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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管會指導，本會與屏東縣政府聯合主辦之 2020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屏東場），於 10月 24日
（周六）上午 10時至下午 3時在屏東千禧公園盛大登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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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牧、金融總會理事長許璋瑤、屏東縣縣長潘孟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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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個金融機構及周邊單位聯合捐贈新台幣貳佰壹拾萬元給屏東縣社會救
助金專戶，並將園遊券兌換的發票捐贈給社團法人屏東縣兒童少年關懷協會等七個屏東縣公益慈善團體。

活動現場攤位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分為金融教育區及愛心公益區，總計 130個攤位，另在愛心公益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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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屏東場）

金融總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

本會於 10月 16日下午召開第 6屆第 1次會員大會，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邱淑貞於致詞時肯定本會在許理
事長領導下，整合銀行、證券、保險所有金融機構人力及物力，健全金融機構的功能，達到金融市場

定位的期待。並期許銀行業能運用信用分配的力量、在資本市場上運用永續商品開發及資訊揭露的力量，以及

保險業運用廣大資金投資的力量，一同重視環境保護，塑造低污染、低排碳社會的實現。另外也要運用金融機

構資金的力量來協助客戶改善環境，讓公司組織成立的目的，成為幸福生活最重要來源。本次會員大會已改選

出第 6屆理事 15名及監事 5名，會後並分別召開理事會及監事會，選出許璋瑤董事長續任理事長，邱欽庭董
事長擔任監事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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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訪

金管會積極規劃前瞻政策，引領我國金融業

向前邁進，同時積極推動普惠金融，最終

實現經濟包容性成長、改善貧富差距與生活水準、

促進社會公平及社會福利等目標。地方基層金融長

年以來扮演普惠金融的落實者，金管會訂定之「我

國普惠金融衡量指標」，其中部份即是確認透過地

方基層金融機構，完善服務鄉間與偏遠地區充分享

有便利、平等及合理之金融服務。

本期拜訪金融總會會員機構之一的中華民國信用

合作社聯合社，由現任信聯社理事主席麥勝剛分享

信聯社社員的社業務發展現況，說明長期維運地方

基層金融功能的努力，了解社員之間相互提攜之良

策。麥勝剛身為信合社模範生淡水一信之理事主席，

淡水一信連續6屆獲頒台灣傑出金融業務菁業獎《最

佳合作金融獎》殊榮，親身實證現代良方活力在地，

開創明日的新機。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在台灣金融研訓院破斧調查的

《2020 台灣金融生活調查》報告序言中提示，推動

普惠金融是日積月累、細水長流的歷程，「期盼在

潤物細無聲的不斷發展中，金融服務能夠愈趨切合

所有民眾需求，普惠金融得以花重錦官城。」信用

合作社源自史上「合會」組織，由少數人基於友誼

關係相互融通資金的組合，近代台灣亦從德國經由

日本，傳入信用合作制度，為台灣民間所常見的一

種互助組織，奠基於「社員是老闆、是經營者，也

是客戶」的信用合作精神，經由地域屬性深入地方

基層，超過一百年盡職建構地方網絡，第一線照護

百姓社員，促進工商業發展。

信合社組織具規模　 

小螺絲釘大功能

台灣市場上的合作事業，以信用合作、農業合作、

消費合作為主流，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曾爭取

信用合作社單獨立法，1993年 12月 3日總統令公布

施行「信用合作社法」，給予擴大業務區域、增加業

務項目、准對中小企業法人授信等營運、治理事項列

入條文內容，賦與信合社擁有專法之發展依歸。

目前加入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的信用合作

社社數 23 家、總分支機構計 307 單位，社員人數

73 萬餘人，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麥

勝剛指出，信合社的組織規模實際上遠比其他類別

合作社為大，業務亦比其他類別合作社發達，截至

民國 109 年 10 月底，全體信用合作社股金總額共

計 159 億 3 千萬元，存款餘額超過 7309.8 億元、

放款餘額達 5170.5億元。

「和坊間商業銀行相較，信合社總規模或許太小，

但信合社是唯一由老百姓﹙全體社員﹚所擁有的銀

行！」，麥勝剛說，民眾可以自由加入信用合作社

成為社員，所有社員權利義務都相同，透過社員「一

人一票」的選舉制度，選出理監事，其受全體社員

授權，共同治理信用合作社，信聯社成員的經營團

隊目前超過 50％為專業經理人，大家都在自己的崗

位上作好小螺絲釘的重要工作。

精進人力資本 

業務多元水到渠成

用「小螺絲釘」形容信合社服務地方的用心，麥

信合社維運地方基層金融　 

活力在地　創生明日

專訪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淡水一信理事主席 麥勝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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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剛理事主席為人處世謙虛，當

年他放下美國紐約大學（NYU）

MBA、美商花旗銀行第一屆儲備幹

部（MA）的大好前途，接棒父親麥

春福創設的淡水一信經營，克紹箕

裘創辦人樹立的信合社企業文化：

利潤與社員、顧客共享，數十年來

戮力崗位，以專業管理推動「社會

責任的企業運作」，經營成就回饋

地方。

然而，從全球第一大商業銀行回

到台灣地方性質的信用合作社，麥

勝剛不僅自己心境相當轉折，更看

到信合社在台灣面臨的極大挑戰，

諸如基層金融研究學者梁連文羅列

的「金融同業競爭加劇，面臨商業

銀行及農漁會信用部夾攻」，「收

益過度仰賴放款利息收入及不動產

放款，營運受政策影響風險攀高」，

「專業人才相對不足，不利新業務

拓展」，以及數位金融來勢洶洶、

客戶及員工高齡化等，對信合社的

未來營運，存在深層的影響。

麥勝剛理事主席強調，近半數信合社能挺過百年

風華屹立不搖，除了持續發揮「普惠金融」之利基，

也嘗試走出自己的差異化發展，像淡水一信為淡海

新市鎮管理社區管理費之金流相關個案，數位化的

簡便系統讓年輕客群對信合社改觀，部份還主動加

入淡水一信成為社員。也由於信合社第一線體認社

員的需求，淡水一信率先導入信託、保險代銷，並

設立「金融商品服務中心」專門服務高資產客群，

更不用說已是成熟服務模式的手機 APP、行動銀行

等，「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這些數位化通路社員

使用率很高！」

「淡水一信的改進經驗，在信聯社平台上分享

給同業」，麥勝剛理事主席表示，信聯社理事會

下設專案研究委員會、業務策劃諮詢委員會，每

季開會邀請金融同業或跨行業專家分享，也會不

定時有新產品認識的課程，經過同業交流、激勵

共同學習進步。

常保求新求進精神的麥勝剛，有次在其他的同業

會議上，獲悉花旗銀行台灣總經理張聖心在新冠疫

情期間繼續進行線上課程學習，提點自己也應能把

淡水一信的人才培育行動新增線上課程，且在人才

慰留需要下，事不宜遲。經過台灣金融研訓院的協

助和淡水一信內部合作，快速開啟信合社界第一套

數位課程，「我們第一家啟動，也鼓勵其他信合社

一起做！」麥勝剛說，信聯社對內鼓勵社員自律求

進步，對外代表社員協調聯繫、建議溝通，對於金

融總會之活動參與、議題回應積極表態，力促普惠

金融得以花重錦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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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現今滿街林立大小商業銀行、人人手機裡裝

滿各式金融服務 APP，還能把「地方基層

金融」議題詳加論述分析，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梁連文堪稱難出其右者。

紮實學研理論　 

經營追蹤到政策建言

從與台灣金融研訓院合併之前的基層金融研究訓練

中心，梁連文就投身地方基層金融研究議題的行列，

爾後台灣金融研訓院成立金融研究所，她擴大關注同

樣議題，進而攜手中華經濟研究院等智庫同儕，研議

地方基層金融之改革政策建言。在學術領域，攻讀日

本北海道大學農經博士，實際進入日本社會探究信用

合作社之歷史根源，進入文化大學擔任教職後，也曾

兼任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助理教授，目前是

文大財金系教授，把專業知識透過授課與指導學生加

以傳承，梁連文秉持「地方基層金融可以改革，不能

消失」的一貫精神，繼續站在推動者的行列。

即使眾多商業金融機構身陷「銀行過多，競爭激

烈」的情境，地方基層金融沒有在台灣消失。近期

台灣金融研訓院公布《台灣金融生活調查》，調查

結果顯示，民眾需要更用心的普惠金融、更多元的

金融服務，金融服務取得在都會區以外仍有極大差

距，同時，遇上財務危機時可獲得的人際支持，非

都會區遠大於都會區。梁連文指出，地方基層金融

機構座落於小鄉鎮，部份地區存在商業銀行不願投

入成本設置分行，反而給予地方基層金融機構有了

發揮的機會，提供在地服務，像極了地方小店，店

東和客戶長年往來，建立起家人般的關係和信任，

「『關係金融』（relationship banking）是地方基

層金融的既有優勢！」

金融版圖變遷 

自由市場 v.s. 政策輔導

包括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儲蓄互助社，

均屬於地方基層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發展歷程中，

發揮輔助一般勞工、農、漁民、中小企業等的金融

需求，其中信用合作社根源於德國的合作組織，日

據時期即創設，在我國有不可抹滅的貢獻。梁連文

以 1995 到 2020 年的統計資料作比較，1995 年本

國銀行 34 家、中小企銀 8 家、信合社 74 家、農

漁會信用部 312 家；放款佔有率部分，本國銀行

68.49％、中小企銀 10.69％、信合社 9.49％、農漁

會信用部 8.24％。其中，1995年發生彰化四信擠兌

風波，重創民眾對信合社的信心，也是信合社命運

改變的起點，1996 年信合社家有 73 家、分社 595

家，2002年信合社逾放比一度最高達 16％。

2020 年 8 月本國銀行 36 家、信合社 23 家、農

漁會信用部 311 家；放款佔有率部分，本國銀行

90.05％、信合社 1.72％、農漁會信用部 3.95％。

而信合社的家數遽降到只有 23 家、分社 284 家。

其中，農漁會信用部在政策指導下，2007 年啟動資

訊整合，採平台建構概念，提供跨行通提通存等業

務 E化，迄今在營運效益上相當顯著。

追求社員福祉最大化 

信合社營運核心宗旨

「25 年的轉變，金融版圖變動相當大，各類機構

的影響力也前後相反」，梁連文分析，其中信合社

的變動可從「正向」與「負向」看，前者有三個因素：

一、大型信合社改制為商業銀行，

二、中小型信合社採合併改制，

專訪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常務董事 梁連文

團結力量大

地方基層金融結合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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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合社主動概括讓與商業銀行；

後者則多是問題信合社，經過重建基金處理後，概

括讓與銀行，最終走向消失。

梁連文認為，「變動」為信合社帶來新契機，雖

然目前全體信用合作社存放款佔全體金融機構的比

率已不足 2％，相對弱勢；信合社的經營體質卻日

漸改善，2020 年 9 月逾期放款比率為 0.09％，優

於銀行 0.24％、農漁會信用部 0.75％；惟其獲利性

仍有很大成長空間。

「信合社不像商業銀行追求絕對利潤，信合社以

追求社員福祉為最大目標」，梁連文說，即使不賺

錢的業務區域，也有信合社設立分社提供服務，這

就是地方基層金融的精神所在：信合社透過「關係

金融」維持與社員、顧客的關係，形成 common 

bonds（生命共同體）。

信合社對於地方基層的金融服務，角色雖明確，

但資本規模偏小，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梁連文指出，

過去曾就政策上建議，採取類似農漁信用部上層機

構的農業金庫領頭模式，由合作金庫擔任整合者，

惟隨著合庫亦走向民營化，時空背景已然改變，「不

太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台灣社會面貌改變 

信合社功能更迭

合作組織從德國源起即採社員制度，追求的是最

大社員福祉，隨著信合社發展走過歲月，社員年齡

逐漸偏高，一如台灣當今社會的挑戰：高齡化、少

子化，梁連文認為，立足地方的信合社可就各自強

項加以調整，契合社員／顧客的金融需求，例如為

了吸引年輕社員加入，可將微型企業融資設計成年

輕社員創業資金之需求及輔導，而原有的高齡社員，

信合社應有完善的高齡化金融商品，如逆向抵押放

款、高齡化信託商品，而營業廳的硬體設施亦應調

整，讓上門的客戶感受到關懷服務等。

信合社要團結、團結、再團結

梁連文認為，主管機關重視信合社能夠協助地方

創生，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現存信合社在資產體質

良好下，應可在一致方向，團結進行多項作為，包括：

一、對微型／小微企業、弱勢族群提供資金服務，

同時搭配信用保證制度，以作到分散風險；

二、推動異業聯盟，除了提供融資，亦可考量搭配

輔導、媒合，應可帶來更大效益；

三、建置資訊共用平台，提升營運效率，方便接續

導入新客群和新產品。

上述建議，梁連文考量了競爭激烈的金融環境，

傳統金融機構共同面對 FinTech 的衝擊，向現有信

合社提出的衷心建言，能為信合社帶來現況的突破，

排開商業銀行和農漁會信用部的雙面夾攻。然而，

她最後仍不忘再提醒，信合社應放下目前單打獨鬥

的作法，加以整合為一合作金融集團，上層是信聯

社轉型為控股合作組織化，下層信合社仍維持合作

組織，各自為獨立子社，「投入合作平台的建立及

開創業務，以利創造出更大的群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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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主管機關利用監理科技強化監理效能，並解決金融機構經營

及法令遵循面臨的痛點，由金管會指導、金融總會及集保結算所

共同主辦「2020 監理科技黑客松」活動，集保結算所及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FinTechSpace） 擔任執行單位，招募「eKYC」、「市場資訊即時監理」、

「防詐欺／預警」解決方案。活動於今（109）年 8月 17日開跑，共有來自海

外的 18家國際團隊及 44家國內團隊，計 62家國內、外產學團隊共襄盛舉。

活動預計經初賽、復賽及決賽等評審及團隊 Demo過程後，將於 110年 1月

29 日舉行頒獎典禮，公布 5家優勝名單及 POC冠名獎，典禮將邀請金管會黃

主委親自頒發優勝獎。優勝團隊並將由主辦單位協助推廣主管機關及金融機構

導入應用。

本項活動係國內第一次舉辦的大型監理科技黑客松活動，也是呼應金管會今

年 8 月 27 日公布「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將辦理金融科技黑客松競賽納入

推動策略中。金融總會於活動結束後，將作滾動式檢討，作為後續辦理金融科

技競賽的參考，並持續利用金融總會平台功能，整合金融資源，協助主管機關

及金融業推動金融科技。

台灣首屆監理科技黑客松

Taiwan RegTech Challenge 2020 

本會 109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正式公布，於 9 月 26 日呈送予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與副院長、財經部
會首長、建言議題所涉及之主管機關、本會會員機構與會員代表、以及金融界董總卓參。本會並於 9

月 28 日將白皮書電子檔及發布新聞稿公布於官網（www.tfsr.org.tw），供各界上網了解參考。本會將於收
到主管機關就白皮書中涉其業務部分之意見回函後，一併將各單位意見彙整成表於官網上對外公布。

109年金融建言白皮書辦理情形

本會近期會員代表異動情形

時間 會員代表所屬單位名稱 新任代表 職稱 原任代表所屬單位名稱 原任代表

2020/9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羅贊興 副總經理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林長慶

2020/9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 
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黃書明 總經理 啟發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明智

2020/9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黃男州 董事長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曾國烈
2020/9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林志潔 董事長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李滿治
2020/9 光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詹正恩 董事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吳元仁
2020/9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寬成 董事長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許道義
2020/9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火燈 董事長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黃顯華
2020/9 豐農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邱俊光 董事長 大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陳正曜
2020/9 台北市租賃商業同業公會 李源鐘 理事長 台北市租賃商業同業公會 梁德強
2020/10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張陸生 總經理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許建隆

會
務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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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之執行情形：

❶ 109年度教育公益基金：本會已發函各金融機構、周邊單位、公會、會員機構及會員代表之機構等

120家，請其持續捐贈 109年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本基金至今年 10月底結餘 9,897萬元，

加計歷年累積賸餘 3,139萬元，合計 13,036萬元，可供續辦 109年度辦理金融教育課程及獎助學

金發放。

❷��金融教育課程：109年度年度金融教育課程，委託台灣金融研訓院、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及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已於 109年 7月陸續開辦。

❸�金管會 109 年普惠金融衡量指標，希望全台各鄉、鎮、市、區金融教育普及率達 100%，已協調

上述受託單位配合辦理，今年將達成普及率 100%目標。

❹�金融教育獎助學金發放：各校已於 10 月 30 日前，將審核後之受獎名單函送本會，目前正在審核

其資格，預計 12月上旬召開基金管委會，並於 12月底前發放 2萬 5仟元予審核通過之得獎學生。

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
執行情形

　　

　　很感謝
金融總會辦

理這獎助學
金

來幫助有需
要的人，感

謝金融融業
的

及時雨，讓
我有更多的

時間來讀書
，

專心學習專
業知識。

　　感謝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不但籌設教育公益基金，還提供金融教育課程給需要幫助的學生，今年暑假我至金融機構實習，也期許自己未來能往金融業發展，得到此獎學金的我也會更努力鑽研金融領域課程，而使自己有日也能如此回饋社會，絕不忘記在學期間所接受到的幫助。 

　　對於此獎助學金的開設感

到非常感謝，因為平常除了要維

持課業成績，還參加了一些服務

性、學習性的社團，也有跟著老師在

做產學教案，導致無暇打工，想必此獎

助學金定能幫助到許多學子，感謝金融

服務業聯合總會的大力幫忙。

　　很感謝
貴單位提供

獎助學

金，使我們
有機會獲得

幫助，

並改善家中
經濟。而這

獎助學

金更是讓我
知道金融服

務業在

賺錢之餘也
大方有力的

回饋社

會，實在萬
分感激。

　我覺得這辦理的很好，幫助一些在大學生活艱辛的學生，讓他們不會擔心太多，也讓他們能安心讀書。由衷感謝金融業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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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大金融科技盛事「FinTech Taipei Forum 2020台北金
融科技論壇」於 10 月 28 至 29 日熱鬧登場，今年主軸活

動包括國際金融科技論壇、金融科技演講會、Demo發表媒合會。
本次論壇以虛實整合的方式，邀請國內外專家及聽眾共同參與，

海內外合計超過 3,000 人次參與線上線下論壇互動、44 位國內外
專家上台分享、50 家國內外新創團隊 DEMO 交流，海內外共 21
個國家與會。
由本會與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金融科技發展基金贊助支持的台

北金融科技論壇，邀請來自美國、英國、澳洲、以色列、日本、波蘭、
加拿大、香港等國際 FinTech代表，以及金管會、中研院、集保結
算所等國內金融科技專家，進行經驗分享與對談。此外，10月 27
日、28日也針對金融科技新創交流舉辦Demo發表媒合會，以「國
內外新創趨勢講座」及「國內外新創發表」兩大主軸安排。

數位化與智慧化是產業創新主軸
論壇開幕式邀請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與金管會副主委許永欽蒞

臨，主辦單位之一的金融研訓院董事長吳中書表示，2020 年是金
融科技發展充滿動力的一年，不僅科技不斷進化，而受到疫情的驅
動，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面向也愈趨寬廣，期望透過本活動為台灣金
融科技服務注入更多創新能量。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指出，金融科技是數位技術領域的創新，

將 IT 運用到銀行、理財等服務，不但可提升業界的效率與效能，
讓民眾享受到便宜又便利的服務。當前我國正朝智慧城市、智慧國
家邁進，數位化與智慧化是產業創新主軸，金管會今年 8 月發布
「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將協助業者排除發展金融科技所面臨之
困難，促進金融服務效率、使用性及品質。
金管會副主委許永欽表示，台北金融科技展在前年及去年舉辦

獲得廣大迴響，參與人數超過 8 萬人，今年國際間大型活動因為
疫情影響，紛傳取消或改為線上舉辦，我國防疫成效良好，成為少
數能夠正常舉辦實體活動的國家，實屬難得，根據金融總會統計，
預估今年金融業投資金融科技發展將高達 188.8 億元、預計成長
14.3％，顯示金融科技具有十足發展性。
為協助金融科技發展，金管會的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以普惠、

創新、韌性、永續為目標，期能形塑友善的金融科技發展生態系，
促進相關服務或新的商業模式，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可及性、使
用性及品質。
金管會也將採公私協力方式與周邊單位及業者共同強化基礎工程

並排除障礙，所以路徑圖列出 8大努力方向，包括資訊分享、能力
建構、數據治理、監理科技、廣宣交流等措施，並調適數位金融相
關法令，強化創新園區的功能，以因應跨業跨域及場景金融的發展。

數位轉型、資訊安全、監理科技
今年的國際金融科技論壇，特別以「數位轉型、資訊安全、監

理科技」為三大主軸議題。數位轉型的專場中，由金管會邱淑貞副
主委針對金融科技與金融服務的發展願景進行演講，以及日本金融
廳國際政策管理官－三輪純平，分享日本金融科技創新與發展實
務，也邀請澳洲金融科技專家和與會來賓暢談澳洲金融數位化轉型
的實務經驗。
研訓院黃崇哲院長則進一步解析金融數位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

並藉由嘉賓座談，和來自銀行、證券、保險的台灣業界代表及日本、
澳洲專家，共同探討數位轉型的寶貴經驗。

2020 台北金融科技論壇登場

國內外 FinTech 專家，

暢談未來金融科技發展

在資訊安全場次，由美國資訊安全規範與避風港計畫營運長Mr. 
Carlos Recalde，以及以色列蓋夫亞姆先進技術園區執行長 Roy 
Zwebner 與總經理 Dr. Yaniv Harel 進行專題演說，金管會資訊服
務處蔡福隆處長亦分享台灣金融資安聯防經驗。在呼應金管會金融

行動資安方案的同時，也借助國際經驗，讓台灣在資訊安全的創新

思維與安全規範更上層樓，進一步防禦資安威脅，面對未來挑戰。

而監理科技上，EY新日本有限責任監査法人－小川恵子以線上
研討會型式，為與會人士分享日本如何落實發展監理科技的經驗，

也邀請集保結算林修銘董事長、香港、加拿大等代表，暢談監理科

技之於金融科技的重要性，為台灣監理科技的趨勢與發展提出分享

與獨到見解。

數位科技　加速金融產業創新

論壇第二天接力登場的是金融科技演講會，16 場專題演講中，
針對金融科技創新運用、新形態金融服務等熱門議題，邀請代表性

的金融業者分享，同時邀請多家國際獨角獸，包含日本 Finatext、
澳洲 Afterpay、英國 Rapyd、美國 DataRobot，以及波蘭的金融
科技關鍵網站 Fintek.pl共同展現創新能量。
透過盛大的活動安排與各國金融科技專家齊聚的陣容，讓不少

出席金融業者和同步觀看直播的觀眾大呼難得，並把握機會專心聆

聽，認識政府政策、海內最新發展趨勢。

DEMO媒合　推升 FinTech創新能量
今年論壇的另一個焦點，則是 FinTech Space 金融科技創新園

區所舉辦的新創 Demo 發表媒合會，邀請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8 大
類別 40 家新創團隊發表與募資媒合，讓與會的創投或金融業者可
以一次掌握新創團隊的最新發展。

今年首度舉辦加速器精選團隊（Hub's pick）活動，包括來自
10 個國家及國際加速器精選獨角獸、全球百大 RegTech 100、
FinTech of the Year等國際新創參與，並同步進行媒合安排。豐富
與多元的 DEMO 陣容，即讓現場進行 40 場次的媒合，堪稱是台
灣今年金融科技新創團隊最熱絡的媒合活動。

此外，園區並舉辦國內、外新創趨勢講座，分享台灣金融創

新生態之建構，並由國際專家透過視訊或影片，介紹目前國際

間開放銀行、監理科技的發展，邀請香港的 Cyberport、日本的
Finolab、馬來西亞的 FAOM、以色列的 FinTech Aviv，以及立陶
宛的 Rockit，五大加速器在線上齊聚，針對後疫情時代中各國金融
科技的演進與契機，進行交流分享。

「FinTech Taipei 2021　台北金融科技展」明年見
感謝各界的協助支持，今年活動在熱情參與中圓滿落幕，為持

續協助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延續過去累積的創新交流能量，明年

10/29-10/30亦將規劃於台北世貿舉辦「FinTech Taipei 2021 台北
金融科技展」，相關資訊請繼續關注 FinTech Taipei活動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