的看法是什麼?
受訪者:
我們沒有參考別人的作法，因為 micro sd 我們是台灣第
一個，那台灣的背匣模式我們也很清楚，所以我們就是以我們
所認知去執行。(這邊與受談者討論萬泰的行動 x 卡模式)
2.目前高雄捷運已與聯合國際行動支付公司(信託服務管理平
台 TSM)來發展行動支付，日後如果有其他業者想與高雄捷運合
作發展不同的行動支付產品，高雄捷運有考慮過可能行嗎?
受訪者:會啊，我的態度很明顯我都會合作，我不了解現在風
向會往那裡走，所以有機會我一定是全抓，這也是我鼓勵各銀
行去發展的原因，銀行現在也是採取 sim 卡跟 sd 卡的方式去
作。
訪問者:
有些銀行應該是不太希望跟 tsm 合作
受訪者:
當然啦，我們推廣銀行作，是希望他們不要漏掉這塊訊
息，但銀行的本質當然不希望由電信業者是管控 sim 卡，銀行
會覺得主導權會被搶走，其實 sd 卡也可以作 tsm，但要 sd 卡
的原則會成功才有辦法。我看大陸前進的方案是由銀行主導
(銀聯)，用 sd 卡的方式，但在服務上 sd 卡不如 sim 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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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來的好，所以後來有搭配 sim 的方式來作，我也在一直觀
察中，目前我看起來 sim 卡是一個比較優的方案，但你電信公
司要怎麼提出一個公平的合作模式，但目前還沒看到。
訪問者:
那你覺得電信業者的態度如何?
受訪者:
還是有比較保守的想法，還是希望會合作，像高捷本身也
有跟中華與遠傳去合作，像台灣大哥大本身還在考慮要與那一
個 tsm 合作，那中華電信跟遠傳都跑很快在作了。
主題五
1.請說明一下對第三方支付的發展跟看法為何? 像一些大型
第 三 方 支 付 的 金控目前正研發第三方支付，高雄捷運未來發展也會針對百貨
發展
業或是 3c 業，有考慮加入第三方支付的服務嗎?如果金融業或
是信託服務管理平台(TSM)有提供適合的第三方支付系統，會
考慮使用嗎?
受訪者:
我們在觀察，第三方支付也是儲值的業務，也是走電子票
證方法，我如果作第三方支付應該是合作的機會比較高，明年
的第三方支付的法令出來在看如何在作評估，我要的可能跟第
三方支付比較不一樣，我的目的是一樣，也想作網路付款這
塊，但我們會希望錢存在一卡通裡面，所以這塊消費者會選誰
要看市場動向。
訪問者:
那你有想過在推行行動支付上，未來會遇到什麼問題嗎?
受訪者:
很多問題耶，消費者端到不是很大的問題。我之前在遠傳發表行動支付有遇
到 mastercard 的大中華地區的總裁，就行動支付的趨勢經驗，他有沒有什麼心
得。他發現用信用卡的人就是用信用卡，用手機的人就是用手機，是兩條平行線
在進行了。但我自已的想法是下一代他可能直接就是接觸手機了，所以以長期來
說，並不需要把卡片或信用卡轉置去手機上，這是一個長期的投資。
訪問者:
那該如何去實行呢?
受訪者:
我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在適合的時機把服務推出來，我有服務推出來消費者
就有選擇了，我提供的多元化的服務，新一代的人出來時，他要使用卡片或是手
機都可以，有很多線看你怎麼選擇，沒有取代的問題。
另外廠商跟廠商的問題也是需要克服，像五大電信業者的 tsm，在成立時我
們就有反應要有一個但書，當其他業者有意願要加入時要讓他們自由進出投資，
不要獨佔，我們認為這對消費者的權益比較好。雖然說發展的比較慢，主要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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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大電信業者都在，悠遊卡也在，所以在溝通上會是個問題，而我們在成立票
劵後也會加入 tsm 公司，而且其實當初在成本 tsm 時應該要找銀行跟一卡通一起
投資。
訪談者:
請問如果日後行動支付真的發展起來，大家都在發展，會不會覺得競爭者愈
來愈多?
受訪者:
我個人看法是這是好事，不用擔心這個事情，像中華電信他的服務是完全像
公務人員制度，而他為什麼要轉型呢，因為遠傳跟台灣大哥大加入了，所以他必
需提升他的服務。而台灣市場雖只有 2300 百萬人口，沒有競爭者的話，這個市場
怎麼會好，就像銀行這麼多，對消費者來說是好事，作不好的就退出。其實一卡
通是憑著這個精神進入這個市場，但之前是因為卡在法規，我之前就有聽說只有
悠遊卡時，他給別人的收費都比較貴，但一卡通加入時，他們就會有影響，另外
也希望一卡通的發展來帶動高雄的觀光。
訪談者:
那您是很看好行動支付的市場是嗎?
受訪者:
我覺得以後一定會走那塊，行動支付一定會作到比我們服務還要好的東西，
我認為他的服務成熟期是在五年內。就像捷運一樣，初期在推是有困難的，但要
善用他的功能，行動支付也是一樣，利用手機的功能，去發展，就會持續成長。(拿
手機顯示他們一卡通的服務)
另外我在 APP 上，已經把餘額查詢及列車資訊都放上去了，這對消費者來說
是很便利的，另外他去全家加值我還送 50 元的禮卷，順便作行銷。其實現在 NFC
在手機慢慢都會內建了。以後還會連動到電視上還有跟電腦的互動，這都是一個
趨勢，開始走互動應用。那我自已運用起來，方便性是很好的，現在人是沒有手
機是不行的，沒有錢包不行但沒有手機不行，所以誰是會留在身上的東西，就是
手機。
我現在是讓喜歡的人來使用這樣產品，因為目前產品還是有些技術上的限
制，因為手機是金屬面版，有些感應會比較不好，所以有限制手機，但因為這樣
產品大家都有興趣，後來我們也一直在持續發展中，像平板不行，三星的 NOTES2
NOTES3 也不行，因為我們有在測試我們知道，但年青人又很多是使用三星的，這
就必需去跟手機業者洽談，但我們規模也要夠大有市場，手機業者才會考慮我們
的方案，其實真正要推動這塊的還是需由銀行出來推動。
另外就便利商店來說，他們也希望服務週全，目前我有跟全家、OK、萊爾富
合作，那 7-11 相對是比較慢，因為他們也有考量，但當我都有跟其他三家合作，
而 7-11 沒有時，他勢必會有威脅，就會想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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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您剛才說的金屬背感應不好的問題，是只限 SD 卡嗎，如果是 SIM 的模式還會
這個問題嗎?
受訪者:
因為 SIM 卡是電信公司主導，所以電信公司在設計上就會克服這個問題，其
實 NFC 手機是為了 SIM 卡來作設計的，NFC 的天線是跟 SIM 卡作連結。
訪談者:
像有些手機的 SD 卡已經沒有那個位置了，都內建了。
受訪者:
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現在的記憶體都很便宜了，而且消費者使用量愈來愈
多了了，你 32G 64G 可以用到多少，消費者如果用到滿後，是不是就很麻煩，所
以有內建 SD 卡位置會便利消費者，也比較彈性。加上現在手機愈來好用，你要放
在手機的資料愈來愈多。像我自已就不刪資料，所以我一有資料就都丟 SD 卡，滿
了就了在換一張卡，像我之前我用 APPLE 的手機，32G 滿了怎麼辦，就要一直刪
或是備份，那未來手機愈來愈強，我相信跟我一樣的人會愈來愈多，而且軟體愈
作愈好容量也愈作愈大，所以 SD 卡是有存在的必要了，而且未來也要考慮消費者
的使用習慣，而明年我也會推廣 SIM 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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