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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管會指導，金融總會成立並委託資策會維運的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FinTechSpace，迄今已屆滿週年，推動

新創輔導有成，於 9月 16日舉行「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FinTechSpace週年慶暨與主委有約分享會」，由本

會許璋瑤理事長主持，並邀請金管會顧立雄主委蒞臨致詞及見證園區成果，包括金融科技發展基金捐款單位、園區

進駐機構與新創團隊、國內外合作夥伴共同參與，會中介紹園區各項成果，以及邁入第二年新推動之國際合作資源。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成立屆滿週年，於建構國內金融科技生態環境與國際鏈結方面，已獲得階段性成果。展望第二

年，將持續推動跨域創新實證，深化國際實質合作，提高台灣金融科技發展的國際能見度，並協助主管機關金管會

推動金融科技發展。總會將持續整合金融業資源，做好金融中介平台工作，期盼為台灣金融科技產業累積更豐碩之

成績！

FinTechSpace 攜手產官學研創慶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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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訪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郭文進具有豐富的

金融背景，原服務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後轉

任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歷任各部處主管與副總經

理。郭文進談到該公司乃政府為協助降低逾放比率，健

康金融產業，進而提升金融機構競爭力，由財金主管

機關責成銀行公會邀集會員銀行出資，於 2001年 5月

22 日成立的我國唯一的政策性資產管理公司 (AMC)。

截至目前國內金融機構逾放比率已下降至0.23%左右，

加上國際間持續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總體經濟及不

動產景氣仍佳，金融產業體質健全無發生金融風險之

虞，台灣金聯公司已達成當初設立之任務目標。

由於看到不良債權市場將呈現萎縮，台灣金聯公司在

2009年起開始布局轉型，如今已成為債權、物權、股

權業務兼具的綜合型資產管理公司，並在完成原本的政

策任務後，與時俱進，仍適時扮演響應政策的角色。

由核心本業延伸經營觸角， 

建立雙核心本業的經營架構

台灣金聯公司成立時的定位，是專責處置不良債權

(NPL) 的專業公司，因國內 NPL 的抵押物以不動產為

主，因此台灣金聯公司擁有金融、法律、地政、都計、

建築、估價、不動產開發與租售、財務、會計、投資

等多元人才，並藉由 NPL 擔保品的處置，學習到許多

不動產相關的專業能力及經驗。

因此，郭文進表示台灣金聯公司的轉型之道，是先

專注在核心本業，再據以延伸到週邊業務，其策略思

維主要是轉型由本業去延伸比較容易成功、風險也比

較低，同時也可以避免人力、資金等有限的資源分散。

所以，公司的經營架構，由最早的不良債權業務延伸

到不動產業務，建立不動產為第二核心本業，再逐步

延伸到在建工程的續建、自地自建、土地重劃、工業

地整治、工業區開發、信託等範疇，以穩健的方式發

展成為以不良債權及不動產為「雙核心本業」的經營

模式。另外，為輔助不動產業務的拓展，公司也透過

債權轉換為股權的方式策略性投資僑馥建築經理公司，

獲得業務相輔及取得案源通路的綜效。

改良資產並結合外部資源， 

提升資產效用、價值及利潤

台灣金聯公司與一般的資產管理公司不同，郭文進

闡明公司處理不動產的思維，係採精緻化的處置，中

大型資產優先修繕、改良、加值，將資產由「不良」

變成「良」，以提高使用性、銷售性及價值，並結合

產業的資源合作開發或經營，讓資產的效用能夠充分

發揮，公司也獲得豐厚的利益，故在市場上已幾乎没

有 NPL的經營環境下，仍能維持營運佳績。

近年來，台灣金聯公司已完成多件資產改良、改造，

郭文進就一一談到，諸如桃園新屋輕金屬園區開發、

新北土城大型閒置商場整修及招商、新北板橋閒置地

下商場整合鄰戶合作裝修招商、台東知本金聯世紀酒

店整建、台中閒置商場整建變更坐月子中心、台中文

教區土地變更住宅區、苗栗污染工業地整治案等等，

而正在進行中的大型開發案尚有：

(一 )台中柳川鳯凰酒店 明年中開業：位於台中民權路

8,000 餘坪閒置商場，結合知名飯店業者改建為

台中柳川鳯凰酒店，將在 2020 年第二季完工開

幕。

(二 )自地自建 金聯政大麗堡電梯住宅：位於台北文山

區的住宅區土地，自建開發為「金聯政大麗堡」

電梯住宅，已於 2019年 10月動工，完工後將結

延伸本業 開創新局

專訪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兼代理董事長 郭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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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平價屋專案以優惠價格釋出予民眾。

(三 )雲林北港工業園區 創造數百個就業機會：位於北

港的 15 公頃閒置工業用地，正緊鑼密鼓的進行

廢棄物清理、老舊廠房拆除作業，已委託專業廠

商進行土地規劃及配置，規劃在 2020 年初完成

營建工程招標，並於 2020 年上半年提供需地廠

商預為租售登記，將可繁榮雲林北港地方，創造

當地鄉親數百個就業機會。

此外，郭文進更進一步說明公司也將不良債權核心本

業向上延伸，辦理在建工程續建業務，目前已協助雙北

及桃園地區十數件在建工程解決資金斷鏈問題，續建完

工並銷售，不但化解股東銀行逾期放款的發生，亦為公

司帶進不錯的利潤，創造公司、銀行、建商三贏。

結合政府政策，布局業務商機

郭文進表示，台灣金聯公司為泛公股事業單位，對

於響應政府政策一向不遺餘力，並從積極的結合政策

拓展商機，目前除了適時釋出工業地及廠房協助產業

建廠外，在多項政策的配合上，也都有具體成果。

(一 )都市更新及危險老舊建物重建業務

�危老工作站：成立「台北市中山金聯危老工作

站」，提供民眾有關危老都更重建的相關諮詢。

�危老都更博覽會：共同主辦 2019 年 12 月在

台北市舉行之「危老都更研討會暨博覽會」及

相關論壇活動，以實際行動推廣政策。

�參股都更服務公司及金融平台：與泛公股銀行

共同投資成立「臺灣金融聯合都市更新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民眾危老重建自前期整合

到全案管理一條龍的專業服務；及參與「泛公

股 AMC都更推動聯合小組」運作，結合 AMC

同業的資源共同爭取都更及危老商機。

�實際參與房地危老重建：以自有老舊房地實

施參與都更或實施危老重建，例如將在 2019

年 12 月完工的嘉義市著名住商聯合大樓的外

牆更新案，為嘉義市第一棟完成自主都市更新

示範案例；又如桃園中壢後火車站危險老舊公

寓，已整合同棟及鄰地所有權人共同實施危老

重建，預訂 2020年第一季辦理重建計畫掛件；

再如台北市新生北路自有房地，與建商合作正

進行危老重建整合之社區營造等前置作業中。

( 二 ) 長照政策業務 合作設立新北市最具規模的長照

中心：於 2017 年底，以創新的商業模式，用售

地價金換購新北市汐止區超過 6,000 建坪的「金

聯汐止大樓」新建大樓全棟，該大樓預計 2020

年第二季完工交屋，已與國內知名上櫃公司進入

議約階段，未來將成為新北市最具規模的長照中

心。

( 三 ) 支持青年創業  設立台中創客基地：為響應政府

支持青年創業政策，並活化閒置資產，公司將位

於台中市台灣大道的大面積辦公室改裝為獨立辦

公室及共享辦公座位，今年 10 月設立「台中創

客基地」，以優惠條件提供小微企業與新創事業

租用，已獲得熱烈的反映；並已著手該創客基地

第二期裝修工程的規劃，預訂於今年年底動工，

屆時將可以擴大造福創業青年，安心創業。

持續改善結構體質， 

布局長期成長動能

郭文進認為今年是台灣金聯公司的體質強化年，重

點工作是積極處分難以活化及增值的閒置資產，在公司

上下一心的努力下，成效甚佳，已順利處分了數筆多年

來難以處分的山坡地、林地、地下室等中大型物件，不

僅降低了公司的營業成本，所回收資金用以換購都會區

的收益型資產、工業地產或穩健的股票投資，亦為公司

增加穩定的中長期收入。未來將在雙核心本業的架構下

持續延伸發展，創新求變，並結合政策布局長期成長動

能，多元發展穩定成長，為下一波段 AMC產業的榮景

做好準備。

協助政府降低逾放比率，健康金融產業，提升金融機構競爭

力，進而轉型成為債權、物權、股權業務兼具的綜合型資產

管理公司。

郭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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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如何因應純網銀的到來，專訪朱浩民教授

就未來發展與策略議題，談到國外純網銀的競

爭經驗，當然會帶給國內銀行莫大的壓迫感，但還不

至於會威脅到現有銀行業的生存。首先，純網銀經營

能賺錢的是少之又少，像樂天是少數之例外，因為實

體銀行除了在規模上和有些業務是純網銀無法取代的。

ㄧ般都認為純網銀的業務都只是在消費金融和理財的

領域，比如在智慧理財上就較有著力點，至於法人金

融和高端財富管理都還是需要配置真正的人力去支援。

在帶來金融機構整併的影響上，是會帶給國內金融機

構壓力，推動往前進步就是期待的鯰魚效應。其實，

即若沒有純網銀，國內金融機構也認知這是個趨勢，

也都積極朝這個方向邁進，純網銀的鯰魚效應，會更

強化金融機構邁進的力道和速度。

金融科技化抑或科技金融化？

若說純網銀有別於國內金融業之處，應該是期待在

金融創新上有所發揮，這次公布的三家純網銀，主要

還是由科技業來主導，有些還是由非金融業跨行，甚

至引進異業的結合形成所謂生態系的經營模式。朱浩

民認為由非金融業的異業跨入金融領域，思維邏輯就

是不同，國內金融業在因應上要特別注意。國內金融

業要應用金融科技來進行金融創新，就會形成金融科

技化；至於引進國外純網銀主導的經營模式，則就會

是科技金融化，必定遭遇到有些現有金融法令上的束

縛，這也是監理沙盒法案必要的試煉場，科技金融化

就較會有創新突破之處。反觀現有金融機構已習慣於

舊有的窠臼，在既有的金融法令框架下運作，就會受

制於裹小腳的思維，雖然也會順著趨勢潮流，朝向網

路銀行的模式去發展，但不會有大進展或突破，也就

難期待有重大的金融創新。

開放純網銀是否會帶來國內金融機構的整併

朱浩民提到，純網銀和現有金融機構是否會發生

整併，倒是有可能。對於不同的看法，認為開放純網

銀應從業務別而非機構別的方向去思考，才會造成現

有金融生態的大幅改變。但目前純網銀似乎是從機構

別的角度開放出發，但也因為是如此，期待三家純網

銀的開放，大幅改變現有金融業的生態，是不會一蹴

而成的。當然，純網銀還是繼續向前邁進及擴大，

TechFin對目前現有金融業將會形成壓力，但可能要在
較長時間後才會有不同的光景。

至於小型金融機構在金融科技潮流下，純網銀是否

會促使其淘汰或被整併的命運，朱浩民認為並不存在

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即使沒有引進純網銀，小型金融

機構本來在市場上就面臨生存的競爭壓力，若跟不上

金融科技的腳步，只是會加速市場的淘汰機制運作。

據市場觀察，小型銀行或信用合作社除了消金業務外，

有一大塊還是法金業務的範疇，而這是純網銀短時間

無法取代的。對其在地化經營客戶層，純網銀初期也

只能從金融小白著力，而小型金融機構深耕客戶群，

大多建立在人的信任基礎上，金融科技的接受度可能

還是在年輕世代，也許經過了二、三十年後，年輕世

代成為主力客戶群，純網銀就大有可為。小型金融機

構若被整併，應該是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而不至於

是引進純網銀的緣故。

有關純網銀和金融機構的整併，或是純網銀間的互

併，朱浩民的看法，根據國外經驗，純網銀短期間獲

利不易，且燒錢容易，端看大股東的經營態度是否繼

續支持，他認為或許將來可能有一家會和金融機構整

併，也有可能兩家純網銀間互併成一家，朱浩民是從

成本獲利和股東支持態度來考量，為求獲利，不論是

純網銀或是現有金融機構的 FinTech，勢必將因消費習
慣的改變而調整經營模式，不過雖然是趨勢，但總是

個漸進的過程，不是一蹴可及的。

美中貿易戰下， 

金融機構如何因應台商的南向或回流

對於貿易戰的變局，台商的生產模式將會改變，投

資布局勢必調整，繼續西進抑或南向的政策面考量，

國內金融機構如何因應？除了美中貿易戰的不確定因

素外，中國的生產條件越來越嚴苛，台灣一直在談產

業升級，但產業西進中國，仍然是在追求降低成本面

的誘因，升級淪為空談。其次，兩岸關係持續緊張仍

金融科技時代來臨，銀行業
的未來發展與因應策略

專訪朱浩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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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緩和。最後，則是台商下一代接班的問題。這些

因素都是加速台商離開中國的趨勢，至於選擇外移的

產業，若是傳統產業仍未升級，成本考量仍是優先選

項者，則會考慮南向的途徑。除外，台商才會選擇回

流。中國政府的態度，考量其經濟下行和失業的嚴重

性，台商外移或回流並不容易，尤其是資金外移的管

控。其實，上列因素都埋下台商在中國產業外移的隱

藏因子，美中貿易戰只是個催化劑。

台商外移當然會對金融業尤其是銀行造成影響，銀

行是追隨客戶而居的行業，國內銀行海外分行及 OBU

的獲利占比高達銀行總獲利 40％，雖然國內銀行投資

海外金融商品或是參與國際聯貸也不少，但真正獲利

的來源還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流向就是國內銀行金

融服務之所在。國內銀行要突破外國當地法規的限制，

另起爐灶爭取當地客戶，不論是發展消金或企金業務，

都耗時。雖然，國內金融機構也在開發新住民、包括

外勞金融服務與伊斯蘭金融的新客戶，不過，朱浩民

認為主要業務還是在台商，應該更加重視，故不得不

追隨他們進入新市場。

當然，台商開發新市場初期都會需要資金，包括設

廠生產和貿易融資，國內金融機構也較能獲利，只要

能避開監理上的地雷或風險，獲利都是可期，第一銀

行在柬埔寨的開發就是個實證，印尼、印度和緬甸市

場的開發也可期待。所以，國內金融機構因應之道，

首先是追隨台商開發新市場，其次是當地有未被滿足

的金融服務；另外，風險控管也要到位，金融監理符

合當地要求，就像中租迪和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拓

點就是成功案例。國內金融機構除了承做台商生產和

貿易融資外，也可朝向高端理財的業務去發展。至於

金融機構追隨客戶到已開發國家，只是純粹提供服務，

較無大幅成長的空間。對於西進中國，受到貿易戰的

影響和充斥著潛規則，朱浩民建議還是持保守的態度，

認為南向的藍海市場對台商較有發揮潛力，國內金融

機構應著力於此。

結　語

國內金融機構因應金融科技的發展，提升内部經營

效率，還是需要跟著時代潮流前進，開發新的業務和

產品，比如針對老年化的社會開發銀髮族的金融服務

是個方向，至於風力發電或太陽能發電的授信，朱浩

民個人的觀點認為仍具高風險性，除了政策性的考量

外，他是持較為保留的態度。有關純網銀的生存之道，

初期不期待會獲利，且仍需投入大量資金來支應，大

股東的態度就很重要，假以時日，隨著世代的更迭，

生態系的建構成熟，獲利可期，大股東就會支持，甚

至會整併小型金融機構，構築壯大生態系的陣容。假

若大股東不支持，可能會淪為大型金融機構和純網銀

的整併，甚至基於規模經濟的互利，純網銀之間亦有

可能互併。

國內金融機構因應之道，追隨台商開發新市場，滿足當地

低度的金融服務；另外，風險控管也要到位，金融監理要

符合當地要求。

朱浩民

朱浩民小檔案

學歷 :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博士

經歷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主任、興國管理學院校長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獨立董事、第一銀行、台

灣土地銀行、中國輸出入銀行常務董事、台

灣金融控股公司、台灣期貨交易所董事

現任 :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講座教授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合庫人壽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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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專區

金總會訊雙月刊7

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之執行情形：

❶ 108 年度教育公益基金：本基金截至 10月底，共募集 9,947萬元，辦理金融教育課程及獎助學金發放。

❷��金融教育課程：108學年度金融教育課程，已進行課程執行，以期同學獲益匪淺。

❸�本會將於 11 月中下旬召開第 15 次教育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各校獎助學金名單以及籌備 109 學年度教育

公益基金募款事宜。

❹�金融教育獎助學金頒獎典禮：本會已預定 12月下旬假福華文教國際會館舉辦。

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
執行情形

　　感謝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給我這個機會，在學
習的過程中面臨現實生活的困境有了幫助，除了減
輕了壓力，更讓我更有動力面對困難且積極學習。
　　願未來的自己也能成為有能力幫助他人的人。
祝　事事順心！

學生 敬上

To 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

　　感謝金融總會對學生的認可，給予學生如此重要的

幫助。在專心讀書之餘能以這份助學金減輕家中負擔和

生活開銷，使學生更加專注於課業和精進自我的能力。

　　貴總會幫助學生和家庭度過這段最艱難的時期，學

生日後若有能力自當延續這份愛心於社會，協助更多弱

勢族群，真的十分感謝！

學生 敬上

總是陪在我身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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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許理事長就本會 108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於 11月 7日下午協同十大公會、信聯社及相關金融周邊機

構代表，拜會金管會顧立雄主委，出席金管會舉辦之研商「108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會議，會中金管會

以簡報說明其工作重點及建言參採情形，雙方並就金管會對白皮書之回應交換意見，有效達成溝通之目的。

許理事長表示，白皮書自2010年提出迄今，已屆九年，深獲主管機關重視與支持，為優化這一跨業溝通平台，

今年採取 2 項新措施：其一為聚焦內容，縮減提案數，其二為主動拜會，強化與政府單位溝通說明。最後，

許理事長並代表金融業向金管會表示感謝之意。

108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研商「108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會議

本會第 5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業於 108 年 10 月 22 日召開完畢，會中通過議案主要為：(1) 有關本會

一位理事出缺，由候補理事李松季遞補乙案；(2) 通過本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乙案；(3) 規劃本

會「109年金融建言白皮書」乙案。

理監事聯席會議

本會吳秘書長率領許副秘書長、施研究員及資策會人員於 108年 9月 10日
拜會了「英國在台辦事處」，拜訪主要目的是就金融科技 MOU簽訂後加

強雙方互動及合作的機會，並邀請英國辦事處協助組團參與今年 11月底的台北金
融科技展。英方表示將全力協助，並將於展內籌設國家館。關於英國近來所專注的

綠色金融議題，金總將提供有助於推動台灣綠色金融合作的聯繫管道。

金融總會與外館交流拜會

本會與工商時報於 10月 29日合辦本論壇，邀請多位重量級產官界人士探討台商資金回流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當日行政院龔明鑫政務委員及金管會顧立雄主委均發表專題演講，本會許璋瑤理事長及吳當傑秘書長亦出席

致意。各界參與情形踴躍，活動圓滿完成。

「資金返鄉 x 百業興旺」返鄉躍升產業投資論壇

由金管會指導，本會與新竹市政府聯合主辦之 2019年
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新竹場 )，於 11月 2日 (周

六 )上午 10時至下午 3時在樹林頭公園盛大登場。本次活動
主題以金融知識宣導及慈善公益等為主，建立民眾對金融知識

的正確觀念及對偏鄉與社會弱勢族群的關懷。活動當日由金管

會主委顧立雄、金融總會理事長許璋瑤、新竹市副市長沈慧虹

及各金融公會理事長與金融機構董事長或代表等出席開幕式及

捐贈儀式，由 16個金融機構及周邊單位聯合捐贈新台幣貳佰
壹拾萬元給新竹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及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等 8個單位，並將園遊券兌換的發票捐贈給財團法
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活動現場攤位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分為金融教育區、愛心公益區，以及美食小吃等 3區，總計 119個攤位，另在
愛心公益區及美食小吃區提供「台灣 Pay」QR Code支付服務，增加民眾付款選項。
本次活動熱鬧滾滾，獎項豐富超值，吸引大批民眾前往會場參與金融闖關活動，兌換大會紀念品，舞台區 yoyo台

果凍姊姊活力帶動跳及魔術表演，並吸引滿場民眾同樂，讓市民渡過一個愉快充實的週末。

2019 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新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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