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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2015 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經濟情勢 - 我國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會議紀實
蔡靜怡

本期重要內容

◎ 2015年第二場太平洋企業論壇
「國際經濟情勢-我國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會議紀實

◎ 面對國際競爭變局下的努力-韓國的經貿
整合戰略與產業因應政策(一)

互聯網金融模式與創新：P2P平台發展趨勢◎

前瞻「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成立於

1980年，長年來藉由亞太區域內產、官、學互

動，致力於區域整合工作。我國在 1986年加入
PECC，並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 PECC國
際論壇、研究與各項活動。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

會中華民國委員會（CTPECC）於 1991年正式
成立，從了持續參加國際活動之外，也積極在

國內推動太平洋經濟合作相關計畫。1995年，

CTPECC開始在全國各地舉辦太平洋企業論壇，

目的在扮演國內產、官、學界的橋樑，希望藉由

對時下重大議題的討論，除了推廣知識的傳播之

外，進而研擬具有可行性的對策。2015年 5月
12日針對「國際經濟情勢 -我國面臨的機會與挑
戰」假南台科技大學召開論壇，上午場次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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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研究院研究二所張建一所長主講 2015年國
內外產業發展趨勢，下午場次則討論區域經濟整

合發展對國家與企業的機會與挑戰。以下為相關

內容重點摘要記錄。

專題演講：2015 年國內外產
業發展趨勢 

張建一所長首先概述目前全球經濟情勢，

渠認為今年全球經濟在先進經濟體經濟復甦的帶

動下，可望持續溫和成長。其中歐元區與日本成

長力道明顯優於上年；美國受強勢美元影響，經

濟表現雖不如原先預期，惟仍較上年為佳；中國

大陸經濟則明顯放緩。接著介紹國際產業發展

趨勢，主要有三大面向：生產價值鏈改變、主

流產業消長與跨領域整合。生產價值鏈改變是因

為大國國內製造傾向「一條龍」生產模式發展，

例如美國不僅想擁有美國設計與美國製造，更掌

握並穩固美國領導的全球產業價值鏈高階主導地

位；主流產業消長乃是因為再工業化，創造新的

經濟成長模式，強調永續發展，綠色能源為各國

逐鹿的對象，各國依本身優勢發展不同重點，美

國投入潔淨能源技術發展、日本在環保、節能技

術上領先，南韓則集中在 LED照明、太陽能電

池、潔淨能源等；跨領域資源整合，提高產業競

爭力為製造業新發展，透過「跨領域與資源整

合」，因應未來人類與環境需求來發展「解決型

產業」，提供更友善的生活環境與支援來提高產

業競爭力。

接著張所長簡述台灣產業發展的結構問題，

我國產業成長動能不足，服務業占約 69%、工

業 29%，比例結構接近已開發國家，惟在全球

金融海嘯之後，我國製造業成長停滯，服務業發

展弱化，造成我國經濟成長動能相對不足。在製

造業附加價值現況方面，各國附加價值率主要受

景氣波動影響，然而美日德之製造業仍以 10個
百分點以上差距領先台灣及韓國；而我國製造業

附加價值率領先韓國越來越小。探究原因，除了

景氣波動外，近年國際原物料價格大漲，加上

大陸低價競爭，使我國附加價值率更因核心技

術仰賴國外輸入，產品差異化程度不高又缺乏自

有品牌等問題，加速下滑。我國研發經費占名目

GDP的比重，由 2006年的 2.51%持續提高，

2011年為 3.02%。與製造業大國相比，雖超越

美國的 2.77%、德國的 2.84%，仍低於日本的

3.26%(2010 年 ) 及韓國的 3.74%(2010 年 )；
且韓國 2006年至 2010年研發密度成長幅度為
24%，亦超過我國的 16%。我國研發經費多為

追求短期成效，著重在產品或製程改善，而非先

進國家著重的基礎研究上。另外，相較德國、韓

國等以製造業為主之國家，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經

費由企業出資比率明顯偏低，而產學互動不足亦

將使國家對基礎研究投入之成果，無法有效擴散

應用，進而影響未來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動能。

我國製造業以出口為主，但自有品牌出口之比重

仍低，難以在國際市場上建立差異化提高產品價

值。最後張所長以大國及歐洲小國如何引導產業

新發展的政策為例作為結語。以大國的政策重點

而言，首先成立新指導或推動單位，不以特定產

業為重，而著墨於創造自由平等的競爭環境，加

強創新與研發，讓產業多元化且自由的發展。追

求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亦體認到新技術發展將

促成中小與中堅企業所經營的新興產業將不斷湧

現，支援且引導中小企業往「專精」方向發展，

強化中小企業大量客製化能力。歐洲小國產業發

展的特色則是多是建立在自身文化技術和環境等

特色，並掌握生產鏈及品牌，成功發揚到全世

界。例如，比利時的巧克力、丹麥的酪農業、盧

森堡的鋼鐵業、挪威的漁業等，都是利基於其本

地文化、資源特色，再將其特色發揚到全世界，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再者，歐洲小國積極進行全球化，讓本國

企業走出去，而非刻意讓外國企業走進來；以全

球化的心態來經營其國家、產業與企業，著重於

讓本國企業走出去而非刻意讓外國企業走進來，

造就其「小」卻「強」的不凡成就。歐洲小國體

認到自己的「小」，缺乏足夠的內需市場，便走

向國際、開拓世界，勇於拓展國外市場，然而又

極度強調在地生產，以瑞士為例，無論是手錶、

巧克力，無論規模大小或歷史長短，幾乎都留在

瑞士生產。大部分歐洲小國的政府只專注於基礎

建設與提昇其行政效率，無論是投資、創新、品

牌等，幾乎都是由下往上、由人民來驅動，政府

不會直接干預與指導。

區域經濟整合發展 - 國家與企
業的機會與挑戰

本場次首先由 CTPECC邱達生秘書長介紹
東亞總體經濟與區域整合態勢：東亞在過去扮演

提供世界經濟供需與成長的重要角色，但隨著經

濟更加成熟發展與結構改革，東亞區域的資源必

須進行最適化的配置，區域經濟整合對於提升資

源配置效率、提升經濟成長與就業機會有正面的

助益。接續邱秘書長提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IIB)可為區域整合的新型態，其向亞洲提供資

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旨

在促進亞洲的建設連結和經濟整合進程。東亞經

濟體是我國的夥伴也是競爭對手，而我國經濟對

外貿倚賴與國際供應鏈參與程度皆高。因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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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林靖中主任、台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林泰檳會長、經濟部南部辦公室代表、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邱柏青參事、南台科技大學商管學院周德光院長、南台科技大學賴明材教務長、台經院研究二所張建一所長、CTPECC邱達生秘書
長、CTPECC許峻賓副研究員

極參與整合是維繫成長動能的關鍵。提升 FTA
覆蓋率與支持消弭供應鏈障礙，雖然提高自由貿

易協定覆蓋率不一定保證提升經濟成長或社會福

利，但至少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

 本場次第二位講者為 CTPECC許峻賓副
研究員，以亞太區域政經競合與我國的機會為

題，提出觀察。他以 TPP跟RCEP為例說明中、

美亞太區域經濟的競合：TPP雖是一個開放性
貿易協定，歡迎各國參加，也包括中國大陸，但

中國大陸迄今未宣布參與 TPP談判，僅表達興

趣；而RCEP仍為「10+6」(5個 10+1FTA連結 )
的架構與格局，融合 EAFTA與 CEPEA，尚未
考慮邀請美國參與，但卻是一個開放性的自由貿

易協定，不能排除美國參與的可能性。TPP與
RCEP是美國與中國大陸在經貿整合上競爭的
重要政策工具，無論在時程或議題上，都希望能

超越彼此，或顧及自身利益的制度。甚至扮演主

導的勢力，但兩者均為開放性質，若中美邁向合

作之路，可能出現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融合的狀

況。接著許副研究員以物聯網及智慧城市為例，

提出我國面對新一波產業創新格局的機會。在物

聯網方面，我國在物聯網產業鏈主要有原相、笙

科、聯傑、矽創、日月光、台積電、創傑、聯發

科與宏碁等企業，分別是在感測晶片、無線充電

系統、射頻晶片、晶片封測廠、藍芽晶片等；在

智慧城市方面，我國廠商積極佈局智慧城市規

劃，如台達電、大同、研華、磐儀、合勤控、神

達、中華電、亞力、遠雄與中保等，分別在兩岸

智慧電網、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路燈、智

慧零售等保有利基。

第三位講者為經濟部國貿局邱柏青參事，

渠首先介紹全球區域經意整合動態，TPP與
RCEP簡介及談判進展。接著針對 TPP/RCEP
對我國農業、工業與服務業的機會與挑戰提出說

明。在農業方面，我國的因應方案主要為促進地

產地銷，建立市場區隔、實施直接給付，保障農

民所得；在工業方面，則爭取有利降稅條件，延

長產業調適期、成立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深入

產業聚落並提供轉型協助、實施「因應貿易自由

化就業發展與協助方案」，辦理勞工技能、創業

技能及經營管理培訓，提供就業安定協助及在職

勞工薪資補貼等；在服務業方面，就可能進一步

開放之項目，政府已展開公眾徵詢及研擬修法草

案，以利未來配合談判推度立法、研修建置資通

安全防護措施之相關法案，在市場更為開放的同

時亦能兼顧資訊安全，我國以允許外銀在台子行

資訊系統可跨境委外，其餘開放可自由流通資訊

之種類將視談判進展再予以研議。

本場次第四位講者為住華科技黃建銘董事

長特助，渠以工業趨勢與學生職場競爭力為題，

期望在場的青年學子在就學期間應多多培養自

身的職能。從企業人才任用條件開始，嘉勉學

生要培養 3Q，分別是 AQ(Adversity Quotient)
逆 境 商 數、IQ(Intelligent Quotient) 智 商 與
EQ(Emotional Quotient)情緒智商。除了強化專

業與通識學習外，問題發覺與分析能力更應從日

常生活中漸漸培養。最後，要培養跨界思考能

力，與專業領域相關之法律或者專業倫理更是決

定未來職場生涯格局的關鍵。

（作者為 CTPECC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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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際競爭變局下的努力 -
韓國的經貿整合戰略與

產業因應政策 ( 一 )
滕人傑

韓國
經貿

1. 前言 -- 韓國追求經貿整合的進程

回顧 2014年，關於亞太區域經貿整合最重

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中韓自由貿易協定 (FTA)的

正式啟動。作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成

員國之一，韓國總統朴槿惠利用 2014年 11月

中國大陸舉辦 APEC第 22屆年會暨領袖會議之

便，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一同在北京正式

宣布中韓 FTA實質性談判結束。並在兩國領導

人見證下，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部長與中國商務

部部長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結束中韓自由貿

易協定談判的會議紀要。根據這份紀要，兩國將

在 2014年底前完成剩餘的技術問題談判，並於

2015年正式簽署中韓 FTA。

近年來，韓國與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一同構

築經貿整合的步伐，隨著中韓 FTA將於 2015年

正式上路，更加引起國內外輿論及媒體的關切。

到目前為止，韓國已經完成簽署的 FTA達到 8

項，其中包括美國、歐盟、東協以及印度等重要

且龐大的市場，這些貿易國或地區對韓貿易額佔

韓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已可達 35.3%。除了上

述已簽署的 FTA之外，從 2013年到 2014年底，

韓國已分別與加拿大、中國大陸、紐西蘭及越南

完成了 FTA的實質性談判，同時正積極與墨西

哥、澳洲、南美共同市場、南非關稅同盟、俄羅

斯以及日本等全球重要市場，共同研究與評估

FTA當中。

從近年來積極透過雙邊 FTA整合國際經

貿版圖的做法來看，似乎韓國仍以貿易自由化

促進國內出口，作為該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策

略。然而，國內知名經濟學家朱敬一已指出，

自由化、國際化只是達成產業良性競爭與創新

發展的市場手段，而非最終目的。若沒有明確

的政策目標與發展方向，可能導致國內產業競

爭力不足。如此在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環境下，

一樣無法提振經濟，反而可能加速國內產業的

空洞化。因此，韓國過去十年來雖然四處洽簽

FTA，但也應該同時搭配適當且成功的產業政

策，以扶植國內產業並使出口競爭力提高，兩

者相輔相成方能克竟全功。

2. 經貿整合下日益激烈的國際競
爭及韓國的因應之道

韓國致力於追求經貿自由化的做法，與追

求經濟成長的總目標是否完全沒有矛盾 ? 根據

天下雜誌分析亞洲各國經濟情勢 1，2014年韓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　 2 0 1 5年 5月號 5

1    參考“韓國全力衝刺「朴槿惠新政」＂，天下雜誌，第 563期，頁 162~165，2014年 12月。

2    根據韓國工商業聯合會針對韓國 700家企業為對象，調查關於中韓 FTA對韓國企業影響，結果顯示對中韓 FTA採取觀望態度的企業
      類型主要為造船 (60%)、機械裝備 (52.3%)以及家電 (48.8%)。

3    參考朱大永，“創意經濟下韓國政府產業政策發展方向＂，「2014年亞洲國家產業發展方向與政策研討會論文集」，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4年 10月。

國經濟的復甦力道開高走低，經濟成長率從第一

季的 3.9%一路下滑到第三季的 3.2%，主要的

癥結就在於手機、石化等韓國歷年以來的主力出

口產品，正遭到中國同業競爭者的挑戰。而天下

雜誌針對中韓 FTA的議題，專訪韓國經濟通商

大使，也是韓國一系列 FTA政策幕後推手的朴

泰鎬指出，中韓 FTA的簽署雖然是韓國 2015年

最重要的對外經貿工作之一，但以目前所知的內

容來看，中韓 FTA的自由化深度與速度，並沒

有達到當初預期的目標。原因就是中韓雙方都有

各自需要保護的敏感產業，例如韓國的中小企業

以及農業，以及中國的汽車及零組件、鋼鐵、機

械及面板等產業。以降稅時程最長達到 20年的

情況來看，中韓 FTA產生實質效益的期間也會

拉長。同時中國為確保國內產業在自身市場的佔

有率，韓國也無法全數產業皆享有關稅降低的好

處。根據一項對韓國企業調查結果顯示，針對透

過中韓 FTA取得明顯出口優勢方面，造船、機

械設備以及家電業產業態度仍較保守 2。

因此，中韓 FTA與其說是韓國追求東亞經

貿整合的一項重大勝利，更不如說是韓國希望透

過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藉此取得對北

韓的安全保障，並在未來針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 (RCEP)以及中日韓三國 FTA中為本國爭

取更有利位置，而進行的一項多重戰略的投資。

從以上趨勢皆可以看出韓國在積極追求區

域經貿整合下，經濟發展的前景其實仍是利弊互

見，而自身產業政策能否有效支持國內產業的持

續轉型升級，還是決定成敗的最終關鍵。也因

此，韓國總統朴槿惠 2014年初上台後，立即提

出「創意經濟」的發展藍圖，希望在全力追求韓

國與世界經貿接軌之餘，也能夠轉變韓國過去以

重工業、IC製造業為核心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

走上以創新技術、服務以及商業模式來驅動的創

意經濟發展模式。

綜上所言，韓國是否真的能夠讓經濟脫胎

換骨 ? 重點仍是在於本國的產業政策能否幫助

國內產業走上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道路。韓國的

創意經濟藍圖，其實是為了解決目前影響韓國經

濟發展的兩個主要障礙。第一、韓國在 2008年

國際金融海嘯後，國內經濟成長率長期陷入 3%

以內的低成長困境，第二、國內大企業大舉海外

投資造成的國內工作機會減少，青年失業率逐漸

增加。因此韓國產業迫切需要新型態的刺激景氣

政策，以催生創新型產業 3。

（未完，下期待續，本文轉載自《臺灣經

濟研究月刊》第 38 卷第 2 期，作者為台經院研

究二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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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亞洲經濟整合將具更寬廣的

運作空間

余慕薌

由中國大陸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簡 稱

AIIB)進展過程快速，在中國大陸主動提議願意

拋棄西方國家擔憂的單一否決權後，眾多歐洲國

家相繼表態支持，致使截至 2015 年 4月 15日，

全球總計已有 57個國家成為創始會員，重要國

際金融組織包括亞洲開發銀行 (ADB)和國際貨

幣基金 (IMF)也表示樂意與 AIIB展開合作。隨

著中國大陸此一全球重要經濟體的未來發展，其

未來在 AIIB之影響力仍不可輕忽。

AIIB是一個向亞洲各國之基礎建設提供資

金支援、具有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

構，中國大陸於 2014主辦 APEC會議期間大力

推動，除實現其「一帶一路」理想外，也希望在

「APEC連結性藍圖」之下，有效促進亞洲各區

域之間的實體連結與經濟整合，並透過中國大陸

和亞洲各國密切的合作，深化經濟整合的腳步。

AIIB正式成立後其總部將設在北京，法定資本

額達 1,000億美元。

意向創始會員國達 57 個

 2014年底前，中國大陸即已積極推動，並

吸引約 22個成員簽署《籌建 AIIB備忘錄》，但

絕大多數都為亞洲國家 (請參表一 )，主因美國

在剛開始之際質疑並提出批評，一度促使大半歐

洲國家遲疑不前；不過，在中國大陸持續努力並

強調不致採取如同 IMF等重要國際金融組織之

大國單一否決權的保證下，以及歐洲重要國家希

望參與亞洲基建商機的情勢下出現逆轉。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3月 23日在

北京公開強調，「AIB還將以開放、包容的姿

態，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相互補充，實現互利共

贏。」AIIB多邊臨時祕書處祕書長金立群也表

示，「中國雖為第一大股東，但會「將遵守國際

通行準則，不會以老大自居。」歐洲主要國家，

如英國、法國和德國等亦公開認同 AIIB足以與

其它重要國際金融機構形成互補，藉著成為創始

會員並可先行掌握制定 AIIB規範 (rule-making)

的權利，接著其他歐洲國家亦宣佈跟進。

截至 4月 15日止，成為 AIIB意向創始成

員國總計有 57國 (請參表一 )，1接著 4月底和

5月底分別於北京和新加坡舉行第 4和第 5次談

加入方式 成 員

簽署AIIB

備忘錄

提交加入

AIIB意向

確認函

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孟加拉、印度、斯

里蘭卡、尼泊爾、汶萊、哈薩克、烏茲別

克、科威特、阿曼、寮國、蒙古、緬甸、

越南、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

泰國、新加坡21國在北京正式簽署《籌

建AIIB備忘錄》(2014年10月24日)。
印尼(2014年11月25日)簽署備忘錄。

歐洲：法國、義大利、德國、奧地利、盧

森堡、英國、瑞士、西班牙、葡萄

牙，冰島、荷蘭、丹麥、芬蘭、瑞

典、挪威、波蘭、馬爾他

亞洲：1.韓國 2.俄羅斯、土耳其(歐亞) 3.
喬治亞、塔吉克、吉爾吉斯、亞塞

拜然(中亞) 4.馬爾地夫(南亞) 5.沙
烏地阿拉伯、約旦、伊朗、阿聯、

以色列(中東) 

大洋洲：紐西蘭、澳洲

南美洲：巴西    非洲：埃及、南非

表一：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AIIB)
意向創始會員國

表一：截至 2015年 4月 15日止

亞洲
基建

1    香港於 2014年 12月即提出申請，至今已完成商談加入，預期將以普通成員身份加入；另有匈牙利和中華台北預期未來亦將以普通成
     員身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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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主要是決定亞投行章程草案，預期 6月底

前即可簽署章程，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

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亞洲發展先進的重

要經濟體中，日本方面認為仍有必要審慎評估

AIIB是否能確立具有公平性的組織治理，近期

內不致加入；不過，亞銀 (ADB)總裁日籍的中

尾武彥卻公開表達，AIIB之成立乃為適應亞洲

地區的經濟發展需求，亞銀願與 AIIB開展合作。

安倍首相於 5月 21日進一步強調，將提高 ADB

的貸款額度 50%，目前 1530億美元的法定資本

也將進一步提高，顯示ADB欲與AIIB抗衡之意。

AIIB 朝「高標準」發展可帶動
中國大陸金融改革

觀察 AIIB之出資額和投票權等，中國大陸

未來的影響力仍無法漠視。不過，隨著在國際金

融機構 (例如，IMF和世銀 )已擁有相當經驗的

眾多歐洲國家加入，也有可能將 AIIB朝向「高

標準」的方向邁進，一方面激勵國際金融機構之

間趨於良性競爭 (如前述 ADB的表態 )，並帶動

中國大陸的金融改革；另一方面，亦可能給亞洲

經濟整合帶來更寬廣的運作空間。

首先，在出資額方面，根據現有章程，《籌

建亞投行備忘錄》已明確定義出資上下限：AIIB

法定資本額 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

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 20%。

AIIB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已做出「在初

創階段中國大陸之出資額可最高達 50%」的保

證，展現一個龐大經濟體應有的貢獻程度。

其次，AIIB作為「多邊開發銀行」治理

最核心的問題，仍是在於投票權的重要選項。

AIIB與世銀和 ADB等國際金融機構根據出資占

股比例來決定投票權方式截然不同，未來極可

能分成兩部分：一是亞洲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占

75%，亞洲區域內國家和地區的投票權都將透過

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標來決定。另一是非亞

洲區域之國家和地區占 25%。若單純以依據經

濟權重 (GDP和人口等 )來計算，即使隨著參與

成員增加，中國大陸相對投票權所占比例可以降

低，但中國大陸仍居首。

第三，更符合開發中國家需求的AIIB模式。

美國在 IMF儘管擁有相當優勢的主導地位，但

至今尚無法讓國會同意提供額外的資金給 IMF，

來因應中國大陸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基礎建設需

求，後者在 IMF 的發言權也受到阻礙，也因此

不斷出現「必須尋求一個更為民主的管理方式以

更加符合開發中國家需求」的聲音，許多申請加

入 AIIB的成員，因而採取具體行動，支持 AIIB

的成立。

第四，引進西方金融管理運作方式，有利

推動中國大陸金融改革。由於 AIIB業務定位為

準商業性，初期主要將向主權國家的基礎設施項

目提供主權貸款；同時亦考慮設立信托基金，

針對不能提供主權信用擔保的項目，引入公私

合作夥伴關係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亦即透過 AIIB和當地政府出資，與私

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動員主權財富基

金、養老金以及私營部門等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亞

洲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些事實都需要

更透明與公平的法規環境，中國大陸為了要讓

AIIB持續良好運作，未來在金融方面的開放改

革腳步亦會隨之加快。

小結

誠如美方所言，重要的是各個成員未來都

須推動 AIIB符合現行多邊組織之高標準，包括

強有力的董事會運作及監督機制和透明度。數十

年來，世銀和 IMF提供貸款的條件，也都附帶

著要求政治「改革」(reforms)，例如，增稅、

民營化、自由化貿易、提高利率或減少對糧食、

燃油和醫藥的津貼。這些因 AIIB的成立，再加

上當前國際油價的下跌對於向來依賴原油進口的

亞洲國家而言，未嘗不是個有利建立 AIIB符合

國際金融組織高標準的恰當時機，甚至於可能會

帶來有利於亞洲經濟整合更寬廣的運作空間。

( 本文作者為台經院國際處助理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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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金融模式與創新：
P2P 平台發展趨勢

周佳寧

在網路逐漸顛覆貿易、旅遊、教育、娛樂

等領域後，網際網路的開放、平等、合作分享的

精神也滲透進金融業，讓資金供需雙方不需要銀

行、證券、保險業等金融機構仲介，而有其他更

便捷的取得與交易方式。特別在 2007~2008年

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信用緊縮，加

速 P2P信貸 (Peer-to-Peer Lending)平台的盛

行，成為小額資金融通之熱門管道之一。

P2P信貸平台的借貸，儘管利率較高，但

透過網路技術與巨量資料分析技術的協助，取得

貸款的速度快上許多，難度亦大幅降低，且因不

經由商業銀行繁複的審核流程，將可節省借貸成

本，而投資人亦可提高投資報酬率，但也面臨極

大的違約及捲款等交易風險，金融監理機構應思

考如何適度開放以快速媒合借貸雙方資金，並靈

活監管以控管借款人的風險，均為目前全球互聯

網金融模式發展下的重要政策課題。

P2P 借貸的定義與平台運作模式

P2P網路借貸平台的概念是將有閒置資金

的一方透過第三方網路平台的媒合，借給有資金

需求的一方，以獲得報酬。實際做法是借貸雙方

各自列出條件與需求，平台提供對比和篩選機

制，換言之就是發揮網路「搜尋、比價」的優

勢。目前這類的平台提供了幾種機制：應用巨量

資料進行貸款人信用審核、利用網路第三方支付

工具，負責資金清算、提供帳戶資金進行加值服

務，同時，也涵蓋提供債權轉讓、第三方擔保、

無息公益、平台擔保等功能。通常借款人不知道

放款人是誰，償還借款時是將錢交給網路平台，

再由平台將利息與本金轉給放款人（附圖）。網

貸過程中，網路平台僅提供交易訊息，並不參與

現金交割，借方違約風險評估由平台本身或合作

信評機構負責審查，必要時由擔保機構負責交易

擔保，若借方延遲還款，則須向借款人催繳，而

網路平台在過程中收取部分比例的費用。

P2P 借貸平台的應用案例

過去十年間，P2P借貸服務在世界各地蓬勃

發展。2005年在英國成立全球第一家知名 P2P

借貸平台 Zopa後，P2P資金借貸平台便盛行於

全英國，並迅速擴展至美國、德國等國家。2005

年美國 Prosper成立，2006年 Lending Club也

隨之成立，中國首家 P2P借貸平台拍拍貸則於

2007年成立。以下將針對英國、美國及中國大

陸知名的 P2P信貸平台運作模式進行分析：

附圖   P2P 借貸平台的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4)。

金融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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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

1、Zopa、RateSetter、Funding Circle 運作機制比較

全球第一家 P2P平台 Zopa 2005年於英國

倫敦上線營運，該平台依據個人信用紀錄將借

款人分為四個等級，投資人依據借款者的信用紀

錄、借款金額和借款期限選擇投資項目，金額、

利率則由雙方共同協商。

為因應 P2P平台的興起，英國成立 P2P金

融協會 (The Peer-to-Peer Finance Association, 

2PFA)，初始成員包括 Zopa（2005年成立）、

RateSetter（2011 年成立）和 Funding Circle

（2011年成立）三家較具代表性之 P2P借貸平

台業者，三者之市占率達 92%，營運模式皆屬

於鏈結借款人與貸款人的第三方網路資金借貸媒

合平台。借款人提出欲借款項的金額及期望的借

款利率，投資人同時也能夠提出期望貸予的金額

及利息報酬；第三方的 P2P借貸平台提供篩選

與比對機制，平台之獲利來源則為向借款人與貸

款人收取手續費用。

三家 P2P借貸平台之風險管控各異，Zopa

與 RateSetter皆設有償債準備金機制，Funding 

Circle則強調借款人的信評控管（附表）。

項目 Zopa RateSetter Funding Circle
貸款規模 6.32億英鎊 3.58億英鎊 3.80億英鎊

用戶規模
1.貸款人：57,000名

2.借款人：80,000名（個人為主）

1.貸款人：15,637名

2.借款人：54,657名（以個人為主）

1.貸款人：32,907名

2.借款人：5,500名（以小企業為主）

營運模式 借貸雙方的配對服務 借貸雙方的配對服務
1.借貸雙方的配對服務

2.貸款人亦可主動投標

貸款規模 6.32億英鎊 3.58億英鎊 3.80億英鎊

貸款條件
1.最小貸款金額：10英鎊

2.貸款年限：不超過5年

1.最小貸款金額：10英鎊

2.貸款年：可以月計，不超過5年

1.最小貸款金額：20英鎊

2.貸款年：6個月至5年

1.平均貸款規模：7,500英鎊

2.平均借款規模：5,000英鎊

1.平均貸款規模：5,855英鎊

2.平均借款規模：17,505英鎊

1.平均貸款規模：60,000英鎊

2.平均借款規模：6,000英鎊

借貸利率
1.年平均收益率：5%
2.借款利率：4.5~15.5%

1.年平均收益率：五年期借款年收益為5.6%
  、三年期為4.4%、一年期為3.1%
2.借款利率：5~12%

1.年平均收益率：6.4%
2.借款利率：6.4~11.8%

借貸規模

1.貸款人：57,000名

2.借款人：80,000名（個人為主）

1.貸款人：15,637名

2.借款人：54,657名（以個人為主）

1.貸款人：32,907名

2.借款人：5,500名（以小企業為主）用戶規模

借貸雙方的配對服務 借貸雙方的配對服務
1.借貸雙方的配對服務

2.貸款人亦可主動投標
營運模式

1.對接信評機構，與追債公司合作

2.目前提供567萬英鎊的儲備基金

1.對接信評機構，與債務公司合作

2.全球首家P2P公司設有償債基金

3.全球首家經過信評機構評測風險的平台，

  產品得分為「一」，這意味著風險極低，

  發展穩健

4.部分資金來自英國銀行

1.內部擁有完整的風險控制措施，對

  企業進行風險評級A+/A/B/C/C-五個

  等級，並只向成立兩年以上的企業

  提供貸款服務

2.部分資金來自英國銀行

風險管理

0.25% 無相關資訊 1.4%壞帳率

借款條件
1.借款金額：1,000~20,000英鎊

2.借款年限：1~5年

1.借款金額：1,000~25,000英鎊

2.借款年限：1個月至5年

3.借款成功，需支付0.5~4%至償債基金

   (Provision Fund)

1.借款金額：5,000~100萬英鎊

2.借款年限：6個月至5年

獲利來源

1.貸款人：貸款金額的1%，及每年 
  需支付貸款金額的1%
2.借款人：固定費用

 （190英鎊以下）

1.貸款人：自RateSetter獲取報酬的10%
2.借款人：固定費用（100~180英鎊）

1.貸款人：貸款金額的0.25%，及每年

  需支付貸款金額的1%
2.借款人：借款年限一年以下手續費用

   為借款金額的2%，二至三年為3%，

   四至五年為4%

附表   主要借貸平台運作機制

注：1.資料截止至 2014年 9月。

資料來源：各家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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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國 P2P 平台發展特性

鑒於英國 P2P平台蓬勃發展，英國開放資

料 研 究 院 (Open Data Institute, ODI) 於 2013

年建立「Show me the money」計畫報告，清

楚揭露英國 P2P貸款市場自 2010年 10月至

2013年 5月的詳細資訊。該計畫匯集上述三大

P2P平台資料，並以互動式訊息圖表呈現出貸

款總額、借貸款人數、平均貸款金額，另外也利

用地圖指出資金來源與去向，顯示出英國貸款區

域性的差異。該計畫報告讓廣泛的金融資料得以

彙整，也令財務金融之供需資料更加公開透明。

根據 ODI揭露的資訊，大概可歸納出英國

P2P市場的六個現象：(1)借款人數略高於貸款

人數，借款需求多且多屬小額貸款；(2)貸款人與

借款人之金額分布不均，貸款人出資規模有大有

小，借款人欲借規模則多集中在 5,000英鎊左右；

(3)借款利率集中在 6.1~6.7%，借款期限集中在

37~41個月；(4)英國 P2P借貸市場顯著集中在

南部區域，顯示區域的差異性；(5)南部地區貸款

金額高於借款金額，呈現資金由南往北移動的現

象；(6)貸款人與借款人分布密集度顯著增長。

3、展望未來

英國 P2P借貸平台之借款利率略低於同期

銀行利率，而投資回報率高於銀行的同期存款利

率，說明 P2P借貸在交易成本仍具優勢，故未

來英國 P2P資金借貸市場規模可望持續成長。

同時，P2P平台開始受到政府監管，使得資金

供給方可獲得更完善的保障，促使提升其資金投

入 P2P平台之意願。此外，有借款需求的個人

與微型企業能於平台上獲取更便宜的借款成本，

促使其持續於匯聚於 P2P平台，進而促使該類

新型態籌資管道得以興盛發展。根據英國 P2P

協會統計累計 2014年第四季協會成員共促成

21.84億英鎊的線上融資。

（二）美國

1、Lending Club

Lending Club於 2007年在美國加州上線，

為全球最大的線上 P2P金融電子商務服務商，

亦為美國用戶的私人借貸平台，為典型的 P2P

信貸平台。該平台以網路社交平台 (Facebook)

為依據，同時引進第三方機構對借款人進行評

分，功能僅媒合借貸雙方，但並未提供貸款保

證。Lending Club平台不介入雙方交易，只負

責審核貸款人信用與媒合，媒合成功後，採用

「債權轉讓」模式，先由合作銀行WebBank

向借款人放款，銀行把債權以拍賣方式轉售給

Lending Club，而後 Lending Club再把債權以

收益憑證的形式賣給放款人，平台從借貸雙方

收取 1.11~5%的手續費盈利。Lending Club根

據貸款人的各種信用資訊，包括 FICO信用分數

等，將貸款人分成不同的風險等級，信用分數必

須大於 660分，且債務收入比不高於 35%，信

用紀錄時長大於 36個月，過去六個月信用核查

次數不能超過六次。

Lending Club從 2014年 3月 27日開始提

供小企業貸款業務，初期提供一、二、三、五

年的小企業貸款，目前貸款額度為 1.5~10萬美

元，額度上限最終將可能會提高到 30萬美元。

這一業務已經超過個人信用借貸的範圍，徵信方

式也結合了小企業主的個人徵信和企業徵信。截

至 2014年底為止，Lending Club促成近 300萬

筆貸款，累計超過 76億美元的借貸金，占美國

P2P市場的 75%。主要客群是信用等級高，但

需要借新還舊，或還信用卡卡債的人。

2、Prosper

Prosper成立於 2005年，為美國首家 P2P

借貸平台，借款人可以申請 1,000~25,000美元

之間的信用貸款，期限通常是三年，每個月都要

還款。商業模式為和其他貸款者一起競標，貸款

利率最低的人就會得標。一般而言，Prosper的

貸款利率為 7.32~24.02%，貸款利率愈高風險

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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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iva

Kiva為 2005年成立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的

P2P貸款平台，屬於社會公義性質的「免利息」

借貸，媒合來自亞洲、非洲等地需要資金做生意

之窮苦人民與資金供給者，以「借貸串起人群以

消弭貧窮」為使命。此平台的機制是讓借款者和

貸款者互相透過平台聯繫，有時若貸款者無法自

行提出申請，中間還會有一些當地非政府組織協

助借方提出申請。目前累計總放款金額超過五億

美元，且因採「團體放款，小額借款」模式以分

散壞帳風險，平台還款率高達 99%。

（三）中國大陸

1、拍拍貸

中國大陸首家 P2P借貸平台為拍拍貸，成

立於 2007年，拍拍貸僅提供借貸雙方線上媒合

服務，本身不提供貸款擔保與借款功能，違約風

險由投資人承擔。但拍拍貸會對借款人進行網路

徵信，並與若干數據中心合作以準確估算違約成

本，進而提供借款人安全的信用額度，而平台向

借款人收取成交手續費。此外，為控制借貸風

險，拍拍貸將主要目標客群訂為網路商店，並與

淘寶等店商平台合作，以取得網路賣家更詳細的

信用資料。截至 2014年拍拍貸交易規模達到人

民幣 18億元，會員數已超過 560萬人，但壞帳

率僅為 1.8%，低於業界平均的 8%，表現不俗。

2、有利網

有利網於 2013年初上線營運，營運模式為

與中國大陸信譽佳的小貸公司合作，並由小貸公

司負責挑選和推薦信用較好的借款人，同時一併

負責該借款人的風險評估及連帶責任擔保，最後

再透過平台與會員對接，串連優良的投資項目與

具理財需求之投資人，由投資人自行選擇投資標

的，可大幅降低平台、投資人及貸款公司的成本。

目前有利網投資項目之平均投報率為 12%，成立

至今累計交易額已突破人民幣十億元，用戶數已

達 40萬人，亦與十幾家小貸公司有合作關係。

3、2014 年中國大陸 P2P 網貸平台統計

根據網貸之家發布「中國 P2P網貸行業

2014年度營運簡報」，中國大陸截至 2014年

年底，網貸平台數量超過 1,575家，新設平台也

超過 900家，總體網貸餘額達人民幣 1,036億

元，是 2013年的 3.87倍，其中陸金所、紅嶺

創投、人人貸躋身前三名。

P2P 平台的特點與風險

（一）P2P 平台的特點

從本質上來講，P2P網路借貸屬於民間借

貸的一種形式，但其依附於網路平台，具有操作

便捷、方式靈活等突出的特點，相較於傳統民間

借貸，P2P具有操作較便捷、資訊交流快、貸

款門檻低，以及借貸金額小，收益率較高。P2P

借貸平台的興起，使得過去不易在傳統金融機構

獲得融資的個人或小微企業多了另一個更便捷、

更易取得資金的管道，對投資人而言，則多了一

個獲利的管道。

（二）P2P 借貸平台的風險與監理

隨着互聯網金融的興起，愈來愈多不滿於

將錢存在銀行或購買理財產品的民眾，轉將資金

投入 P2P網貸平台以獲取更高收益（預期年率

12%）。2015年 1月中國交通銀行發布的調查

報告指出，中國大陸小康家庭對 P2P網貸的投

資意願，從兩個月前的 23%提高到 32%。但高

報酬也伴隨着高風險，2013年起陸續爆出 P2P

平台倒閉消息，到 2014年中國大陸就有 275家

網貸平台發生倒閉或捲款潛逃的問題，引起各界

譁然議論，要求政府應積極介入監管，並訂定該

行業設立標準，以保障投資人的權益。

由於 P2P網路貸款平台存在多種交易中的

信用風險，包括借款人使用虛假的身分資訊獲取

貸款、借款人違規、違法使用貸款資金導致無力

還款而造成違約、借款人惡意拖延或拒絕還款而

導致的信用風險，中國大陸銀監會表示將借鏡英

國完備之 P2P網路借貸監管規則，要求最低資



2 0 1 5年 5月號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12

◎ 「

◎ 即日起，歡迎各界賢達投稿「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若經錄用，將致薄酬。

稿件請以電子郵件寄到：info_pecc@tier.org.tw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係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出版，為國內產官學所組

成的非營利性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對於本刊物內容有任何指教者，請逕洽本會編輯部主編黃暖婷（分機

544），更改收件資料請洽林金鳳小姐（分機 529）。

◎ 歡迎由 CTPECC網站，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Facebook粉絲頁。

連 絡 地 址：台北市德惠街16-8號7樓
連 絡 電 話： （02）2586-5000分機 529、544 
傳 真： （02）2594-6528
P E C C 網址： http：//www.pecc.org
CTPECC網址：http：//www.ctpecc.org.tw/

意見箱

本限制、客戶資金保護規則及資訊揭露等，據以

草擬 P2P網路借貸管理辦法。

結論

P2P信貸平台的出現不僅進一步提升資金

借貸市場效率，亦讓需求方與供給方可有效鏈

結。與國際相比，我國 P2P信貸平台等新型態

借貸模式尚處於探索階段，國際上相關成功案例

應可作為我國之參考。然而 P2P網路貸款平台

雖開啟一種金融創新的模式，理當受到政策與法

規的鼓勵，但當下看到中國大陸 P2P往貸平台

因缺乏法律的規制而處於混亂狀態，一些以欺詐

為目的的公司也混雜其中。

因此，國內若欲推展 P2P貸款平台的新興

商業模式，政府需同時搭配一套監管機制與法律

配套措施，確實規範平台業者建置完善的徵信審

查或反洗錢流程等，以確保產業穩固的發展，避

免產生影子銀行的風險，讓投資人享有資訊充足

且安心的投資環境、借款人擁有多種管道滿足其

需求。

（本文轉載自《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8

卷第 5 期，作者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

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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