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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加坡金融科技嘉年華台灣新創館聯合參展

舉辦 ESG綠色金融科技共創論壇 
園區聯合實證團隊首次發表「臺灣地區中小企業綠色金融基礎指標」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為推動台灣金融科技產業發展，於 11 月 2 日至 4

日前往參加「新加坡金融科技嘉年華」活動，今年主題為「在波動

和變化中建立具韌性的商業模式（Building Resilient Business Models amid 

Volatility and Change）」，並以可行性（Viable）、負責任（Responsible）

及普惠性（Inclusive）作為三大策展主軸，吸引 450 多家參展單位、25 個

國家館參展，與會者背景則來自 110多個國家和 2千個組織。

本次園區與國發會亞洲矽谷以台灣新創館（StartupIsland Taiwan 

Pavilion）聯合參展，帶領園區團隊向海外展示台灣金融科技創新成果。國

外政府、主管機關主要詢問我國主管機關如何透過園區機制與產業互動；當地協會則詢問雙邊的產業資源互惠、座談會等

合作可能；新創團隊則多為企業解決方案和跨境支付居多，也有 ESG、區塊鏈相關團隊。

園區做為台灣的金融科技產業窗口，也受日本金融科技協會（FinTech Association of Japan；FAJ）邀請參加日本金融

科技交流會 Japan Fintech Reception，以及由哥本哈根金融科技協會（Copenhagen Fintech；CPH Fintech）主辦之丹麥

ESG座談會：Unlocking sustainable fi nance in Asia Pacifi c。本次園區共與 17國、共 35家機構洽談潛在合作及 FinTech

產業資源互惠機會，未來將持續強化與各國公協會、加速器之交流與合作。

金融金融科技創新園區為響應金管會

「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政策方向，

於 10月 25日舉辦「ESG綠色金融科技共創

論壇」，園區ESG聯合實證團隊首次發表「臺

灣地區中小企業綠色金融基礎指標」，邀請

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及「金融永續先行者聯

盟」五大金控參與討論，以金融視角助力中

小企業永續發展。

本會吳當傑秘書長指出，園區今年的實證主題，響應主管機關「綠色金融行動方案」政策。實證團隊經彙整銀行實務經

驗及專家意見，建構「臺灣地區中小企業綠色金融基礎指標」，透過實證擬具銀行業辦理中小企業相關綠色金融商品之基

礎指標及認證標準。

金管會創新中心胡則華執行秘書主持「ESG 綠色金融科技座談」，邀請「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金融機構代表、PwC

陳念平董事、台灣Visa王正平副總經理、政大金融科技中心王儷玲主任共同探討台灣推動綠色金融科技的優勢與努力目標，

以及未來如何在相應的金融監理及法規調適的機制下，藉助科技與金融的力量，加速綠色金融服務之發展。

台灣新創館參展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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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專訪

疫情封鎖、地緣政治衝突，全球市場近年

來發生激烈變化，數位環境躍為主流服

務，永續發展成為良善經營之必要，考驗金融業

面對動盪環境的韌性。KPMG 安侯建業《2022

台灣銀行業報告》指出，2021 年本國銀行業全

年稅前獲利逾 3,856 億元，挹注金融三業當年稅

前大賺近 9,366億元，年成長 38.7％，淨利息收

入創下史上新高紀錄，顯示基石穩固的我國銀行

業，在世代變遷之時為政府、銀行及消費者，持

續提供正向前進之角色。

在此變遷轉折之時，長期戮力銀行業共同利益

之增進的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以下簡稱「銀行公會」），舉行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進行理、監事、常務理事、常

務監事及理事長改選，最後並順利選出合作金庫

金融控股公司暨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雷仲達新任

理事長。

原任銀行公會理事長呂桔誠領導公會 6 年期

間，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肯定其積極整合銀行同業

的力量，推動各項重要政策，以因應防制洗錢、

數位轉型、資安防護、永續發展、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等重大課題，併肩激勵各銀行積極支持企業

所需資金，照護社會弱勢。

銀行公會設置秘書長 1 人，副秘書長 2 人，

承理事長之命綜理會務，組織中設有 15 個業務

委員會、2 個基金管理委員會及金融業拆款中

心，分別辦理會務及業務。雷仲達表示，「公

會是大家的平台，運作上相當順暢」，各委員

承繼榮光

銀行公會開展新篇章

專訪中華民國銀行公會理事長、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暨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 雷仲達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理事長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暨合作金庫銀行董事長

　雷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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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各自的業務重點，含概各式各樣議題，只要對

整個社會、銀行業的經營有所幫助，都會有委員會

及專人在負責。

以新任理事長宣示目標推動的七大重點工作中，

「協助推動國家重點產業發展」和「引導授信企業

進行低碳永續轉型」兩項，和授信業務委員會就有

直接關係，即為一例。雷仲達表示，公會在「橋樑

角色」上已經扮演很好的功能，未來會繼續推動公

會對於整體台灣金融發展，更上一層樓。

雷仲達指出，因應未來氣候變遷，公會已將赤道

原則 4.0 指引重要內容納入會員銀行授信準則，辦

理永續發展領域之投、融資業務，未來研議將綠色

金融及企業永續發展重要原則納入授信自律規範，

協助引導授信企業朝向低碳永續進行轉型。

永續金融國際規範倍出，因此銀行公會與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完成氣候變遷相關財務揭

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研究指引與報告，提供主管

機關與會員銀行參考，協助會員機構鑑別氣候風

險，創造永續金融商機。同時，研提「臺灣銀行業

責任銀行原則指引」，內容涵括我國銀行影響力評

估之基礎、SMART 目標設定、溝通機制及揭露方

法等項目，以協助本國自願遵循責任銀行原則規範

及精神。

面對國際趨勢及疫情影響促使許多金融業加速數

位化的進程，而「企業韌性、永續金融、數位加速、

人才培訓」，將會是為我國銀行業現階段跟進國際

趨勢最大的挑戰。雷仲達指出，公會將協助會員銀

行揭露及查證範疇一及範疇二與金融業揭露及查證

投融資組合財務碳排放（範疇三）碳排放，訂定時

程規劃。同時，對於金融業投融資或金融商品有對

外標示「綠色」、「ESG」或「永續」等概念者，

鼓勵其參考永續經濟活動認定指引，進行投融資評

估及決策、商品設計及與企業議合。

雷仲達認為，會員銀行的 ESG 行動力，發揮促

進整體社會追求永續發展的角色及功能，也在新南

向市場中已展現彎道超車的優秀，未來可透過議合

鼓勵客戶採取淨零碳排行動，公會亦將於網站專區

揭露連結會員銀行於永續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中的揭露情形。

我國金融開放 30年至今，正邁向與過往截然不同

的新時代，雷仲達指出，特別是近年來的新冠疫情

大流行，數位科技的興起使線上通路使用比例大增，

加速零接觸服務的發展，使得民眾親洽金融機構辦

理業務的人數明顯減少，銀行公會提供會員銀行對

於國際金融科技趨勢與解決方案的資訊，協助同業

收集國際數位轉型趨勢的典範與案例，預計包括產

品與服務創新、內部流程優化、客戶體驗優化、組

織文化培養等。

雷仲達任職跨機構、縰橫國內外，曾擔任過中央

存款保險公司董事長、高雄銀行代理董事長、高雄

市政府財政局局長，中央銀行行務委員、外匯局襄

理等，並曾為我國派駐中美洲銀行（CABEI）董事，

今年 5 月甫卸任信託公會理事長，任內積極推動信

託業務，協助人才培育。因此對於會員銀行提出數

位金融業務的法規鬆綁需求時，就完全買單，認為

這般才能促使會員銀行，與國際金融業者於金融科

技創新具備同樣的競爭優勢。

「公會會員銀行正面臨多重挑戰，也是蛻變的

契機！」，雷仲達說，民眾愈見偏好數位金融服

務，亦期盼金融友善服務環境，以及理財產業的

升級，如高資產財富管理服務，也要考量台灣社

會高齡化趨勢，透過公會共同推動人才培訓計畫，

後續還能針對海外華人與國際投資者提供多樣化

金融理財服務。

基於 2022年受到俄烏戰事及直接、間接衍生的原

物料價格、通貨膨脹，景氣明顯翻轉，且 2023年可

能迎來經濟衰退，雷仲達認為，主要國家激進升息，

加上地緣衝突未緩解，對全球景氣帶來不利影響，

2023年全球經濟年增率都會差一點，不過整體還是

在成長軌道上，影響台灣 2023 年經濟較大的變數

在於出口，內需服務業反過頭來，成為帶動經濟成

長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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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連3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加速催化金融科技蓬

勃發展，台灣金融科技的場景應用整個動

起來，金融數位轉型與服務升級獲得明顯成效。金

管會統計至 2022 年第三季底，在市場活躍的電子

支付機構已有 31家，在傳統金融機構的各項消費金

融商品助攻下，累計非現金支付交易金額達到新臺

幣約 4.5兆元的歷史新高。

由金管會指導，全台唯一官方冠名的「台北金融科

技展（FinTech Taipei）」，2022年強勢實體回歸於

現場展出，金融業者興奮地說，「數位轉型的核心是

顧客，科技與技術是其中的重要助力，展會中能實體

感受數位科技應用於金融的場景，非常真實！」

疫情這股亂流讓危機變成機會，靠人類的智慧與

獨特性加上彼此合作，得以讓金融科技的發展大步

邁前，金融業和科技業以及新創業者合作，不是「零

和遊戲」，大家相互合作，從各國發展的情況來看，

也看到了獨創性。疫情期間人們無法面對面交流，

金融業和科技業所激發出的創意，正好呈現出金融

科技最大的獨創性。

金融相互合作　展現獨創科技

2022 FinTech Taipei 主要執行單位台灣金融研

訓院副院長林仲威表示，2022 年展出主題「More 

FinTech, More Diff erent」，力求實踐金管會黃主委

的「相互合作，展現獨創」，從展會的策展初期的

2020 年 11 月底，結合金融周邊單位的專業與力量

建置金融科技共創平臺，由金融總會擔任總窗口，

「這次能夠實體舉辦，相當珍貴」，由於睽違 2 年

多才有此次實體展出機會，有更多的廠商舉手參與，

在這個大平台上展現金融科技的研發成果，與金融

同業互相交流學習，與社會大眾分享台灣金融產業

持續創新的動力。

今年大型金控、知名銀行傾囊力挺參展，於金融

科技博覽區展現科技創新應用豐碩成果，同場競美

的金融科技創新園區、國內外金融科技新創展區，

以及校園產學合作展區等，也有近百家國內外產學

界提出創新應用解決方案，帶給彼此切磋切磋的交

流場合。

以暢遊美好數位生活為主軸的玉山銀行為例，現

場規劃「數位銀行、智能金融及多元支付」三大展

區，連結數位服務、創新科技與顧客生活場景。其

中，「多元支付區」呈現零售生態圈場景，並展出

全家便利商店全新服務「FamiMobi」零售電動車。

玉山銀行數位暨客群處處長溫學華表示，透過玉山

2022台北金融科技展

跨域溝通大平台

台灣金融研訓院副院長 林仲威

台北金融科技展 FinTech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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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以輕鬆（Simple）、流暢（Smooth）、貼心

（Sweet）的 3S服務原則所設計的數位微金融服務，

參觀民眾現場體驗「全盈 +PAY」、玉山 Wallet 或

玉山電支等多元支付的無現金交易。

溫學華進一步指出，玉山致力運用人工智慧（AI）

提供有溫度、速度及準度的數位服務，在現場「智

能金融區」介紹賦能、風控、流程、行銷、服務等

五大領域 AI應用，提供現場體驗「智能投資健檢」

和「房屋價值試算」，獲得參觀民眾及金融同業的

熱烈回饋。

數位轉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在 2022台北金融科技展期間，國內首次「銀行業

金融科技創新與數位轉型調查」結果同時出爐，玉

山銀行與第一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台新銀行、中信銀行與永豐銀行，同列為「數位轉

型領先者」。林仲威指出，這是特別針對國內 30家

銀行進行金融科技創新與數位轉型調查，就金融機

構的數位發展、人才培養與技術應用等多個構面，

深入了解並提出機會與對策建議。

溫學華認為，金融業是受到高度監理的行業，金

融科技的落地與數位社會的到來也代表著國家競爭

力與進步的展現。玉山銀行名列此次調查的領先金

融機構，從中觀察到同業轉型成功的三大重點：一、

數位轉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九成銀行已啟動數

位轉型，且導入 AI以及大數據應用，驗證了「數位

轉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金融科技的發展讓金

融機構能夠以更貼近顧客的方式提供服務，深化與

客我間的往來，未來也要持續投入前中後台的流程

梳理，持續打造流暢的金融服務體驗。

其次，溫學華指出，數位轉型唯快不破，AI 模型

以及 RPA技術已廣泛被應用來取代人為經驗判斷，

加速服務申請效率，「數位轉型唯快不破」，金融

創新的路上更著重效率以及快速迭代，伴隨著新技

術的頻繁落地，金融機構必須持續培養數位人才，

有效地整合資源，以因應快速變動的市場及需求。

銀行與科技業者合作日益密切，除了支付功能以

外，又以大數據應用最為普遍，由此可見顧客對「金

融服務智能化、客製化」的重視程度提升。因此除

了善用金融科技外，金融機構也要掌握法規開放的

契機，結合數據推出創新服務解決顧客痛點。

首屆台北金融科技獎　跨域合作表現突出

金管會「第一屆台北金融科技獎」也是 2022台北

金融科技展的獨有特色。林仲威指出，此獎項選拔

是遵循金管會發布的「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辦理，

從 5 月徵件開始，第一次辦理的獎項就得到市場的

廣大迴響，經過 144 天的專業評選過程，挑選出同

業學習的最佳典範案例。

「全盈 +PAY」零售生態圈的創新商業模式，在此

次獲頒「共創典範獎」殊榮。「有別於市場上的其

他同業，全盈支付為國內首例，銀行與非金融業者

共組的電子支付機構」，溫學華說，合作初期雙方

致力於基礎功能的建置及支付通路的拓展，透過多

項專利技術，導入一站式開戶、即時用卡等支付關

聯服務；全盈支付也以業界首創「嵌入式金融科技」

將支付功能賦能予擁有高會員數且高頻使用的數位

平台，讓顧客不需要額外下載 App，就能立即使用

全盈支付。

溫學華強調，讓顧客在最短時間內、不須重複填寫

資料完成多項金融服務申請，「讓金融服務像水電一

般解決顧客日常生活中的痛點」，是玉山與全盈的共

同目標，期望透過金融與超商、電商的結合，共同服

務千萬會員，發展創新及體驗兼備的金融服務。

玉山銀行數位暨客群處處長 溫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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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

❶  金融教育獎助學金： 本會已陸續收到各校審核過之111年學年度金融教育獎助學金申請名單，目前申請共計1,507名學生，

後續將供本會金融教育公益基金委員會審查。經審定通過之學生，將分別於同一學年度上、下學期（預

計於 112年 1月及 112年 5月底前），各發放二萬五千元。

❷  金融教育課程：

1. 111年度金融教育推廣，除實體課程外，亦有數位影音課程可隨時觀看，另有網路有獎宣導遊戲及社群媒體與民眾互

動，並開發數位教學工具，以多元方式辦理金融教育宣導。

2. 有關跨部會金融教育課程，由金融教育推動小組認領執行，111年度截至111年9月底，金融教育實際需求共計277場，

已辦理完成 206場，相關小組成員表示已有規劃辦理課程，年底應可達成預定執行目標。至 112年之金融教育需求預

估 232場，將請小組成員認領執行。

本會 111 年金融建言白皮書正式公布，於 10 月 13 日呈送予行政院長與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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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並於當日將金融建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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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金融建言白皮書辦理情形

本會於 11 月 23 日下午召開第 6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金管會蕭副主任委員翠玲於致詞時肯定本會積極凝聚整合金融

服務業的力量及資源，擔任金融業者與政府間之溝通橋梁，近年積極協助金管會推動多項有利金融發展的政策與制

度，包括成立金融科技共創平台、推動金融科技園區工作、辦理台北金融科技展、成立國際金融學院、維持金融服務業教育

公益基金及金融科技發展基金營運及提出金融建言白皮書等。未來也期待本會與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合作，建立「金融業淨

零推動工作平台」，共同帶領整體金融業，朝向 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邁進。

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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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2022/10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蔡麗玲 秘書長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蔡長銘 投信投顧公會改派

2022/11 元大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翁健 董事長 元大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王榮周 銀行公會改派

2022/11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 張雲鵬 董事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

處理中心 劉燈城 聯卡中心改派

金管會為鼓勵金融業善盡社會責任，協助弱勢家庭青年學子順利完成學業，及提供金融教育課程，

以落實產學合作效果，特委請本會發起籌設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俾發揮共同回饋社會之綜效。

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金融服務業教育公益基金執行情形教育公益基金專區

會務訊息



金總會訊雙月刊7

由金管會指導、本會及台灣金融研訓院主辦的台北金融

科技展，在暌違兩年多後實體回歸，今年以「More 

FinTech，More Diff erent」為題，於 10 月 28、29 日兩天重磅

登場，現場展攤超過 370 攤、150 家業者，參觀人潮達 35,000

人次，成功打造台灣今年最大金融科技交流平台。

今年活動主軸包括金融科技博覽展、國際論壇、實務應用研

討會、FinTech Talks、台北金融科技獎頒獎典禮，以及國內外

創新應用發表 Demo Days 等，總計來自 18 個國家的金融科技

專家與新創業者參與盛會。

開幕典禮上，邀請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金管會主委黃天牧、

主辦單位－本會李松季代理事長、吳當傑秘書長、金研院黃崇

哲院長等共同揭幕，各金融公會、周邊單位、金融機構等重量

級貴賓蒞臨，一同見證台灣金融創新成果。

金融科技是普惠金融推手

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表示，金融科技帶動數位創新，是普惠

金融的推手。透過展覽可展現台灣金融科技能量與數位金融現

況，也能帶動跨界合作商機。行政院相當重視數位科技的發展，

透過前瞻計畫 2.0 希望讓大家能享受更快速、安全、與便利的

服務。此外，從近兩年相關數據與國際金融科技學院的設立來

看，金融業者培養金融科技人才不遺餘力，強化產業與科技界

的跨界合作，達到普惠金融目標。

FinTech
報導

FinTech
報導

FinTechFinTechFinTechFinTech

2022台北金融科技展重磅登場
金融、科技業者齊聚 大秀 FinTech 新創應用

2022
台
北
金
融
科
技
獎
獲
獎
團
隊
名
單

獎　項 獲獎團隊 產品 /解決方案

技術創新獎

創星物聯科技公司 車聯網綜合保險一鍵理賠服務

核心智識公司 智慧保險遠端服務帄台 Rita
金腦數位公司 圖文並茂聚星匯集數據影音互聯 Gateway Api

商模創新獎

洽吧智能公司 強制險 2.0
台北富邦銀行 智慧城市支付 pay.taipei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公司 PChome幫手貸

金融科技投資獎

中華電信 金融科技創新領航者

中國信託商銀 中信金頭腦 -金融科技投資
東宜資訊公司 東宜資訊共榮共享投資方案

共創典範獎

玉山商業銀行 玉山 x全盈 +PAY零售生態圈　合作單位：全盈支付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金資訊公司 區塊鏈函證在金融服務的應用　合作單位：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國泰人壽 核保 AI醫療影像應用　合作單位：雲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市場潛力獎

國泰金控 Smart Agent Go（Digital Insurance Tool in Vietnam）
黑森科技公司 SoFinX（Social Finance Exchange）
凸版蓋特資訊公司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金融科技發展　三大核心價值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指出，疫情對於金融科技發展的三大核心

價值，分別是合作、智慧與獨創性，以及以人為本。金管會在

疫情期間鬆綁許多政策，加速數位金融服務的腳步以期更便民。

希望在政府與業者攜手合作之下，讓大眾與弱勢族群，都能享

受到金融科技帶來的好處。

持續協助推動 FinTech創新能量
本會吳當傑秘書長表示，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 2022

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台灣表現第 11名，其中有 8項指標

排行全球前 3 名。從事金融科技的工作者，以及金融業與金融

科技業者合作也大幅增加，顯示台灣在金融科技發展有亮眼的

表現。未來金融總會將持續與校園進行數位沙盒實證合作，增

進創新能量，並且協助金融業者推動創新，促進產業發展。

金研院黃崇哲院長則感謝主管機關與各界支持，讓暌違近三

年的金融科技展能夠以實體展方式順利展出，讓金融科技新創

團隊的努力被社會大眾看到，而金融業者也可交流切磋，互相

激盪創意，以求進步，讓台灣加速達到普惠金融目標，使民眾

更信賴數位金融應用。

國際論壇、金融科技應用研討會

國際論壇以「數位金融創新的變革與展望」為主題，特別邀

請澳洲駐日本大使館財政部代表、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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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Space 數位沙盒校園實證基地發表校園創新應用成果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FinTechSpace，為擴大數位沙盒合

作實證場域並加速培育金融科技創新實證人才，於去

（2021）年率先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及國立中山

大學合作推出首梯「數位沙盒校園實證基地」，並於今年增添亞

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東華大學 3校，打造國內北、中、

南、東的區域創新實證中心網絡，建構一站式跨領域人才孕育平

台，以深化校園金融科技創新實證能量。

2022 台北金融科技展中特別舉辦數位沙盒校園實證基地 API

應用創新發表，由首梯校園實證基地合作教師帶領 4 組優秀

同學發表創新實證應用成果，也特別邀請到新創團隊洽吧智能

BravoAI 創辦人趙式隆、園區顧問萬國法律事務所助理合夥律

師蘇孝倫擔任發表指導業師，讓學生於發表後獲得產業面回饋

與建議，協助校園實證概念有機會更進一步商轉。

未來園區將持續深耕校園強化實證成果與產業接軌，提升跨

領域實證人才產業實戰力，展現校園金融科技創新應用能量。而

未來校園人才培育也將從持續深化，建立大專院校數位沙盒校園

實證基地，擴大推動學生至金融產業實習的校園接班人計畫，促

進產學人才接軌，為臺灣金融科技未來發展奠定人才基礎。

「2022台北金融科技獎」優勝揭曉　商模創新獎競爭最激烈

保險科技領域大放異彩　國際市場潛力獎以東南亞市場為首選

由金管會指導、本會與金融研訓院共同主辦的「2022台北

金融科技獎（FinTech Taipei Awards 2022）」於 10月

28日揭曉得獎結果，共有 99家機構參與、162件遞件角逐「技

術創新獎」、「商模創新獎」、「共創典範獎」、「金融科技投

資獎」與「國際市場潛力獎」等五大獎項，希望藉此活動來匯集

產業能量，加速國內金融科技發展，強化生態系鏈結。

頒獎典禮在台北金融科技展會場舉行，擔任致詞嘉賓的金管會

黃天牧主委指出，金融科技發展是跨域的合作、以集體創造、和

共同智慧來面對問題的一個工程，更重要的是要以人為本，亦即

創造、發展與實踐的目的，在於改善人類生活，這次得獎團隊的

解決方案均反映出這些方向。

首屆台北金融科技獎，從報名參賽的類型上，可看出智能理

財、法遵科技、資訊整合平台為目前主要發展的類型。若從公

司屬性分析，非金融機構以參賽技術創新獎最為踴躍，並以法

遵科技的創新應用為大宗；而金融機構則以報名商模創新獎為

主，著重智能理財與資訊整合平台的應用發展。此外，保險科

技領域團隊在本次競賽中，表現卓越，包括「技術創新獎」、「商

模創新獎」、「共創典範獎」與「國際市場潛力獎」都有團隊

獲得肯定，由此可見保險科技在創新上已有相當成熟的發展，

且多數保險業者亦以投遞共創典範獎為主，顯示台灣金融科技

逐漸跨域發展，尤其是車險、旅遊險、醫療核保等跨域合作正

在蓬勃發展。

本活動是依循金管會「金融科技發展路徑圖」所辦理，期望

能鼓勵業者進行金融科技研發，發展出創新與前瞻的商業模式，

透過共創合作來推動金融數位化發展，讓普惠金融能夠落實在

台灣每個角落。

資深參事、波蘭金融監管局金融科技主管以及美國在台協會商

務組代表等產官學界專家交流分享最新趨勢及因應之道。

金融科技實務應用研討會方面，首度公布台灣銀行業金融科

技創新調查，針對金融機構的數位發展、人才培養、技術應用等

多個構面的調查成果，並分別從產業面、技術面、服務面、生態

面，邀請專家座談交流，探討金融科技重點議題與技術新知。

線上直播看展、邀請偏鄉學子參觀

為讓這場金融科技盛宴的豐富展出內容即時介紹給大家，主

辦單位特別安排線上直播，帶領大家線上看展，讓線上觀展的

民眾，零距離體驗最夯的金融科技，與未來趨勢的應用場景。

大會也首度安排偏鄉學子前來體驗，其中，金管會蕭翠玲副

主委特別接待來自花蓮女中的同學們，透過有趣的互動，藉此

歡迎同學前來，感受一趟難得又有趣的金融科技學習之旅。

2022台北金融科技展順利結束，本會感謝各界共襄盛舉，未

來在主管機關金管會的指導下，將繼續協助推動產業發展與創

新，累積更豐碩的成果，實現普惠金融的目的。

黃天牧主委頒獎時，勉勵業者一起提升產業動能，加速金融科技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