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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改變了業務運作方式，挾帶新商業模式的新業者紛紛出現，顛覆整個產業。數

位科技同時也改變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社群媒體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與人之

間的連結，讓企業能夠快速在世界各地吸引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的新客戶。 

台灣當然也感受到橫掃全球的數位革命的衝擊。身為全球消費電子及半導體等高科技

產業的長期領導者，台灣至少應該不輸亞洲其他先進經濟體，甚至應該更有優勢掌握數

位商機。然而，根據我們對台灣經濟所做的大量分析，我們發現台灣今天的數位準備程

度，距離能夠充分運用數位科技潛力的境界，還有相當可觀的落差。

在本報告中，我們將評估台灣經濟最重要的三個產業（高科技、金融、公共部門）目前

的數位化程度，同時指出為了充分開拓數位商機，政府及企業所必須採取的若干策略。

本報告簡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數位化的理由 
自2007年全球金融海嘯帶動經濟大蕭條以來，台灣經濟的競爭力就逐漸走下坡。經濟

成長主要影響因素之一的生產力，不分產業全面下滑，主要是因為產業界為了追求營收成

長，而犧牲了獲利。因此，台灣在全球總利潤的佔比也逐漸萎縮。 

根據我們的研究，一國的生產力成長率與該國的數位化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我們的 

「產業數位化指數」指出，台灣經濟的數位化發展程度不一，產業之間落差很大，但整體

而言，明顯落後其他先進經濟體。很顯然，台灣企業必須擁抱數位化，同時建立穩健的

數位策略，才能與全球領先的企業競爭。

第二章：高科技業的50億美元商機 
高科技是台灣最關鍵的產業，對全國GDP貢獻達到18%，其中又以電子製造業為大宗。過

去十年來，受到產品同質化的影響，高科技產業面臨利潤率下滑的困境。但透過數位

化，高科技製造業就能在核心業務上創造更大的價值。自動化、數位系統、先進分析等，

為利潤偏薄的業務，提供了各種提高營運效率及生產力的方式。  

數位工具同時也為台灣的電子製造業提供了建立高利潤製造服務與解決方案的機會。

以數位轉型重獲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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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銀行創新 
面對利潤率及持續擴張的挑戰，傳統銀行有必要擴充自身的數位能力，而金融科技新

創公司則必須加大對創新機會的投資。 

金融是台灣數位化程度第二高的產業。但是傳統銀行仍因資產利用率偏低、固定成本偏

高及低利率等重大挑戰，面臨了利潤率及成長潛力的沈重壓力。為了提高競爭力，銀行必

須進一步推動營運作業的數位化，以及IT基礎設施的創新，同時落實先進分析，並進行

外部投資與並合作關係的建立。

台灣金融業數位化發展比較先進的金融科技新創公司也有自己必須克服的挑戰，保守

且束縛創新的法規監理環境就是其中之一。整體而言，台灣金融科技新創公司的家數

處於落後，而致力於帳戶管理及貸款融資等關鍵領域的公司也相當有限。  

第四章：電子政府的下一步
台灣政府在數位基礎設施方面已做出龐大投資，但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民眾的溝通宣

傳，以及各機構之間的資料分享。 

台灣的政府面臨財政困境。在人口高齡化趨勢下，政府需要提撥更多的預算，但目前政

府預算僅佔GDP的16%，顯然是偏低了。各項電子政府的措施有助於精簡工作流程、管理

資料，同時也能強化公共服務的落實，以及擴大與民眾的溝通管道。

政府是台灣數位化程度最高的部門，但仍達不到國際最佳實務水準。台灣政府體認到

還有進步的空間，因此分配了將近一半的數位化預算來推動內部營運作業與流程的數

位化。為了提供與民眾溝通的透明度及成效，台灣政府應該將內部作業自動化，進一步

擴大與民眾及政府機關之間的資料分享。同時還應該建立APP，讓政府可以提供更好

的公共服務，讓民眾在使用政府服務時，享受到更好的使用者體驗。政府同時也必須

善用資料分析技術來提高制定政策的效能。 

結論
要掌握數位科技的完整潛力，單靠訂定適當的數位措施是不夠的。組織必須下定決心展

開轉型，而且必須是結合數位與業務策略的轉型，同時吸引並留住適當的數位人才，推

動敏捷文化及工作方式的改變，以及致力於推動數位組織的概念與實現。 

在這個過程中，台灣政府應持續朝數位化方向努力，同時鼓勵企業與民眾擴大參與數

位經濟。此外，政府應建立專責機構體系與企業合作展開數位創新，藉此帶動數位的

採用。 

要充分掌握數位機會的效益，需要龐大的投資及靈活快速的行動力。如果能把這件事

做對，台灣的數位轉型就能加速生產力的提高，促進經濟成長，同時恢復台灣在世界先

進經濟體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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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僅僅數十年間歷經了重大的經濟轉型，從一個貧窮農
業經濟體躍居世界最大工業經濟體之列。1961年時，台灣的
人均GDP僅有1,353美元（依據1990年物價水準）。到了2011
年，拜8%的平均年成長率所賜，台灣的人均GDP竄升至37,000
美元。今日，台灣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二大的經濟體，外匯存
底是世界第三高，僅次於中國和日本。 

然而，在2007-2009年的經濟大蕭條之後，台灣的經濟成長停
滯，面對世界各大經濟體的競爭地位也出現問題。成長遲緩
與競爭力下滑，已經導致台灣大多數關鍵產業出現利潤萎縮
的情況。

近年來，有關台灣應該怎麼做才能擺脫經濟衰退，已經有諸
多辯論。我們近期的一份研究調查明確顯示：台灣若要再次
點燃成長火種、奪回在世界經濟舞台的競爭地位，台灣就必
須擁抱數位化。

我們將在本章分析台灣經濟今日面臨的各項關鍵挑戰，並且
簡要地說明數位化如何能協助台灣克服挑戰。報告的後續幾
章則深入探討高科技業、金融業與公共部門等台灣經濟三大
關鍵部門的數位化潛力。 

台灣落於人後
生產力是一個經濟體最主要的成長驅動力，然而台灣在這方面明顯落後美日兩國 

（見圖 1）。 

研究顯示，美國、日本、南韓和中國的生產力成長率都相當穩定，台灣則不然。過去二十

年來，台灣的生產力成長率大幅擺盪，導致台灣無力縮短與這些國家的差距。（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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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們探討的各項產業中，美國與日本的成長率始終是最高（見圖 3）也是意料

中事。生產力最高與最低國家之間的最大差距則出現在高科技產業，美國是日本的二 

倍多。

台灣的勞工生產力

資料來源：新加坡統計局（新加坡）；行政院主計處（台灣）；IHS環球透視；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韓國中央銀行及國家統計局（南韓）；美國勞動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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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科技業是台灣經濟中生產力最高的產業，但是在我們研究的這些國家中，台灣的高科

技業落後所有其他國家。箇中原因，可能是台灣的高科技公司還是以生產利潤薄、位於價

值鏈低下端的大宗商品化產品為主。

營收上升、利潤下滑
生產力並不是台灣唯一落於人後的領域。台灣還面臨營收停滯、獲利萎縮、資本報酬率 

(ROIC) 下滑等困境。在我們研究的五國當中，過去十年來台灣的ROIC跌幅最大。在這段

期間只有美國的ROIC呈現成長趨勢（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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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財務指標的變化情況，2003-2016 年

資料來源：HIS；世界銀行；麥肯錫企業績效分析工具；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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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IC 是由稅後淨營業利潤 (NOPLAT) 加上資本週轉率變化（淨營業額除以營運資本）

二類數據組成。過去十年間，美國的NOPLAT成長率為2.6%，這主要推動ROIC有4.0%成長

率的貢獻。在我們研究的國家中，美國的NOPLAT與ROIC有最大幅的成長。

過去十年來，台灣的資本周轉率有極大幅度提升，這表示在營收成長上有相當規模的投

資，利潤卻依舊捉摸不定：在我們研究的國家中，台灣的ROIC和NOPLAT雙雙出現最深的

跌幅，在研究的亞洲國家中目前也敬陪末座。

這些指標顯示台灣企業確實有做投資，不過是投資於增加營收，而非提高利潤。根據

我們的分析，每增加一美元的營收成長，台灣企業就得犧牲五美分的利潤。因此，他

們追求的是在價值鏈上處於低價值端的微薄利潤。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營收成長有 

70-75% 是來自高科技產業。

相形之下，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營收成長率幾乎是台灣企業的三倍，也是研究中其他國家

高科技企業的二倍多。在2006到2016年間，台灣的資本投資年成長率是7%，中國的成長

率則是令人瞠目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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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總利潤佔比萎縮
全球總利潤是各市場前五百大企業的經濟利潤1的總和，這項數據的變動情況突顯了台

灣競爭力下跌的警訊。 

為了深入了解這種全球利潤分布的變動情況，我們比較了2003–2006年與2013–2016

年的全球利潤總額（見圖 5）。這項總額以16%的年成長率持續增加，主要是靠中、美兩

國經濟帶動。過去十年來，美國的全球總利潤佔比始終維持強勢，Amazon、Google和

Apple等大品牌合稱的美國「巨型企業」約占全球企業總家數的10%，但是其利潤合計目

前已超過全球總利潤的60%。同一期間，中國出現爆炸性成長，全球總利潤佔比從1%竄

升到13%。 

全球總利潤變動情況

1 此係以營業經濟利潤而言；依產業性質的不同，分別採用6.8%-12.9%不等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ACC)
2 包括2016年既有企業超過50家的國家

資料來源：企業財報；麥肯錫策略諮詢業務與企業績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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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

2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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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大企業年度經濟利潤1

10億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
%

圖 5

相形之下，台灣的全球總利潤佔比從5%變成3%，減少將近一半。此外，過去十年來台灣

11%的經濟利潤年成長率也落後全球平均值達 5%，並且低於中國、南韓、香港、印度和

日本。這種遲滯現象來自於對創新的投資不足，也來自於無法運用既有創新帶動獲利性

成長。根本上，台灣必須有效突圍，方能阻止其全球總利潤佔比持續消蝕的頹勢。

1 經濟利潤的定義：稅後淨營業利潤 (NOPLAT) 扣除營運投入資本，經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視產業而異）調整
後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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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萎縮以及全球總利潤佔比變小，清晰呈現一項事實：不論在亞洲或全球，台灣企業

的競爭力都在流失當中。 

數位化對生產力成長的影響
在先進經濟體中，數位化與生產力成長二者之間的關聯是一項持續爭論的課題。為能

更加明瞭這種關聯，我們編製了台灣數位化指數，用以衡量個別產業的數位化程度（見

側欄的「台灣產業數位化指數」）；接著，我們從國家與產業的生產力成長率檢視計算結

果（見圖 6、圖 7）。

我們的分析顯示，數位化程度雖然不是生產力的唯一驅動因素，但是國家生產力較高

時，該國跨產業的整體數位化程度往往也較高。類似的關聯也出現在個別產業層級。產

業的數位化程度每提高1%，該產業的生產力就會增加0.7%。中國與某些歐洲國家（如英

國、荷蘭、瑞典、法國及德國）也呈現類似模式。

各國生產力與數位化程度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世界銀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小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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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各國產業數位化指數的10個共同指標來計算並加以尺度化；其中美國、台灣及中國部分的資料一共選用17個產業
2 以美國的數位化為基礎，進行各國數位化模式的常態化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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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數位化程度與生產力成長率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世界銀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小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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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分析結果清晰指出：掌握數位契機可以改善跨產業部門的生產力。展望未來，台灣若想

提升生產力，就必須在數位化上加倍努力。我們會在報告的個別產業專章中進一步探討

這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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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1

台灣產業數位化指數
台灣產業數位化指數是參考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數位化指數1的方法編製而成，該指數同

樣是透過數位資產、數位使用量、數位勞動力等三個面向，來檢視台灣的主要產業。整體

而言，這項台灣指數共運用了十項參數來衡量特定產業的數位化程度（見圖 A）。

台灣數位化指數的各項參數

指標 說明

資產

用量

人力

資料來源：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小組分析

數位化支出

 硬體支出

 軟體支出

 電信支出

 IT服務支出

 ICT硬體（如電腦、伺服器）的總支出佔比

 軟體（如企業資源規劃軟體）的總支出佔比

 電信服務（如寬頻上網、行動數據服務）的總支出佔比

 IT服務（如IT諮詢、IT架構與執行）的總支出佔比

內部業務
流程

 企業資源規劃 (ERP) 與客戶關係管理 (CRM) 在總IT費用的預
估佔比

 整個產業的軟體支出在總IT費用的佔比

 前後台數位化

 特定產業的數位化

數位化支出

 每名全職員工 (FTE) 的ICT硬體（如電腦、伺服器）費用

 每名全職員工的軟體（如企業軟體許可）費用

 每名全職員工的電信（如寬頻上網、行動數據服務）費用

 每名全職員工的IT服務（如IT諮詢、IT架構與執行）費用

 員工的硬體支出

 每名員工的軟體支出

 每名員工的電信支出

 每名員工的IT服務支出

圖 A

圖B顯示分為四大類的十四項產業數位化程度。

 �  知識密集產業在大多數面向上都呈現高度數位化。銀行與保險等金融產業以及高科

技業是數位化程度最高的產業，金融服務業在數位資產（尤其是電信與IT服務）上

的投資比率最高。 

 �  台灣公共部門的數位化程度相當先進。其中，政府部門是數位化最高的部門，2000年

起每五年至少投資二億美元於數位資產、作業流程與勞動力2。自然人憑證這項政府

數位發展計畫，讓台灣人民得以輕鬆透過網路平台辦理各項政府相關業務。 

1 Digital America: A tale of the haves and the have-more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ecember 2015.

2 國發會：政府e化政策 (http://www.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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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衛生部門的數位化程度則較低。例如，全民健保實施至今雖已二十年，未能完

全轉型到各類醫療機構均可直接讀取患者資料的醫療紀錄數位存取系統3。

知識密集產業在大部分的構面都呈現高度數位化；但高科技業仍有進一步增加數位化支出的空間，例如投資各項裝置及資料中心等基礎設施資產

公部門已達到一定程度的數位化；其中政府部門明顯凸出，教育及醫療則有機會進一步提高流程相關的投資

服務業跟隨全球發展模式：

 各產業數位化程度差異甚大，有機會進一步推動人員的內部流程及相關工具的數位化

 運輸業是資產密集產業中數位化程度最高的，其他產業則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製造業同樣跟隨全球發展模式，但數位化缺口龐大

台灣數位化指數

資料來源：Gartner；台灣主計處；麥肯錫分析

數位化程度相對低 數位化成對相對高

2016年或最新可得資料

1 僅顯示GDP貢獻達2%+的產業

GDP佔比
%

就業佔比
%產業1 

政府

運輸倉儲

金融保險

高科技

金屬製造

批發貿易

零售貿易

基本品製造

化工

營建

房地產

專業服務

教育

醫療

6.8

18.1

6.6

10.2

6.7

8.7

3.1

6.9

2.9

4.3

2.6

6.1

4.3

3.1

4.8

16.6

4.5

13.6

7.5

1.7

3.7

7.7

7.4

4.9

6.0

8.7

0.9

4.3

整體數位化程度 數位化支出 業務流程 員工數位化支出

資產 使用 人工

1

2

3

4

知識密
集產業

服務業

製造業

公部門
相關

1
2

3

4

圖 B

 �  服務業的數位化程度差異甚大，這點全球皆然。交通部門是台灣數位化程度最高的

服務業，主要原因是電子商務市場興盛及線上服務與交易高速增長。例如，過去幾年

來，都會地區民眾在線上購物已可享有二十四小時交貨以及線上交貨追蹤與處理等

服務4。

倉儲與零售等其它服務業的數位化程度就略遜一籌。批發業對台灣GDP貢獻度排名

第二，約占總GDP的10.2%。但是台灣批發業者多數是中小型企業，一般來說數位化程

度明顯較低。

整體而言，台灣服務業的數位化還有相當的發展空間，尤其是在內部流程及勞工使

用的工具方面。

 �  台灣製造業也有類似處境，就是數位化進度緩慢。化工製造業約占台灣GDP 10%，其

數位化程度比其它製造業更低，原因是用於改善廠房與管理系統的投資不足。

3 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https://www.nhi.gov.tw/)。

4 經濟部：「我國B2C網路商店經營現況研析報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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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數位化潛力 
從數位化指數得分顯示，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數位化落差目前是 2.7。為能更加明瞭在產

業層級的數位化落差，我們針對五大產業/部門進行分析（見圖 8）：

各部門的數位化程度

資料來源：Gartner；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小組分析

2.1倍

金融

0.5倍

基本及先進製造

公部門相關產業

1.5倍

4.3倍

化工
2.8倍

高科技

美國台灣

數位化指數評分（標準化）產業

圖 8

 �  高科技業：高科技業是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產業，所以在台灣與美國的數位化程度都

高居榜首。不過台灣的高科技業卻明顯落後美國，兩者的數位化指數得分差距達 

4.3。美國憑藉其強大的創新能力，在全球高科技價值鏈上占有樞紐地位，並且在高

利潤的軟體開發、網路服務與有專利保護的硬體設計方面領先群倫。

 �  金融業：銀行業是台灣數位化最高的部門，這點從該部門相較於美國銀行業的數位

化差距僅有1.5分可以看出。近年來台灣的銀行對數位化的投資都有提升。不過在加

強數位化程度上仍有機會更上層樓，例如更廣泛採用數位支付及個人對個人的網路

借貸。 

 �  公共部門：公共部門包含政府、教育及社會與衛生服務。不同於其他國家，台灣的公

共部門（特別是政府與衛生服務）數位化程度居於領先地位2。 

2 國發會：政府e化政策 (http://www.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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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化工與基礎/先進製造業：全球而言，製造業的數位化程度皆落後其他產業。台灣製

造業的數位化程度顯然更低，其得分落後美國2.1分。化工業是台灣的一大製造業，

數位化程度最低，落後美國2.8分。這意味著化工業在廠房與管理系統數位化上的

投資不足。  

台灣各產業的數位科技採用程度不一，分數落後的產業藉由數位化提高生產力的潛力

龐大。如果台灣各產業能夠在流程、組織結構與供應鏈等方面成功朝數位化轉型，那麼

個別產業與整體經濟生產力的長足進步也就指日可待。

台灣主要產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深入探討的產業

政府

8.7

專業服務與企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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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倉儲

6.7

金屬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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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產業包括基本耐久品和非耐久品、住宿與食品服務、營建、公用事業、農林漁業及狩獵、油氣、藝術娛樂及休閒、媒體、行政與廢棄物管理、其他服務等（政府除外）

產業
對台灣GDP的貢獻
%

對台灣就業的貢獻

%
台灣前200大上市公司產業別營收
%

圖 9

後續章節
後續幾章分別列舉台灣高科技、金融服務與政府部門數位化的挑戰與效益。這些部門

是台灣經濟的主要產業，合計佔2015年GDP的31.5%、就業人口的25.7%（見圖 9），所以

這些產業的數位化潛力足以對台灣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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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業是對台灣經濟貢獻最大的產業，不只佔國內生產毛
額18%，台灣前兩百大上市企業的營收中更約有55%來自高科
技公司。 

然而，台灣的高科技業面臨了一連串挑戰，使其地位深受威
脅：眼見消費電子市場成長滯緩，高度商品化的產品組合利
潤極薄，而中國大陸競爭對手紛紛從硬體製造轉而提供獲利
更高的解決方案與服務，競爭態勢猛烈。  

與其他產業一樣，台灣高科技公司亟需全面擁抱數位化。不
過，我們的研究指出，高科技身為對台灣經濟貢獻最大的產
業，數位化的程度卻僅居第三。相較之下，高科技業是美國
和許多歐洲國家數位化程度最高的產業3。

儘管存在挑戰，但並非無法克服。數位化值得台灣高科技公
司付出努力，除了可大幅提升效率與生產力，數位化轉型將
讓台灣科技製造業者有機會將競爭重心從全球電子產業鏈的
低端轉移到高端，畢竟高端市場的成長率高，而且利潤空間
大。數位化轉型將可帶來的提升潛力可觀，預估增加的年利
潤將介於33-55億美元之間。 

台灣的高科技業正在錯失成長浪潮、喪失競爭優勢中 
台灣的高科技業由專精原廠委託設計代工 (ODM)、電子專業製造服務 (EMS)、電子零組

件、半導體、原始設備製造 (OEM) 的消費電子企業組成，過去這些名列前茅的高科技公

司，成長快速、獲利豐厚的榮景不再，如今面臨的是利潤萎縮和成長停滯的困境。

消費電子的需求萎縮
行動裝置和個人電腦的需求趨緩；2010年到2015年，台灣智慧型手機的營收成長率大幅

衰退，成長率在這五年間從37%降至-6%，而個人電腦營收成長率則在過去六年持續盤

旋在負成長率區間（見圖10）。

在營收持續下滑的同時，成本卻不斷攀升。為了降低人力成本，過去20年台灣許多電子

廠陸續將工廠遷移到中國，然而中國的工資卻水漲船高。過去十年，中國的勞動成本每

年上升11%，預估未來五年將每年提高9%。

3 Digital America: A Tale of the Haves and Have-Mores，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5年12月；Digital 
Europe: Realizing the Continent’s Potential,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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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子製造公司的營收和利潤成長，2006-2016年

資料來源：Capital IQ；公司財報；IDC；小組分析

1 包含平板和智慧型手機
2 包含前12大企業，例如仁寶、鴻海、英業達、和碩、廣達、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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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

個人電腦與行動裝置1

台灣領先EMS/ODM業者2

逐年同期營收成長率
%

台灣的電子製造企業遭遇到電子器材市場成長減速的困境

圖 10

 

在這些趨勢的交互作用下，台灣ODM和EMS業者的利潤不斷縮水（見圖11）。在2000年代

初期，個人電腦和智慧型手機蓬勃發展，EMS和ODM業者每年得享5%至7%的利潤率；然而

隨著消費電子市場漸趨成熟，利潤空間被壓縮到目前的區區3%。 

台灣OEM業者的處境也同樣艱鉅；2012年HTC大幅喪失市佔率後，OEM的獲利達歷史新

低，目前年成長率不到5%。 

只要台灣的EMS、ODM和OEM業者持續在產業鏈的低端經營，薄利的情況就不太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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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EMS/ODM獲利下滑，OEM獲利在2012年後也出現歷史新低

台灣電子製造公司的營收和利潤成長，2006-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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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apital IQ；公司財報；IDC；小組分析

1 包含前六大企業，如宏碁、華碩、HTC

與南韓競爭對手進行價格戰的結果是台灣面板
製造商出現虧損

圖 11

營業利潤率
%

台灣的零組件供應商也面臨挑戰。儘管過去十年營收增加，但利潤卻不斷縮水，且縮

水幅度證明比其他國家來得急遽。 

台灣唯一沒有面臨嚴峻挑戰的高科技產業類別是半導體，過去十年，半導體業者維持了

健康的利潤空間。龍頭業者台積電是全世界最大的獨立半導體晶圓廠，也是台灣最大

的高科技製造商。台積電向來以投資研發、先進技術和高生產良率著稱，因此得以將營

業利潤率維持在優異的40%。 

在全球利潤的佔比縮減
過去十年，全球高科技公司的利潤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成長，成長主要來自於美國的

高科技公司；事實上，美國企業目前囊括全球高科技產業80%以上的利潤（見圖12）。

相比之下，台灣高科技公司的利潤以每年3%的些微幅度成長，使台灣佔全球高科技利潤

的比例從十年前的3%降至1%。 

同一時期，中國大陸高科技公司佔全球利潤的比例卻升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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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科技業的經濟利潤，2003-2006年和2013-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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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五大的定義是2016年和2006年的營收，以公司總部所在國家為準；挑選2016年現存科技公司超過50家的國家；總計包含3,658家公司和17個國家
2 此係以營業經濟利潤而言，視國家採用8.4-22.6%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WACC)
3 起始值為負值，經調整後的複合年成長率

資料來源：企業財報；麥肯錫策略諮詢業務與企業績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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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競爭對手崛起
中國企業崛起，拿下全球高科技利潤的一大杯羹，顯示其在高科技製造領域的成功。驅

使其成功的關鍵有二：一是有效結合精實作業與具競爭力的成本結構，二是發展在高科

技產業鏈高端的競爭能力。 

中國前幾大電子製造商如聯想、華為、中興、酷派正在低端市場快速成長，世界最大的

白色家電製造商海爾也建立了龐大的智慧型手機和其他消費電子產品組合。  

這些業者的成功也使中國手機的ODM廠商（如聞泰、龍旗、晨訊、華勤）受惠。2016年，中

國ODM業者的出貨量超過5億台，佔全球委外智慧型手機市場近25%；這些業者的研發、

製造和供應鏈能力精實，效率高，使其得以主導低端手機市場。 

另有一些新興的電子公司積極投資創新，打造強勁品牌。例如，美的著眼「智慧工廠」市

場，收購了德國先進機器人製造商庫卡 (Kuka)，目標是建立完整方案，將傳統工廠升

級成智慧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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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努力下，中國業者的成效如何呢？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在營收、利潤和成長速度

各方面的表現都超越了台灣科技公司。十年前，以經濟利潤排名的前五分位企業中，台

灣企業囊括了其中近85%的比例（見圖13）；然而，在當前的前五分位企業中，中國業者以

65%的比例遙遙領先（見圖14）。

為了深究此一轉變的原因，我們找出21家十年前不在前五分位的頂尖企業，其中有15家中

國企業，中國企業中又有三家網路公司（見圖14）。相反地，新躋身前五分位的六家台灣

企業中，沒有一家網路公司；台灣企業傾向在原廠設備委外代工領域集中競爭，縱使這

個領域可提供的高成長機會寥寥可數。 

顯然中國高科技業者一邊切入產業鏈高端，一邊在低端市場不斷超越台灣企業，使其在

全球利潤的佔比節節高昇。

十年前，台灣企業主宰了前五分位 ... 

1 前30大企業的定義是基於2016年和2006年的營收，以2016年現存公司為準；曾出現於兩個時期任一時期的企業總計有81家，在兩個時期都有經濟利潤的公司有72家，在兩個時期營收都維持
在前30大的企業有39家，2003-06年期間之後崛起的企業有21家， 2013-16年期間跌出營收前30大的企業有21家

2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WACC) 數據來自麥肯錫專有的企業績效分析工具
3 前段：經濟利潤百分位排名前20%；中段：經濟利潤百分位排名20–80%；後段：經濟利潤百分位排名在80%之後

資料來源：企業財報；麥肯錫策略諮詢業務；企業績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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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卻改由中國企業稱霸
台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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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30大企業的定義是基於2016年和2006年的營收，以2016年現存公司為準；曾出現於兩個時期任一時期的企業總計有81家，在兩個時期都有經濟利潤的公司有72家，在兩個時期營收都維持
在前30大的企業有39家，2003-06年期間之後崛起的企業有21家， 2013-16年期間跌出營收前30大的企業有21家

2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WACC) 數據來自麥肯錫專有的企業績效分析工具
3 前段：經濟利潤百分位排名前20%；中段：經濟利潤百分位排名20–80%；後段：經濟利潤百分位排名在80%之後

資料來源：企業財報；麥肯錫策略諮詢業務；企業績效分析

圖 14

台灣高科技產業可如何重拾競爭力
隨著獲利不斷變薄，中國企業持續崛起，台灣企業可如何重拾競爭力？答案很清楚：台灣

企業必須數位化。 

台灣企業有兩種掌握數位機會的方式：一是推動核心業務轉型，提升效率與生產力，二

是在核心業務以外的領域開發獲利性更高的全新商業模式。

核心業務流程數位化  
台灣的高科技製造業者可透過改善核心業務流程的五大績效構面，創造出更高的成長、

營收和利潤。每一個構面都有若干潛在改善機會列舉如下，也包括企業如何利用這些

機會增進績效的案例。 

1. 提高資產生產力和效率
從半導體到ODM、EMS，台灣的高科技公司主要是由資產密集的硬體製造商組成，因此提

高資產利用率和效率、降低維護成本，將有助於高科技業者提升利潤。

 �  高科技製造商可落實一套數位化的維護系統，主動進行生產設備的維護，並在機器

生產品質惡化、拖累整個生產線之前，找出故障的機器；同時，管理團隊可主動安裝

備用機器，派出維修團隊，以侷限損害範圍，延長機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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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全球個人電腦合約製造商運用一套整合的數位系統，將設備感測器連結到資訊

中心，即時進行機器運轉問題的根本原因分析。數位維護系統有助於企業減少非計

劃和非預期的停機時間，以將資產利用率最大化。 

 �  製程中複雜度或失效率最高的步驟若能自動化將可增進資產生產力。台灣某家主要

液晶面板製造商藉由產線自動化將良率穩定時間從四個月縮短到僅僅一個月，並將

整體製造良率進一步提升3-5個百分點。  

 �  數位技術的應用除了可增進設備利用率和效率外，也能降低設備維護成本。製造商

可佈建先進分析技術，運用設備產生的大量性能相關數據，預測可能發生的失靈情

況，以達最佳維護效率。比如某家全球半導體晶圓廠開發出一套機器學習演算法，能

處理來自廠區機器的大量數據，找出最有可能故障的機器，準確率高達87%（也就是

此演算法指出故障的機器中，有87%的機器的確有部分零件需要更換，否則會導致更

嚴重的機器損壞，或產出需要重做或報廢的不合格產品）。因此，這套機器學習演算

法節省了8%的維護成本，降本金額近200萬美元4。 

2. 增進勞動生產力
台灣高科技製造商的另一個主要成本來源是勞動成本，這對勞動密集度很高的

ODM、OEM、EMS業者而言尤其如此。過去幾十年，這些公司紛紛在中國和東南亞設立工

廠，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然而，上揚的勞動成本正快速削弱此一優勢。未來要維持

競爭力，製造商將需要利用自動化技術，取代日益昂貴的人力。以下是高科技公司利用數

位化和智慧自動化節省勞動成本的例子。

 �  某家領先的ODM業者將「智慧自動化」運用在組裝線上，讓直接勞工生產力提高了80%。   

 �  製造業者在生產線上應用機器人，就必須在機器人和人力之間取得平衡，以優化產

出結果。光電零組件製造商光寶運用成本低廉的機器人降低東莞廠區的勞動成本；

到目前為止，該公司單一產線的勞工人數已減少將近80%，生產力卻是原本的三倍，

專家指出所安裝的機器人預計可以一年半左右時間自行回本。另外一個工具是倉庫

自動化，有一家ODM廠商在倉庫佈建感測器，將庫存管理系統自動化，結果這項措施

降低了75%的勞動成本。  

 �  製造業者不只能將自動化應用於生產作業降低勞動成本，也可應用在後台工作上。後台

自動化可帶來30%的效率提升，且後台有多達65%的工作具有自動化潛力；而在技術專

業上，知識工作的自動化可使生產力提高45-55%。數據分析自動化讓人力資源團隊能

更容易以更快的速度發掘頂尖人才，訂定最有效的留才策略，降低招聘過程的成本。  

 

4 「預測性維護：半導體案例」，麥肯錫，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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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服務水準與效能 
除了製造流程，高科技業者若能在研發、產品開發和供應鏈管理運用數位技術也能創

造龐大價值。一般而言，高科技公司需要知道究竟要開發哪種產品、多少數量，以及如

何以高效方式將產品交到客戶手中，而數位化正有助於需求規劃、品質管理和產品開發

特性的規劃。

 �  運用數位系統提升需求規劃效率。台灣高科技公司的業務向來側重消費電子市場，這

個市場容易受到快速變換的消費者品味影響，需求波動大。因此，OEM和EMS業者必

須迅速調整產能，才能做到既滿足市場期望，又不保留大量庫存；凡能快速回應市場

需求、調整執行的業者就能勝出。這有賴於一套收集消費者和供應商回饋意見的強

大系統，方能使需求規劃和供應鏈更為敏捷。例如某家顯示面板大型製造商透過數

據分析數位化，能夠更清楚掌握到快速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從而調整其供應、產線和

庫存。

供應鏈規劃範例：某家領先的顯示面板製造商投資供應鏈系統數位化，建立敏捷的

供應鏈，依快速變化的消費者需求迅速調整。透過系統數位化，得以促進端到端的

透明化，加快產線處理時間，增進與合作夥伴的密切合作。

 �  某家個人電腦ODM業者運用企業績效管理 (EPM) 提高勞動效率，降低失效率。品質管

理：某家個人電腦的ODM業者運用提高勞工效率、降低故障率的互連系統EPM優化品

質，報廢率因而降低了20%。EPM系統：連結並收集每名員工的績效，運用數據庫分析

並找出效率低、報廢率高的勞工與流程步驟，藉以改善勞動資源和製造流程的配置。

 �  運用先進分析縮短上市時間：台灣某家ODM業者運用數位化研發改善產品品質，作法

上並非從頭重新設計整個產品，而是單單找出需要改善的產品功能重新設計。藉助

先進分析引擎追蹤並監控實施進度，該公司的週期時間縮短了40%，相當於一個事

業單位節省了1,500萬美元。

4. 降低材料成本 
台灣ODM、OEM、EMS業者的利潤率非常低，平均僅2-3%。材料與採購成本佔台灣高科技

公司總成本的一大部分，因此改善採購管理將有助於降低材料成本、提高利潤。

 �  藉由採購與供應商績效管理工具數位化降低採購成本。升級採購價值鏈上的每個

步驟能大大提升效率，讓產品成本降低3-10%不等。

5. 增加營收 
藉助數位技術，企業可提高數位行銷和銷售工作的成效。數位分析的使用案例包括銷售

分析（基於洞見的銷售與投標）、營收成長管理（優化定價與促銷）以及行銷分析（數

位行銷、客戶生命週期管理、基於客戶洞見的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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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置大數據增加銷售。能夠辨別出客戶目前在決策歷程中哪個階段的公司，最能掌

握最相關的產品和解決方案為何。某家全球高科技公司運用數據進行客戶的優先排

序和銷售，結果提高銷售20%。 

 �  藉助數位銷售和營收成長管理增進銷售。數位定價、洞見銷售、名單生成管理以及投

標有潛力將年度總銷售成長率提高2-4%。

附文 2

台灣個人電腦ODM業者推動智慧型工廠製造轉型
台灣某家資訊與通訊技術 (ICT) 製造商是全球最大的原廠委託設計代工業者之一，專

門生產個人電腦、伺服器、液晶面板電視等產品。這家公司在推動精實轉型計劃後，大

大改善了生產作業，然而管理團隊希望藉由「工業4.0」進一步提升生產力，最終目標是

建立「未來工廠」。

其「工業4.0」的轉型涵蓋了三個階段：

 �   診斷 – 透過實際走訪工廠和舉辦研討會展開評估，跨五大轉型領域（勞動力、資產、

品質、倉儲和配套措施）確立了100多個使用案例。

 �  設計與規劃 – 發展出穩健的商業模式，確認優先重點方案，擬定整個網絡實施「工

業4.0」的三年路徑圖。

 �  實施 – 試辦工廠落實了五個優先重點方案，建立「數位卓越中心」，培訓關鍵數位

能力的變革推手，以利全面推廣。

結果該公司找出超過15項數位化降本手段，預估可提高息稅前利潤 (EBIT) 35%，並可

以3.3年左右的時間回收投資。 

第二章：高科技業的50億美元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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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的數位機會
運用這些手段，台灣高科技公司的新增年利潤可再增加50億美元：

 �  半導體：台灣半導體企業透過改善良率、預測性維護、數位採購，一年可創造出11%至

17%的額外利潤，大約20億美元。 

 �  零組件：台灣零組件公司採用先進機器人的製造技術與數位化供應鏈，一年可產生

5.5%至15%的額外利潤，相當於1億至5億美元。 

 �  系統設備：台灣的ODM業者一年可創造14%至24%的額外利潤，相當於15億至20億美

元。台灣的OEM業者實施數位採購、供應鏈管理、先進機器人，一年可帶來11%至32%

的額外利潤，等同於3億美元。

以數位化為中心打造新業務
一旦台灣企業運用數位技術讓營運效率更上層樓，就會需要擴大範圍，發展新的高價值

數位商業模式。 

台灣高科技公司可建置的商業模式有四種：

 �  擴展新的市場。以新的方式結合供需 – 例如透過聚集整合 – 企業能開創出全新

的市場。例如，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 (Rockwell Automation) 將本身轉型成為「企

業聯網」，在工業自動化產業創造出新的市場。該公司正在發展數位製造生態體系，

期以將製造執行系統 (MES) 和相關作業管理流程標準化。

運用數位轉型還有機會將總獲利提高33-54億元
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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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麥肯錫分析

1 包含營收前30大企業 2 不含無晶圓廠者
3 根據營收前十大企業來自加權平均EV/EBIT倍數的新增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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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新的價值訴求。客戶對解決方案的需求不斷成長，驅使企業搭配產品提供新的

資訊共享服務，以利客戶做出更好的決定。例如，全球最大家曳引機和聯合收割機

製造商強鹿 (John Deere) 從原先的曳引機製造轉為提供農人成熟的網路服務。

這些服務包含的農業管理解決方案如Farmsight是適用於精準農業的遠端監控和控

管解決方案，MyJohnDeereOperations Center則是客戶可登入尋找工具改善機器

運行時間、物流管理和農藝分析的線上平台。

 �  以數位化方式重新想像事業體系。可數位化的產品服務有潛力釋放出更大的利潤空

間，精簡效率不彰的價值鏈。全球最大家EMS業者鴻海近來收購了南韓領先集團SK

控股公司的股份，攜手打造數位業務，提供200多家B2B客戶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和

商業流程委外服務。準時達 (JUSDA) 也將協助客戶基於數據分析，將既有流程轉

成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流程；準時達目前已運用物聯網、人工智慧和大數據，建

立了運用ICT技術的物流新平台。此一全方位的物流解決方案品牌Kerol能在任何區

域即時追蹤監控物流流動，也能建議最快的路線。

 � 超大規模平台。新產品和新營運模式的結合能帶來整個產業的革新 – 數位化可創

造出完全數位化的全新產業鏈，進而形成生態體系。例如GE建立了雲端物聯網平台

Predix，讓企業得以跨多個業務推動數位轉型，儼然已轉型成為服務與解決方案提

供商。Predix利用資產模型、大數據處理、分析和應用，讓企業能夠創新優化資產績

效，進行穩健投資。同樣地，台灣的ODM業者可運用其製造優勢，成為「工業4.0」服

務和解決方案提供商，實現龐大的利潤成長。 

第二章：高科技業的50億美元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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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要擴大到試辦工廠以外的領域，必須實施分階段推廣。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的營

運是透過大約450個製造單位的管理；在某些情況下，數位化轉型涵蓋了整個廠區；在

其他情況下，重點則放在最需要升級、投資報酬潛力最高的特定流程。為了提高轉型效

率，營運資金的控管也從個別工廠轉移到中央部門。 

迄今，有超過400個製造單位已經轉型，計劃推廣到更多業務推估效益明確的製造單位。

附文 3

如何將公司成功轉型成為「企業聯網」
全球工業自動化公司銷售的產品通常非常多樣，數量不大，而客戶需求卻極難預測。以洛

克威爾自動化公司為例，2012年其單品數量將近40萬個，但其IT系統和作業技術系統卻

未能完善連結，以致該公司的交貨績效、生產力、品質控管和庫存管理皆未達標，全球

佈局也無法與需求配合，因此洛克威爾決定將九個既有的企業資源規劃 (ERP) 系統整

合成一個。

該公司決定將製造執行系統 (MES) 和相關作業管理流程標準化，以下為洛克威爾自動

化公司數位轉型的主要步驟：

確認促進營運績效的使用案例，設計數位製造的目標生態體系

洛克威爾一開始先跨三大領域 – 技術、流程、人員 – 建立高層次的商業論證和路徑

圖，據以推進產生可持續的效益。尤其，被選為領導這項工作的營運主管和IT組織關係

匪淺，核心團隊則由雙方的專家組成。

實現數位製造使用案例的價值

墨西哥的一家工廠被選為試辦據點，不只進行方法測試，也開放讓其他工廠主管參觀，

展示成效。結果，工廠數位化帶來產能、生產力、產品品質、客戶服務等面向的大幅改

善，關鍵在於貫徹變革管理，在整個廠區營造對新技術和新流程的瞭解。

進行整個組織轉型，建置組織能力，產生成效

由優異的主題專家組成團隊，從遠端帶領整個推廣過程，發展出標準化的實施教戰手

冊，協助內部交流，彙整經驗心得，管理並監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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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4

工業巨擘GE轉型成為軟體與分析公司
意識到「不破壞就被破壞」的迫切需求，GE發現之前的離線技術無法發揮高效率。 

從2011年起，GE大力投資數位技術，數位轉型成為該公司的重點策略項目。由於預估

數位化的投資回報和營收成長將十分亮眼，因此2016年GE投資數位化的金額高達14

億美元。GE藉由內部開發、合作和購併，建立了物聯網能力，也整合軟體資產，推出

Predix；Predix迄今已貢獻超過50億美元的營收。

 �  結合Predix的端到端工業應用解決方案。GE投資10多億美元成立了一家獨立的數位

公司，在各式各樣的物品上廣為鋪設感測器（從噴射引擎到鑽油平台），感測器之後

連到雲端的Predix，協助企業以數位方式將工業資產連結起來改善績效，這是最早

推出的同類型平台。結果，其主要客戶必能寶公司 (Pitney Bowes) 的機器良率因而

提高了20%，機器效率提升了10%，零件成本節省了15%，技術支援時間則縮短了10%。 

 �  運用合作和群眾外包建立「數位孵化器」。GE建立了大型合作計劃，致力於擴充互

連裝置的功能，確以取得最先進的應用。同時也結合群眾外包社群Kaggle舉辦多次

競賽，建立預測力最強的模型。

GE建立客戶和第三方開發人員的生態體系，目標是接觸到2萬名第三方開發人員，50多家

合作夥伴和1萬名客戶。此外，GE透過先進分析釋放出來自作業和維護的營收新來源，

期以從2,000多億美元的數位市場商機中掌握到最大的價值。

第二章：高科技業的50億美元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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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融服務 –  
銀行業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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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是台灣最重要的產業之一，2016年對GDP的貢獻達
6.8%，雇用4.8%的勞動人口。台灣200大企業中，金融服務企
業的營收佔比達到13.2%。

台灣的金融服務業雖然已成為台灣經濟的主力，卻也面臨一
連串的挑戰，例如營收成長乏力、利潤率薄且合格人才供應
不足。本章將重點探討上述若干挑戰，並說明如何透過數位
化來克服這些挑戰。

台灣銀行面臨的挑戰
過去十年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席捲全球，傳統銀行幾乎無一倖免。受到淨利差下滑的

影響，許多國家的銀行都面臨獲利壓力。 

台灣央行更於2016年將重貼現率調降至1.38%，創下2010年中以來的新低5。這也造成台

灣的利差（即出借資金與貸入資金的利率差異）目前在全球排名倒數第二，嚴重限制了台

灣銀行的獲利能力（圖16）6。  

淨利差，2010-2016年

資料來源：中國金融模型；經濟學人智庫；FSS；台灣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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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5 中華民國（台灣）中央銀行新聞稿,2016.09.29。

6 國際貨幣基金,http://data.imf.org/ access: 201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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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利用率低，成長潛力不足
過去六年來，美國、中國、台灣及南韓的銀行資產成長都已放緩。其中台灣尤為顯著，總資

產成長率從2011年的13.3%下降到2016年的0.9%。此外，2011-2016年期間資產報酬率更是

在0.4-0.6%之間停滯不前，僅微幅高於南韓（圖17）。

極度低落的資產報酬率也反映出台灣銀行業的成長潛力有限。而台灣人口的高齡化及少

子化，更意謂能夠帶動銀行產品需求的年輕族群的萎縮。 

銀行資產，2010-2016年

2011

15

5

25

10

0

20

-5

12 13 201614 15

1 當地貨幣匯率轉為年美元
2 基於該國前一千家銀行的數據

0

1.00

0.75

1.25

0.25

0.50

1.50

20161514122010 11 13

美國

台灣

南韓

中國

資料來源：全球金融庫，根據各國中央銀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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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銀行分行固定成本居高不下
過去銀行業是透過擴張分行網絡來提高知名度及市佔率。但隨著網路與行動銀行服

務的不斷演進，此一模式也逐漸發生改變。銀行目前都把重點放在如何透過網路提高

便利性，以及確保良好的客戶服務，實體分行則被用來作為推出更多數位銀行服務的

通路。

我們在2010-2015年針對台灣、香港、澳洲、美國、南韓及新加坡等地的商業銀行分行家

數的分析，也為上述現象提供了支持論據（圖18）。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台灣，其他各國銀

行網絡的分行家數在這段期間都逐漸減少，只有台灣的分行家數逆勢出現微幅增加7。  

7 中華民國（台灣）金管會銀行局新聞稿 https://www.banking.gov.tw/en/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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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灣分行雇用的後台人員與銷售人員在比例上也比這些國家的分行高出許多。後

台人員在台灣分行員工的佔比約達40%，而美國則僅為30%，因為美國的分行作業自動化

程度較高，因此效率也比較高。 

這也導致台灣銀行的分行固定成本高於我們所檢視的其他國家的分行。隨著網路與行

動銀行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台灣的銀行應該考慮縮減分行家數，並利用剩餘的分行提

供更多數位銀行服務。同時，還應該進一步考慮減少後台人員，並同步增加銷售人員，以

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

銀行分行密度，2010-2015年

平均每十萬名成人分配到的商業銀行分行家數1

基礎 = 100，指數化到2010年

資料來源：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世界銀行資料庫

1 以該國每十萬名成人人口分配到的分行家數計算；成人的定義為20歲以上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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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人才短缺
台灣的銀行同時還面臨了人才短缺的問題。資訊科技人才的需求明顯增加，特別是手機

應用程式開發人員、資料分析師、商業情資專家等。然而，銀行業不具競爭力的薪資結構

及保守的企業文化，卻會讓頂尖人才止步。為了在美國這類對IT及軟體人才有強烈吸引

力的市場爭奪合格人才，銀行的薪資水準勢必要達到足以媲美美國科技公司的水準。美

國軟體工程師的薪資是台灣銀行業平均薪資的二到三倍。 

除了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以外，台灣的銀行還需要培養推動創新所不可或缺的創業

心態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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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業
全球金融科技公司從2010年的281家暴增到2015年的886家。亞洲發跡的金融科技新創

公司在全球有一定的份量，一共超過750家，佔全球金融科技公司的20%。值得注意的

是，在這750家公司當中，僅有1%來自台灣。

全球金融科技蓬勃發展，從2000年到2015年金融科技公司家數
增加將近十倍

資料來源：麥肯錫金融科技面面觀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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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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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金融科技新創公司主要分為四大子產業：帳戶管理、貸款融資、支付、儲蓄投資（圖20），

包括從個金銀行的價值鏈整合到財富管理的機器人諮詢服務等各類創新，從客戶及商

家角度，以降低營運與交易成本為共同目標。

大部分的亞洲金融科技公司都專注於支付、儲蓄及投資等領域。台灣在四大子產業都

居落後地位。 

貸款融資
若干金融科技公司已針對不同企業市場建置了貸款平台（圖21）。例如，2014年於美國

成立的Fundbox公司就是採用「授信服務化」的商業模式，協助中小企業管理並優化現

金流。該公司運用先進數據分析技術，對客戶進行快速評估，找出尚未付款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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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公司表現最為出色的四大子產業

資料來源：麥肯錫金融科技面面觀；麥肯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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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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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款
模
式

直
接
貸
款
模
式

~3.5兆美元1 ~2兆美元1 ~1.3兆美元1

消費金融 小型企業貸款 學生貸款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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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企業在數位貸款融資領域的發展相對不足，但P2P貸款其實有機會成為國內金融

科技公司可以探索的一個領域，因為民間借貸在台灣是受民法規範，並不需要取得主管

機關的核准。台灣第一家P2P貸款服務「鄉民貸」在2016年3月推出，該公司執行長黃智

康表示，該公司以促進金融民主化為使命，一方面提高出資人的報酬率，另一方面也讓

借款人享有更優惠的條件8。 

數位支付服務
許多先進經濟體都在快速朝向無現金社會邁進。芬蘭、法國、瑞典、南韓都有一半以上

的消費者採用無現金支付，無現金支付對消費者和商家而言都很普遍。 

但台灣大部分消費者卻仍然仰賴現金。無現金支付佔台灣整體交易的比重落後領先的

全球市場達20%（圖22）。無現金支付雖然逐漸崛起，但商家及消費者採用率偏低仍持

續壓抑成長動能。 

無現金採用率

資料來源：麥肯錫全球金融機構中心；麥肯錫全球支付數據庫

1

16

44

28

3639

3

30

5153
5860

南韓 台灣

+14

+8

法國

+25
+22

中國

+2

瑞典芬蘭

20162010

1 支票、消費者信用卡、轉帳卡支付、直接扣款、預付卡支付、延後付款卡和其他支付方式

消費者無現金支付的交易佔比1

消費者無現金支付佔所有支付筆數的百分比
見次頁

圖 22
 

 

然而，台灣的新創公司已開始進軍行動支付領域。剛谷科技公司針對台灣市場推出了支

付服務平台萬付通 (OnePaid)。萬付通在2015年與中國最大的電子支付解決方案平台首

信易支付展開合作，為中國買家及台灣賣家提供支付服務。其後在2017年，Installments

公司推出了行動C2C支付平台INSTO，為個別借款人提供自動分期的服務。該公司目前正

與中信銀行合作將INSTO帶到東南亞，同時也計劃在美國及法國推出APP。 

8 傅長壽 (Matthew Fulco)：「台灣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上，選擇審慎而為」，台北市美國商會台灣商業
月刊，2017年4月12日，https://topics.amcham.com.tw/2017/04/taiwan-opts-caution-developing-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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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新的公司也已針對單一用途，推出無現金支付解決方案，例如交通卡。其中已有部

分公司開始拓展領域，進入多用途支付解決方案。例如悠遊卡在2000年推出時不過是

針對台灣公共運輸的無現金支付卡，但目前已經可以用於便利商店、藥妝店及計程車的

小額支付。 

這些發展為傳統銀行帶來實質的威脅。一旦消費者習慣使用這些新的服務來進行購買，

就很難再吸引他們回來。 

機器人理專的出現
財富管理與交易服務一向是銀行的一大營收來源。然而這類服務卻受到來自金融科技

新創公司不斷推出的創新技術及商業模式的衝擊，機器人理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機器人理專是自動化的數位理財諮詢服務，用來收集客戶的理財目標、投資期限、收入

與資產、風險容忍度等資訊。機器人理專將收集到的資訊用於客戶投資組合的建立與管

理9。  

相較於傳統理財經理，機器人理專具備幾個重要的優勢。銀行可以深化對大眾市場的

滲透，同時享有較低的固定成本。另外，客戶也能更便利地取得更廉價的理專服務，以

及從諮詢到投資的一站式服務。若以2014年以來86%的年複合成長率計算，預計到2020

年，機器人理專所管理的資產規模將達到約4,500億美元的規模10。  

目前在機器人理專領域居於領導地位的是美國，主要是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相當成熟且

數據透明度高，加上新創公司家數及管理資產規模全球居冠。2010年成立的Betterment

是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業者。該公司以線上理財諮詢公司自我定位，專門提供被動

投資人自動化的投資服務，為客戶省下原本需要支付給經紀公司的業務及理專的費

用。Betterment鎖定較不富裕的個人、投資新鮮人及被動投資人。到了2015年，該公司已

擁有超過75,000名客戶，管理資產也達到29億美元之譜11。 

相反地，台灣在數位財富管理領域則遠遠落後。一直到2017年6月證券期貨局才公布了

機器人理專的作業規範。相較於領先國家，台灣對數位財富管理的採用較為遲緩。台灣

已有幾家銀行開始提供類似機器人理專的服務來提升財富管理的效率，但知道及採用

機器人理專服務的客戶仍相當有限。

 

 

9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www.investor.gov。

10 〈我的私人銀行研究：誰能在機器人領域勝出？〉(MyPrivateBanking Research: Who Will Win the Robo   
  Game?，科爾尼管理諮詢公司 (A.T. Kearney)。

11 公司網站；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理財專員公開揭露 (I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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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挑戰

消費者姍姍來遲
消費者在這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截至目前為止，數位銀行服務尚未在全球消費

者間建立足夠的知名度。根據麥肯錫的研究，全球僅有約一成的人口使用數位銀行服

務。但隨著人口的逐漸老化及財富的逐漸累積，以及智慧手機、平板及高速行動網絡的

日益普及，預估未來將有約七成五的人口會使用數位銀行服務（圖23）。 

消費者偏好，2016-2030年

資料來源：Fed Survey；麥肯錫金融科技面面觀；小組分析

粗略預估

1 遭到數位顛覆：數位佔流入營收比重>50%

36

10

20302022

70-75

2016

數位顛覆發生時間點1

佔人口百分比

人口結構 ▪ 受影響的人口集中於
40歲以下的族群

▪ 大多影響的是高淨值、
富裕和大眾富裕人口

▪ 受影響的人口延
伸到40-44歲和大
眾族群

▪ 一路到65歲的族群
都會使用顛覆式的
數位服務

▪ 數位影響所及也延
伸到低層的大眾
族群

圖 23

 

台灣消費者對數位銀行服務的採用率，比亞太其他國家來得低（圖24）。不意外地，台灣

大多數金融產品的數位銷售貢獻度也落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及全球。數位通路僅佔核心

產品銷售的18%，核心產品包括活期及儲蓄帳戶 (CASA)、信用卡、定存、無擔小額信貸、

保險及房貸；全球數位領先業者的數位通路貢獻度卻已達到兩倍的水準。在個人銀行帳

戶、信用卡及個人小額信貸三大核心產品類別，台灣明顯落後全球領先業者（圖25），同

時針對這些領域的新興趨勢也幾乎沒有任何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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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個金數位服務的採用率

資料來源：2016年亞太地區數位和多通路標竿調查；麥肯錫Finalta

1 所有個人金融客戶不含小型企業客戶和靜止客戶

0

60

30

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澳洲與紐西蘭 台灣

2014 2016

數位通路採用率
活躍的數位個人金融客戶佔所有個人金融客戶的百分比1

圖 24

數位金融產品的銷售

資料來源：麥肯錫Finalta；麥肯錫分析

-31pp

信用卡

-32pp

無擔個人貸款活儲5帳戶

-34pp

全球2領先業者3

亞太地區1領先業者

台灣

-18pp

核心產品4總銷售

數位銷售在主要產品的貢獻度數位銷售貢獻度

1 亞太地區國家：澳洲、香港、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台灣、泰國 4 包括活儲、存單、信用卡、無擔個人信貸、保險、房貸
2 全球：50多國，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 5 活期存款與儲蓄帳戶
3 前四分位業者

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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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挑戰

資金問題
私募基金與創投公司的投資是新創公司的生命線，金融科技公司也不例外。根據我們

對創投交易的分析，我們發現一地的科技通達程度、資本充沛程度及法規友善程度越

高，創投公司的投資水準也越高（圖26）。 

矽谷就是因為擁有創新生態圈，而成為最吸引創投的地點。相反地，台灣在所有創投指

標上都敬陪末座。我們不難推論，因為市場潛力較小、法規環境較為保守的緣故，台灣

對投資人來說較不具吸引力。

2016年創投交易績效
圖 26

2016年創投指標 矽谷 以色列 新加坡 香港 北京 深圳 台灣

創投交易件數

創投交易金額
百萬美元

創投退出件數

創投募資金額
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招標書資料庫

3939
21587206

449

1,963

3856315751,4082,671

20,863
23,727

234

4736 22

167

50191

2,522

5271,069632

25,353

法規環境與創新
金融服務業近年來受到更嚴苛的法規監管。主要原因是金融服務業本來就與其他產業

相互連動，金融體系的任何震盪都可能對全球經濟造成大範圍的衝擊。但是我們有理

由相信，保守的法規環境會限制創新，對獲利及成長潛力造成不利的影響，而比較先進

的法規環境則能創造相反的效果。 

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我們的分析，美國是金融科技創新的領先國家，前50

大金融科技公司當中就有34家在美國發跡，包括PayPal、Lending Club、Wealthfront

等。另外，美國對傳統銀行及金融科技新創公司的法規監管也比較先進（圖27）。這些

法規與新興的數位商業模式保持同步，鼓勵企業開發創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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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創新與法規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新聞稿；小組分析

1 每日轉帳金額上限5萬元台幣
2 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部分舉例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1999 2017年度

各國採行的金融科技創新

台灣中國英國美國

FutureAdvisor
Betterment

法規通過機器諮詢

台灣中國

英國美國
Prosper Zopa

上海拍拍貸 金管會2

宣布鬆綁

P2P貸款

美國 台灣中國 英國
PayPal電子
郵件支付

阿里巴巴
的支付寶

支付服務法規 法規通過1
數位支付

圖 27
 

 

英國在2015年率先導入「監理沙盒」概念，允許企業在真實環境下測試各種金融服務的

創新，而不必立即面對正常法規的約制。 

台灣的金融法規比較保守，銀行業無法從事沒有法規監管的業務。因此，在開發創新的

產品服務及商業模式方面，台灣的銀行與金融科技新創公司很難跟同業競爭。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台灣可以跟隨法規制度較先進的國家的腳步前進。2017年初，台

灣金管會公佈了台版的金融監理沙盒12。預計於年底前完成立法的金融科技創新實驗

條例，擬定初步實驗期以六個月為限，但得展期兩次，一次六個月。

我們認為台灣政府應繼續運用其法規監理力量來支持金融服務的創新。台灣的金融主

管機關必須找到適當的平衡點，一方面促進新的服務與商業模式的推廣，另一方面也要

制定相關法規，管理可能對金融業及整體經濟造成傷害的商業作法。 

 

 

12 中華民國（台灣）金管會新聞稿：http://www.f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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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金融產品
新一代金融產品將會是基於社群媒體或P2P的互動式且個人化的產品。這些產品將會利

用大數據分析與機器學習，提供客戶最佳解決方案（圖28）。例如Mint、Simple等資金管

理APP，提供消費者整體財務概覽並透過遊戲方式幫助消費者做預算與儲蓄。以社群媒

體或P2P平台為基礎的微信及LendingClub，也會讓貸款變得更靈活。而Betterment及

Nutmeg等業者的機器人演算法，將能提供遠比傳統客戶經理快得多的投資組合管理。

新一代金融產品

資料來源：網站檢索；麥肯錫金融科技面面觀；麥肯錫分析

帳戶管理

貸款融資

儲蓄投資

範例

圖 28

▪ 金融帳戶的彙整
綜覽

▪ 可追蹤消費，分類
簡單

▪ 遊戲式的預算規劃
和儲蓄

▪ 社交數據輔助貸款

▪ P2P貸款投資

▪ 機器諮詢

▪ 便捷的線上管理
方式

▪ 理財專家團隊提供
支援

主要特性

 

掌握數位商機 
數位版圖充滿各種可能性，可供銀行追求成長。在帳戶管理、貸款、支付及資產管理等

領域，不斷出現各種開發創新產品的機會。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競爭，台灣的銀行必須在

數位營運、IT基礎設施、先進分析、金融科技合作夥伴等各領域建立能力。 

 �  數位營運：數位化的銀行可以從前台到後台提升各個環節的營運作業，為客戶及銀

行同時帶來效益。客戶不再需要浪費時間排隊等候櫃台叫號或等候貸款的核准，而

且能夠更清楚掌握申貸案件的進度，造成流程延誤的作業疏失也會減少。 

對銀行而言，數位化可以進一步將直通處理自動化，減少人工的干預次數，進而降低

處理時間及錯誤率。自動化還可以透過直接處理結構化資料而提升效率，進而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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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步驟。以開戶流程為例，一般客戶需要簽署多份文件，若能允許在平板或其他

裝置上簽名，就能省下時間，進而減少客戶簽名的次數。 

例如新加坡華僑銀行就採用了無紙流程，讓該行的開戶流程更簡單、更有效率。新流

程將每一交易平均支付成本降低了87%，同時縮短新開戶時間達99% – 從2-6天到僅

16-64分鐘。

 �  IT基礎設施：大部分傳統金融機構仍被既有的IT基礎設施綁住。相反地，數位新創

公司的營運則是建立在新建立的現代化平台上。 

傳統營運可以採用雙速IT的方式，實現快速反覆迭代以促進創新。這包括推動既有

系統的全面現代化，搭配以客戶為中心的平台，透過快速的產品迭代回圈，幫助銀行

提供更簡單、更靈活的產品。 

若干領先銀行已採用雙速IT架構，一方面可以提高彈性，同時不必從頭更新整個

應用架構。例如，有些銀行會採用直接API（應用程式介面）或透過中間軟體提供存

取，以支援敏捷前台模式，快速建立單一服務層。採用API建立單一服務層的方式，

可以幫銀行省下重複開發軟體的成本。同時，也有助於推動提升跨通路客戶體驗的

創新（例如，單一客戶觀點、工作流程等）。

 �  先進分析：銀行對自身資料的潛在價值目前僅開發一到兩成，因此還有許多創造營

收及節省成本的機會可以掌握。

 —   機器學習解決方案可以運作大型數據集，測試不同變數的組合，產生傳統統計技

術所無法取得的洞見。例如，傳統統計技術是將數據投射到既定「型態」上（可

能是直線、拋物線或對數曲線），而機器學習則是運用從先進回歸分析到神經網

絡等各類演算方式，找出並記錄其中的規律。歐洲一家銀行就因為將信用分析從

純統計回歸改為機器學習，便成功將房貸回收率提高了30%。

 —  以數據強化決策，進而提升互動的速度與品質。分析技術是改造客戶體驗的

關鍵。例如星展銀行與IBM Watson合作，以提升諮詢服務。客戶經理因為利用

Waston分析大量複雜數據，更容易找出客戶需求之間的關係，有助於理專權衡各

種可以提供給客戶的不同理財方案。 

以數據強化的決策模式，也有助於提高詐騙防護服務、電話客服中心及ATM的作

業效率。同樣重要的是，此類決策模式還能帶動營收成長，例如交叉銷售、升級

銷售及客戶屬性分析。星展銀行就是運用數據分析來優化其ATM的效率，並提升

客戶滿意度。星展銀行採用ATM分析解決方案，成功將ATM發生現金不足的頻率降

低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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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部投資與合作：為了取得豐富多樣的金融科技組合，同時緩解風險，部分既有業

者越來越偏向直接投資金融科技新創公司。其他業者則積極探索與私募基金及創投

合作的機會，以建立新的能力，提升客戶價值訴求，以及塑造自己的生態圈。 

銀行經常是透過設立包含創業加速器基金的獨立創新組織來管理投資流程，然後再

邀請矽谷科技專家來擬定產品路徑圖。星展與位於香港的創業加速器公司Nest合

作，成立星展加速器，積極提供資金支持星展塑造自身的金融科技生態圈所需的金

融科技新創公司。2010年以來，花旗銀行旗下的創投公司花旗創投已經至少投資了

30家新創公司，涵蓋大數據分析、數位支付到IT安全等各個領域。

在台灣金融服務業持續數位化的同時，台灣政府也必須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特別是加

速鬆綁抑制創新的金融法規，以支持金融業的進一步發展。政府確實必須負擔起守門

員的角色，保護一國經濟不受金融衝擊的傷害，但同時也必須是營造有利創新的大環境

的關鍵推手。 

法規一般都被視為是一種進入障礙，尤其是金融監理與資料保護等領域的法規。也許

法規無法扭轉數位顛覆的大方向，但卻有機會影響其發展的速度與程度。由於各國法

規管制立場的不同，影響層面可能也大不相同。 

例如歐盟對銀行金融業的監管就是採取相當主動積極的態度。歐洲理事會目前正努力

推動數位單一市場，目的是希望歐盟各會員國之間的金融服務法規能協調一致以提升

效率13。2013年頒佈的支付服務指令修訂版 (PSD2)，就是希望進一步促進金融服務的

透明度，強化消費者的保護，同時為支付服務業者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在這樣的背景

下，第三方及非銀行業者（包括金融科技公司）也被允許提供純銀行的服務。

此外，2014年公布的電子身分認證及信賴服務規章 (eIDAS) 也為歐盟內部市場建立

了新的電子交易安全系統，且最終將提供驗證客戶身份的方式。此監管架構可能成為新

產品與服務推出的關鍵。例如，BBVA銀行近期在取得西班牙洗錢防制監管局的核准之

後，隨即實現了西班牙第一個以數位方式促成的線上開戶，將開戶所需時間從原本的1

小時縮短到5分鐘。BBVA是怎麼做到的呢？BBVA的作法是鼓勵上述監管架構接受以視

訊會議作為驗證客戶身份的新方式。

科技創新顛覆金融服務業的腳步可能會日益加快，而保守的法規監理模式只會限制金

融科技公司的成長與發展。為了向前邁進，台灣的主管機關必須積極擁抱創新的產品及

商業模式。例如，政府可以成立專責機構負責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同時引進專門的教

育培訓計劃，促進金融業的科技創新。 

13 歐洲理事會：數位單一市場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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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業面臨龐大的數位商機。儘管銀行不斷嘗試落實各種數位科技，整體產業還

是面臨被數位發展領先的科技公司所顛覆的威脅。因此，銀行業者有必要擬定穩健的

數位創新策略，幫助他們擴大利潤及市場率。 

因此，銀行必須從根本改變他們的商業及營運模式。銀行必須重新定義分行功能及分

行網絡，重新設計後台，同時重新思考風險管理策略。為確保這些工作能順利推進，銀

行必須建置IT基礎設施，招募並培育新的人才，同時找出更敏捷的工作方式。 

附文 5

BBVA十年數位轉型方案
BBVA是一家西班牙跨國銀行集團，1999年由Banco Bilbao Vizcaya及Argentaria兩家

銀行合併而成，目前是西班牙第二大銀行。2007年，該銀行推出「成為全球領先數位銀

行」的方案。2015年以來，BBVA已有超過32%的成長。2016年總營收達到247億歐元，淨利

34.8億歐元。BBVA的成功在於非常明確地以數位為其策略重點，並由CEO直接領軍，專

注三大策略方案：傳統業務的數位化、提高行動網路通路的銷售、優化客戶解決方案，

以提升客戶體驗；同時對金融科技進行策略規劃，探索新的業務模式。

在轉型過程中，BBVA展開了下面幾項工作：

 �  數位營運：銀行將1,500個既有運營流程自動化，大幅提升效率及客戶體驗。在簡化

了開戶流程之後，銀行專注在改善線上註冊流程，開戶時間縮短了10-15分鐘。銀行

同時也簡化了消費貸款流程；藉由此一流程，該銀行在智利短短六個月內就增加了

12%的貸款量。

 �  先進分析：BBVA運用以機器學習及數據分析為基礎的產品，提高了數位競爭力。 

 —  BBVA運用大量客戶數據，建立了機器學習模型，並以此進行客戶及行為的分群。該

機器學習模型具有五個小時內描繪600萬個客戶的能力（若採傳統處理方式則需

要兩個月），因此可以達到比傳統銷售流程高三倍的交叉銷售率。

 — 銀行成功地將數位產品與服務內建到消費者的日常活動中。例如，該銀行推出一

款名為Wibe的車險APP，內含道路救援及停車輔助等功能。BBVA同時還創建另一款

Frances GO的定位服務APP，提供客戶鄰近商家折扣、運動賽事及機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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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資與合作：另外，BBVA也規劃與提供信用評分替代平台的數據分析新創公司

Destacame，以及智慧金融服務管理公司FutureAdvisor等合作，希望能藉此探索

新的商業模式，並在金融科技產業佔得一席之地。 

BBVA的數位客戶人數已於2016年達到2,000萬，比2015年增加20%，滲透率達38%，穩定

朝向成為徹頭徹尾的數位化公司的目標邁進。

附文 6

CBA透過數位化贏得客戶
澳洲聯邦銀行 (CBA) 是目前澳洲「四大」銀行之

一。2016年，CBA的營收達到240億澳幣（約180億美元），淨利潤達到93億澳幣（約73億

美元）。CBA過去105年來在澳洲銀行界不斷推出科技創新，一直到今天仍持續站在科技

的最前線，不斷運用科技提升並精簡客戶的銀行體驗，特別是在銀行交易與存款方面。 

 � 數位營運：對科技採以客戶為中心的模式，推出包括行動銀行的指紋辨識、手錶及

平台APP、Tap & Pay數位支付服務等各類數位方案，以及支付領域的各項創新等，

提升CBA的行動銀行能力。自推出Tap & Pay以來，CBA的CommBank APP上已有超過

300,000張卡完成設定，且已處理100萬筆交易。

 �  分行設計：CBA以大量投資建設新一代的分行設計，逐漸轉向櫃員人數較少的分行

營運模式。另外，透過能夠同時接受現金與支票，同時也能即時更新帳戶餘額的新一

代ATM，有效縮短了客戶的等候時間，增加了交易周轉率，同時也提高了客戶整體滿意

度。CBA之所以成功在於提供客戶及小型企業個人化的收款及現金流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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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敏捷IT：為了建置以客戶為中心的銀行，透過簡化的流程帶動獲利成長，CBA推出全

方位計劃，將其既有銀行系統現代化，同時建置以客戶為中心的平台。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該行：

 — 透過立即完成開戶及服務交易，提高了即時交易筆數。進而降低15%的客戶餘額

查詢。

 — 將精簡及自動化的開戶與定價、服務、交易處理等落實到客戶層面。銷售及每名全

職人力的成功轉介數提高10%。

 — 提升產品開發與維護效率；新產品上市時間縮短75%。

 — 提升交叉銷售能力 – 產品交叉銷售率提高36%，從客均2.2個產品增加到3.0個

產品。 

 �  基於先進分析的產品：為了提供高品質的風險評估，以及提高詐騙偵測效率，CBA過

去幾年內將23個資料中心整併為僅剩2個。支票詐騙偵測效率因此提高了95%；網銀

詐騙警訊增加了60%；支票與網路詐騙的損失對營業額的比率分別改善50%及80%。另

外，該銀行還推出MyWealth及DailyIQ等APP，讓客戶可以橫跨證券、高利率現金帳

戶及定期存款等各類財富進行投資、追蹤及管理等活動。CBA在澳洲每天處理900萬

筆交易及40%的卡交易，藉此建立客戶忠誠度，並提供更優質的客戶服務。 

 �  成效：澳洲IAB及尼爾森兩家研究機構發現，CBA擁有澳洲第13大受歡迎的APP，每月不

重複受眾人數達270萬，而且特別提及該行龐大的客戶基礎及其技術投資1。透過CBA

的行動平台，該行透過線上帳戶操作的資產已達到5,900億澳幣（約4,650億美元）。  

1 新聞稿：CBA引領數位行家客戶 (CBA leads way for digital-savvy customers)，澳洲，201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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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將從財務角度探討台灣政府面臨的挑戰。我們將先從理
論框架來分析目前政府的數位化程度，接著再討論政府如何
應用數位技術作為提高效率的工具。 

我們也會介紹其他國家政府的數位化舉措成功案例，做為台
灣政府的最佳實務作法參考，並提出行動方案建議。 

台灣中央政府預算開支 
根據中央政府估算，台灣2017年的預算支出將達620億美元（新台幣1兆9,980億元）。其

中社會福利與教育相關支出佔總預算將近一半（圖29）。 

社會福利與教育支出是政府總預算的最大項目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2

3.5

4.4

9.6

5.7

0.5

8.3

61.9

12.9

14.8

社區發展與環保

一般補貼

政府公債交易

退休與撫卹

公共服務

經濟

社會福利

國防

教科文

總計

類別

1 以2016年平均匯率計算

2017年台灣中央政府年度開銷預算
十億美元1

100.0 

23.9 

20.8 

15.5 

13.4 

9.3 

7.0 

5.6 

3.6 

0.9 

佔總數百分比
%

圖 29

 

政府財政壓力將愈加沈重
 �  人口高齡化：台灣人口穩定邁向高齡化。2014年台灣生育率在同儕國家中敬陪末座，

同時隨著生活水準提高、平均壽命增長，65歲以上的人口佔比十幾年來逐步增加（圖

30）。在此情況下適齡工作人口的佔比預計將下滑8.7%，跌幅在已開發經濟體（含美

國、英國與日本）高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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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高齡化加上適齡工作人口的比例降低，造成政府的醫療成本攀升。此外政府也

必須提高兒童照顧的品質與經費以鼓勵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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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支出很難再往上提高。儘管政府增加開銷是毋庸置疑的需求，但台灣政府負債

水平已高，近20年來GDP成長遲緩，預算支出上修的空間十分有限。 

1996到2016年間，台灣政府債務餘額增加了將近五倍，同期間的GDP成長則緩如牛

步，造成台灣的GDP債務比（衡量一國在不增加舉債情況下的償債能力）將近加倍。

在債臺高築的環境下，若GDP持續停滯不前，台灣很難再調高政府支出。

其實台灣的政府預算並不算高。在幾個OECD國家中（圖32）14，芬蘭與法國等社會福利

較完善的國家，政府支出名列前茅，台灣則屬於末段班。 

雖然台灣政府支出僅佔總GDP的16%，但債務餘額水位也高，要另闢財源支應額外開支

並不容易。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台灣政府應認真考慮降低政府服務的成本。  

 

14 OECD 2015，可在此網址檢閱 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spend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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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債餘額與GDP，1996至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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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級政府的總債務餘額20年來增加了近五倍；GDP的債務佔比也從18.9%升高至33.3%，增加近一倍

圖 31

 

政府支出佔GDP百分比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情報單位；從各國政府數據摘要得出

5656

4241
36

25
22211816

芬蘭日本 法國中國 英國澳洲南韓新加坡 美國台灣

2016年政府預算支出1

GDP佔比

1 指政府整體支出（含貸款），若非2016年則為資料可得的最近一年

圖 32



52 第四章：台灣的公共部門 

數位化的潛在效益
數位化在這時候就派上用場了。電子政府行動方案，也就是將IT技術應用在公共服務

上，通常有四大好處：簡化與整合工作流程與程序；協助管理數據與資訊；提升公共服

務的執行；擴大溝通管道，提高人民的參與及權利15。 

政府部門是台灣經濟中數位化程度最高的部門。公家機關的數位轉型不但簡化了線上

的使用者體驗，也提高公務員工作效率與生產力，政府數據的取得管道也更為便利。

但台灣政府e化的內容和國際最佳實務作法相比有些仍有落差。

1. 內部作業與流程：工作自動化
政府提撥近45%的預算打算在未來幾年改善內部作業與流程（圖33）。其中最為人所知

悉的專案就是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截至2015年9月，已有5,000多個政府機構與公立學校

建置此網路系統，預估節省了新台幣11億元（約3,600萬美元）的郵務成本16。其他以簡

化內部流程為目標的數位化方案包括：網路人資系統、iDesk與政府採購網站。

台灣政府的數位化支出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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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福利相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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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公文交換系統能大幅簡化內部流程，不過效果更強大的舉措還是將流程中勞力密集的

工作自動化。例如許多政府部門仍習慣將公文列印出來檢視，再上網核簽。如果能省去

列印文件的需求，不但可節省時間，也能遵節紙張成本。

15 UN E-Government Survey 2014, E-Government for the future we want, (UNDESA, 2014), https://  
  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egovkb/portals/egovkb/documents/un/2014-survey/e-gov_complete_ 
  survey-2014.pdf。

16 數位計畫：「第五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106年-109年)-數位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1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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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文交換系統雖已自動化，處理公文系統的流程步驟卻沒有減少。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數位化程度也有差距。簡化跨部會數位化工作並克服技術障礙也能

進一步提昇效率。 

例如愛沙尼亞的國家共享服務中心採用共享服務與採購模式，此模式能協助政府挑選

出能為愛沙尼亞大部分公家機關提供財務、人資與薪資會計服務的公司並與之簽約。

此舉讓該國政府每年減少200萬美元成本，效率也提升20%。該中心的目標是未來所有

政府採購案都循此模式進行。

台灣應將端對端的電子公文系統推廣到各級政府單位，而不僅止於中央政府。英國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英國政府以更進一步提供民眾「簡單、清楚、快速」的服務為己任，

因此在其GOV.UK網站上採用了「預設數位化」的原則，90%的案件由強大的後端自動化

作業系統處理—就算牽涉多個政府單位的案件也不例外。數據共享自動化機制讓英國

社會保險與稅捐機關的數據能無縫分享，並自動將資料推送到戶政事務、社會保險與

地方政府機關。此數據自動化還有一個附加效益，就是政府能提醒強制醫療檢查及其

他主動通知。 

英國政府將涉及多方互動、成本極高的公共服務自動化列為優先要務。例如，就業及年

金部的主力放在五個社會保險方案的自動化，因此排除了60%的人工處理作業與80%的

電話中心話務量。 

2. 數據分享：邀請民眾一起創造解決方案
政府機構的透明度與責任歸屬是台灣政府引以為豪之處。台灣在全球開放資料指數的排名

位居95國之首，全球開放資料指數是政府數據公開出版的全球評比標竿17。  

此排名的考量依據包括台灣的公開資料網站 (data.gov.tw)，這是於2012年上線的政府資

料分享網站。開放資料涵蓋18種數據類別，包括教育、購屋、選舉投票、交通運輸與公共資

訊。至2017年共有將近3萬筆數據組存放在該網站。除了用關鍵字檢索數據組，民眾也可以

提出數據查詢要求。 

儘管如此，政府部門間的數據分享仍有改善空間。資料收集主要由中央政府執行，而非地方

政府機關，因為地方機關沒有相關的流程或獎勵誘因讓他們願意分享數據。  

愛沙尼亞的X-Roads平台為我們示範了政府如何克服技術障礙，做到跨部會數據分享。該平

台建有一數據交換層，讓政府的資訊系統可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網路數據交換，該平台另

有其他功能協助政府與民間企業將自己的IT系統與X-Road對接，進一步提升資源效率。

17 公開知識網絡的全球開放數據指數：https://index.okf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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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數據分享也有助於改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南韓政府就利用開放數據打造出一套

醫療APP，供病患與醫療提供方互動。該APP結合58個數據組與超過67萬筆健康數據，能針

對各式各樣的健康相關問題提供答案。病患可根據地點、醫療設備與他們所需的照顧挑選

醫療機構，也能夠透過此APP估算看病費用與查詢醫院的品質評鑑結果。政府會根據滿意

度調查與使用者評價等形式取得反饋意見，作為修正數據組的參考依據。

3. 服務：建立數位化介面，提升用戶體驗
台灣政府從2008年以來便透過電子通路、網站和行動通路等方式，擴大使用數位工

具，創新公共服務的交付。 

儘管如此，橫掃全球的數位革命也拉高了大家的期望值。民眾已習慣數位應用帶來的選

擇性、便利性與速度，因此對於傳統麻煩、費時、僵化的政府服務也日漸失去耐心。如

果民眾還是需要大排長龍、填寫煩人的表格、或打無數通電話才能辦張身份證、登記新

車車籍、報稅或登記新公司，那政府網站設計得再好，也無法改善他們對政府服務的

體驗（圖34）18。  

 

政府服務網路化百分比

資料來源：聯合國2016年e化政府調查報告；各國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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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18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Unlocking the $3.5 trillion opportunity,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年4 
  月， mckins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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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灣政府與多數其他政府不同，除了身份證與車籍登記之外，上述所有服務都可上

網辦理。此外政府也與超商合作，讓e化服務多了新通路。在公私部門合作下，人民可以

在採買日用品的同時順便報稅或換發駕照19。 

台灣中央政府可跨部會分享不同單位在強化數位互動的最佳實務作法，以進一步提升民

眾的使用體驗。目前稅務與醫療的數位化程度已有不錯的進展，其他部會則仍有進一步

簡化作業流程的空間。例如MyeGov入口網站雖有提供相關資訊，但資料的分類、編排與溝

通效果卻可以再加強（圖35）。比方說申請表單欠缺敘述性資訊，因此政府可以進一步簡

化複雜的專有名詞；網站功能也應加強，讓民眾可以更輕鬆地檢索所需的服務類別與相

關資訊（例如不動產過戶），進而在網上直接申請，比起還要下載並列印文件再拿到相關

單位後續辦理，網路申辦是人民更願意選擇的方式。

MyeGov入口網站

資料來源：MyeGov (http://www.gov.tw/) 

首頁的資料檢索清楚易懂，版面設計也相當便於
使用 ...

... 但是點進標籤後，申請表格分類不清，很難找
到所需的資訊

圖 35

根據國際最佳實務作法，台灣政府可以將所有已開發的政府e化行動應用整合到一個平

台。例如中國在大眾普及的微信平台上建立「Shanghai Publish」這個APP，提供公車時刻

表、簽證辦理、即時路況、天氣預報與空氣品質指數等服務與資訊。

另一個例子是丹麥的「NemID」，民眾只要用銀行的安全登入資訊就可登入政府網站，大

大提高了便利性，也帶動了網路申辦的流量，個人與企業都獲益。使用者滿意度高達90%的

NemID每年光是為稅捐稽徵機關就節省了數百萬歐元的成本。瑞典的稅捐稽徵單位還提

供個人化服務，例如主動提醒重要活動（如新生兒的例行體檢）。提醒信上會列出承辦人

員的姓名與電話，讓服務流程更順暢也更個人化。 

19 國發會105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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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新南威爾斯省則是建立統一的專責窗口，負責800多種個人與企業服務，從出生證

明到老人卡的發放通通包辦。這當中有三個關鍵要素不可少：簡單好用的網站與APP，讓個

人與企業能進行數位申辦；在購物中心或其他民眾要道設立延長辦公時間的服務中心與

數位服務站；以及24小時的電話服務，由位於新南威爾斯的真人客服專員親自接線。 

4. 決策：應用先進數據分析制訂政府政策
數據分析是政府高效決策的關鍵。數據分析做得好，政府就能有效評估政策與專案效

能、衡量進度、理性辯論政策內容。數據分析的建置有助於改善立法與行政支出的管理。 

台灣政府因為IT基礎建設完善，且很早就採行文件資訊化，因此能夠應用數據分析協

助政策的制訂。例如國內車輛早在2006年就裝設eTag系統，相關單位得以追蹤車輛資

訊並分析交通狀況，協助政府主動管理交通問題20。  

在大眾運輸部門，交通流量是靠分析公車、捷運和高鐵收集到的票卡資訊計算得出。交

通部也收集台北捷運尖峰時間的乘客流量21來改善公共運輸班表等營運效率，將乘客

等車時間降至最低。  

台灣的全民健保研究資料庫 (NHIRD) 專門提供數據給健保局，而台灣人民的健保投保

率已幾近百分之百。該資料庫儲存了投保檔案與給付正本文件，是追蹤台灣人民健康趨

勢的重要資料來源22。  

但是台灣政府距離運用數據設計與改善政策方案仍差了一段距離。英國政府幾年前成

立行為洞察小組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就是為了利用人民行為的相關數據

設計效果更強大的政府行動。該小組設計隨機控制試驗（此試驗方式在醫界由來已久，

但直至最近才為公共部門所用）來測試小幅度變革的影響結果，例如修正國稅局寄給

欠稅戶的公文語氣。行為洞察小組成立頭兩年就省下該小組設立成本22倍的支出，它所

擬定出的行動方案預計在未來五年將為英國政府節省至少3億英鎊的支出23。現在該小

組也開始為其他國家政府提供數據應用與隨機控制試驗的諮詢服務，以改善政府績

效。

此外，台灣政府也可思考應用數位科技減少未來的失業、同時增加就業機會。例如德國

政府的就業平台JOBBÖRSE就利用數據分析將求職者區分成不同群體，並針對可能的工

作與雇主提供個人化的建議。紐西蘭的經濟學家則是利用社福系統精算模型來比較勞

工失業期間的總成本與實際的預算成本。

要真正落實數據導向的決策，就不能沒有數據分析能力與人才。因此英國政府的數位

服務團隊針對數位技能研擬了一套完整的人才管理策略，其中的徵才中心會協助各部

20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http://www.iot.gov.tw/。

21 「台北捷運乘客動態行為分析」，交通部統計處編審。

22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https://nhird.nhri.org.tw/。

23 行為洞見小組2011-2012年度更新，201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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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招募數位人才，設計人才輪調計劃。 

向外招募人才雖然重要，數位能力也必須從內部開始打造。美國正透過數位政府大學

計劃打造公務員的數位能力，該計劃每年培訓1萬名聯邦政府公務員，教授他們數位技

術與數據分析能力。 

數位化部署能為政府帶來許多提升效率的機會
台灣政府可透過以下幾個方式強化四個數位化核心領域：自動化、數據分享、數位介面

與先進數據分析：

提高營運效率。後台流程的數位化可節省政府的時間與資源，同時減少失誤與詐欺情事。

但是流程設計的挑戰性頗高，且台灣和大部分政府一樣，舊有IT系統的汰換風險不低。大

規模的IT系統升級需要高效的專案管理，才能確保使用者所需的功能到位，同時避免成本

大幅超過預算。 

以電子採購系統為例：採購流程的數位化與自動化不僅能讓政府與廠商雙雙節省大量的

時間成本，透過網路進度更新也能建立流程的透明度。 

為確保數位化流程的效能，政府組織應將構成整個流程鏈的所有相關活動數位化，這有

可能表示將橫跨多各部會的流程重新改造。此外政府也應從頭設計全新的數位流程。至

於舊有系統的問題，政府部門可採用雙速IT模式：以一套可靠、低風險的類似系統為基

礎，加上一個能快速建立與部署新服務的彈性數位層24。  

我們也必須注意，全面自動化方案對於政府部門與員工的工作性質可能產生重大而深遠

的影響。要順利轉型，公務員必須獲得適當的新技能培訓，並且在職涯徹底翻轉的過程

中獲得領航協助。

分享開放數據以利個人與企業應用。台灣政府在數據開放與分享方面已經領先群倫；

下一步就是善用這方面的資源創造經濟價值。個人與企業可開始利用台灣的開放數據

資源建立新業務甚至獲利。許多政府開放了交通、天氣、地址與地理空間數據，軟體開

發商則利用這些數據集創造出眾多行動APP來協助企業決策。  

分享開放數據的好處相當可觀：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預估橫跨七個公私部門領域

的開放數據每年可在全球創造3兆美元以上的價值25。 

台灣所面臨的挑戰不在於開放數據的可得性，而是對於數據的取得與應用認識不足。

政府可以先從積極宣導目前為止在開放數據的政績以提升民眾認知開始。政府機關可

考慮與相關企業合作，或借鏡他國的APP構想，調整之後以滿足本地需求。 

24 Digital by default: A guide to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MCG, November 2016; and Digitizing the  
  deliver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McKinsey & Company, 2016年3月。

25 Open data: Unlocking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with liquid information, MGI,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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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創公司BrightScope就曾對美國勞動部的員工退休基金管理費進行資料採礦，最

後發現小型企業支付的費用比大型企業多出40億美元。此外該公司也利用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和人口普查局等公開資料來源提供網路工具，讓使用者能對雇主出資的退休金

計劃進行量化評等26。 

台灣的數位基礎建設完善，是政府推動數位科技方案的堅強基礎。雖然從自動化到全

面數位化的過程仍未完成，台灣可持續善用自身在開放數據來源與數據分析能力的優

勢來提升民眾參與度、服務執行力與政策制訂。  

26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MGI, 2011年6月。

附文 7

新加坡：亞洲領先的數位化政府  
新加坡多年來持續數位化，目前已成為全球領先的e化政府。星國政府於2000年首度推

出電子化政府計畫，之後的許多政府e化方案不僅獲得國民的高度好評，也受到全球各

界的讚揚。根據聯合國2016年電子政府調查報告，新加坡的電子政府發展指數在聯合國

會員國中名列第四，電子參與指數 (E-Participation Index) 也有第八名的好成績1。  

新加坡如何完成數位化轉型的？以下是星國政府e化行動方案的部分舉例：  

1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16, E-Government in Suppor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egovkb/en-us/reports/un-e-government-survey-2016。



59第四章：台灣的公共部門 

 �  透過高效的政府流程精簡時間與成本：新加坡將政府後端流程數位化（如GeBIZ）

之後成功提高了作業效率並降低作業成本。由於政府只接受電子支付與電子發票，民

間企業也不得不開始數位化。  

新加坡會計及公司管理局 (ACRA) 利用此後端自動化系統，只需要15分鐘便能完成

公司登記手續。ACRA的系統會自動寄發通知給參與公司設立的專業服務公司，企業

主不需要自己跑這些流程。

 � 公開數據並利用數據分析輔助決策：星國政府透過數據分析工具的建置提高決策

過程的品質、智慧化與速度。例如陸路交通管理局 (LTA) 利用先進數據分析找出新

加坡通勤族的移動模式，以進一步瞭解用路人對交通工具的使用與需求。2011年新

加坡政府建立data.gov.sg網站，公開70多個政府機構的可得數據，大力提倡開放

數據分享。四年之後又增設了互動式儀表板、數據部落格並根據數據服務的相關性

將數據集分類。 

 �  政府帶頭以數位化為優先要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對數位化的支持是其他國家難

以望其項背的。當政府領導人本身就是數位化的頭號擁護者，數位化政策理所當然

就成為政府的最優先要務。

 �  多元團體參與：新加坡未來經濟委員會 – 新加坡為了設計數位政府策略所成立的

單位 – 在徵詢政策建議時諮詢了許多不同團體的意見，包括新加坡公民、居民與民

間企業。此舉確保了政府的e化方案能涵蓋所有不同使用者的觀點。

 �  招募數位人才：新加坡政府對於培養國民的IT素養與軟體能力也不遺餘力。新加坡

推出過許多教育計畫（如SkillsFuture Program）以協助人民和工作者學習並維持

程式設計的能力。

未來新加坡政府仍須克服其他挑戰才能讓數位化程度更上層樓。首先政府單位之間

的數據分享因為沒有一套清楚的協作流程，且牽涉到多個不同系統，因此仍有進步空

間。此外政府在與民眾和企業的互動上，仍須進一步提高個人化與使用者友善度。儘管

如此，新加坡從領導人心態到政府執行力，都是政府數位化的領導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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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晚期，台灣透過「經濟奇蹟」轉型成為全球經濟重
鎮，近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卻停滯不前，勞動生產力落後其
他領先經濟體。 

數位化為台灣帶來一個重新啟動經濟、恢復領先地位的絕佳
機會，但唯有企業和政府領袖全然擁抱數位轉型才有可能實
現。本章最後將建議幾個其他領域是企業和政府在推展數位
轉型時應考慮投入的。   

建置數位能力：對企業的建言
台灣的高科技業和金融服務業目前面臨重重挑戰，各行各業的問題與因應方式各不相

同。

制訂穩健的數位策略
要發展強大的數位能力，第一步是先制訂出支持整體企業策略的數位策略。企業必須明

白可如何應用數位技術強化現行商業模式的價值訴求，或建立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也

需要考慮到數位對產業的潛在影響力或顛覆力。 

與此同時，數位策略應將數位和特定客戶或商業結果結合，企業需要決定如何運用數位

重新界定客戶決策歷程，以在各個互動點對客戶發揮影響27。在這個過程應用數據分

析，企業就能跨多個通路創造出精簡而個人化的客戶體驗。 

領導力與組織
數位轉型要成功，往往需要組織做出許多困難的取捨，因此關鍵不只是領袖有意願貫徹轉

型，同時也需要知道如何做出艱困抉擇。此外，高階主管必須在個人權責範圍內，負起推動

數位方案的責任；同時也能掌握自動化、先進分析和其他數位手段的具體細節28。  

數位轉型要成功，需要的不只是上層良好的領導力，大部分企業也需要培育整個組織的人

才。企業推動數位轉型最常遇到的問題之一，就是無法大規模改變工作方式，以致坐失數

位創新帶來的速度優勢。因此，必須能讓數位團隊自主工作，才能發揮效益。

吸引並留住數位人才
招募並留住合適的數位人才至為重要，隨著數位化日益普遍，頂尖人才的爭奪戰勢必日

27 David Edelman and Marc Singer, “Competing on Customer Journeys,”哈佛商業評論，2015年11月。

28 Simon Blackburn, Michaela Freeland, and Dorian Gärtner, Digital Australia: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from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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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白熱化。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預測，2018年美國深度分析人才的需求可能會超

過人才供應50%至60%29。相較於其他許多國家，台灣的薪資水準低、工時長，因此台灣

數位技能的缺口情形若非更為嚴峻，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不過台灣某些企業已經找到建立優異人才來源的方法，例如「駭客松」的活動讓程式人

員一起合作開發電腦程式，讓企業得以接觸到非傳統人才來源。數位和分析工具也能在

人才招募上發揮作用，例如採用先進演算法的人才篩選工具能降低招聘過程中不自覺產

生的偏見30；此外，慷慨給予額外休假天數和彈性職涯路徑等福利也證明相當有效。

營造有利於數位發展的文化
在企業著手營運數位化的同時，也應思考有關文化的課題。鼓勵員工擁抱數位變革的

前瞻性文化能大大提升成長與動能，推動數位轉型的公司應尋找具創業精神和合作心

態的人才。

具創業精神的人才最適合用來發掘並嘗試具商業潛力的新構想，他們勇於冒險，樂意基

於充分資訊做出技術投資決定，也能從失敗的投資經驗中汲取教訓。 

合作的天性也同樣重要，同事之間互助互惠的程度愈高，組織文化的效能也愈強。不令

人意外的是，數位發展程度愈高的企業，IT與其他組織部門之間的合作就愈密切。因此

推動數位轉型的企業需要建立跨部門合作的流程和團隊，同時在組織的各個層級倡導

數位願景。

對政府的建言  
基於幾個原因，台灣政府必須正視數位課題。首先，數位技術帶來大幅提升效率和生產

力的機會。第二，政府在鼓勵台灣企業投入數位經濟上能發揮關鍵作用，使台灣不至於

被全球持續發展的數位趨勢拋諸在後。第三，政府需要管理法規環境，以扶植金融科

技和其他產業發展數位化的商業模式。 

1. 實現政府部門的數位機會
當前台灣政府的數位化工作與國際上其他政府並駕齊驅。台灣政府強調持續推動數位

轉型，已在某些領域看到成果：例如台灣政府的「資料分享」名列「全球開放資料指數」

第一名。 

最終目標是建立端到端數位基礎設施，實現數位創新和生產力的完整潛力。我們主要

觀察到四大機會領域： 

29 James Manyika, Michael Chui, Brad Brown, Jacques Bughin, Richard Dobbs, Charles Roxburgh. and     
  Angela Hung Byers,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1年6月。

30 James Manyika, Susan Lund, Kelsey Robinson, John Valentino, and Richard Dobbs, Connecting    
  talent with opportunity in the digital age,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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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部作業與流程。政府的數位化機會絕非僅止於將書面系統數位化，還包括後台流

程整併與自動化，甚至是輔助民眾資訊流動與跨部門申請流程。

 �  資料分享。政府需要持續消除部門藩籬，以致能互相交流更廣泛的數據，而非僅有

中央機關蒐集的數據而已。

 �  民眾互動。隨著MyeGov和一些其他的政府互動平台陸續數位化，政府有機會透過數

位提升使用者介面、互動性、資訊搜尋功能和個別交易，改善與民眾的互動，這方面

可師法其他國家政府的典範。 

 �  基於數據分析進行決策。台灣政府很有機會運用先進分析訂定政策優先順序，舉例

來說，政府可運用分析檢視教育、職業或公共服務再造等各項措施。 

2. 鼓勵投入數位經濟
提高數位參與度可提升生活品質，增進公共服務效能，促進經濟成長，也有助於網購、

繳付帳單等日常活動，就業機會搜尋，或讓親朋好友保持聯絡。但若沒有政府提供必要

的協助和保障，數位能帶來無所不在的改變就無法實現。 

台灣政府在數位服務的接取途徑和基礎設施方面已有大幅進展，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自

動化的電子政府服務和數位資訊平台。 

但這只是第一步，要實現完整機會，關鍵在於民眾確實使用電子政府服務，並就使用經

驗提供意見回饋。2016年國家發展委員會進行的公民參與度調查發現，僅有34%的網路用

戶曾在線上搜尋過公開政府資訊，比2012年的50%低；另外，有32%的網路用戶曾使用過

線上申請服務，但自2013年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設立以來，只有14%的網路用戶曾從平台下

載過資料31。政府應持續收集使用者意見回饋和滿意度數據，使服務更便於民眾使用。 

在網路提供政府服務的挑戰複雜：使用網路服務的民眾往往克服了一項障礙後，又面

臨另一項阻礙。因此，要提高電子政府的採用率，民眾的信心實在不可或缺。 

研究顯示，台灣網路報稅系統的採用率高，與親朋好友推薦不無關連。同樣地，新加坡

電子政府網站最近的研究發現，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與對電子政府網站的信任程度呈現

正相關。 

為了建立民眾的信心，政府應亟力宣傳使用數位服務的好處，並指導民眾使用方式。例

如瑞典政府開發了一套線上教育平台，供廣大學子挑選學校使用。這個網站十分完整，

包括逐步描述申請流程，提供學校資訊，以及學生和家長的意見回饋，使用者的採用率

已大幅提高（見圖36）。瑞典政府也開始在全國的數位機會中心、移動服務車和圖書館

廣泛提供中老年人及新移民免費的網路訓練。 

31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年台灣「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64 結論：企業與政府可如何抓住台灣的數位機會

 

資料來源：麥肯錫分析

瑞典的網路教育資訊檢索與申請平台
圖 36

學校

學校

最後系統也提供更先進的篩
選功能，例如成績要求、課
程資訊以及無障礙設備

學生一登入就能看到學校搜尋頁面，提供所有學校的總覽以及個別學校的
摘要，同時提提供先進地圖功能協助學生估算通勤時間

1

2

3

4

網路學校比較功能，提供學
校的一般資訊（如設備、課
程）以及家長與學生的調研
意見

學生用身份證登入後，系統
立刻辨識學生住家位置，並
根據地點過濾學校

學生點擊學校連結之後就會連到載有學校完整資訊的頁面，包括聯絡
資料、調研評價、以及家長和學生的反饋意見

5 若學生決定選擇這所學
校就讀，可以立即在此
頁面申請

6

 

3. 採用新的方法建立法規架構，鼓勵創新
數位化正引領全球經濟走向未知領域，全新的商業模式可能會急速湧現。以Uber和

Airbnb為例，在主管機關尚未解決這些成功商業模式引發的部分問題之前，這些業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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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建立了龐大的使用者基礎，政府的立法若偏向保守，可能一開始就會遏止這類創

新企業的發展。

為了倡導數位創新，台灣政府在法規問題的處理上需要以民眾利益為優先考量。  

最後，隨著勞工逐漸融入數位世界，政府的相關立法扮演了重要角色。眼見隨需服務的

興起，愈來愈多人會投入自由業工作和所謂的「零工經濟」，政策制訂者需要更新法律架

構，將這些新型工作模式納入考量。很重要的是，必須釐清法規如何對待按件計酬的

勞工，以保障勞動權益，維護政府稅收。 

台灣近幾次勞動基準法修法處理了標準工時、加班費及其他工作條件等議題，不過也

限縮了員工和雇主的彈性，畢竟就當前潮流而言，許多千禧世代和白領專業人士重視的

考核依據是績效表現，而非工作時數。因此，隨著經濟演進，各種不同的工作模式應運

而生，政府應考慮設計一套法律架構正視這些意見，滿足不同工作模式的需求。

在短短50年的過程中，台灣從農業為主的經濟體轉型成為製造業強國。不過近年來，台

灣的生產力和利潤不斷衰退，逐漸喪失競爭優勢，同時，數位科技加快了變革速度，迎

頭趕上更形困難。 

為了重拾競爭力，台灣亟需推動數位轉型。這有賴於產業和政府率先制訂穩健的數位策

略，促進新技術的廣泛採用，鼓勵觀念和文化的轉變。唯有企業和政府擁抱數位，台灣

才能產生所需的經濟成長，重拾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麥肯錫是一家全球管理顧問公司，致力於協助民間、政府及社會部門各機構實現組織的永

續成功。八十多年來，我們始終以成為客戶最信任的外部顧問為宗旨提供服務。麥肯錫是大中

華區最具規模的全球管理顧問公司，擁有超過800名的董事、顧問及專業支援人員，以及五個

分公司據點：台北、北京、上海、深圳及香港。 

麥肯錫是第一家在台灣設立常設據點的全球管理顧問公司。1990年以來，我們陸續提供了高

科技、金融服務、能源及公共部門等領域的國內頂尖企業有關策略、組織、營運及科技等關

鍵議題的諮詢服務。進一步詳情，請瀏覽公司網站www.mckinseychina.com 或臉書 www.

facebook.com/McKinseyTaiwan。

麥肯錫公司簡介



作者

林康雋

資深董事
台北分公司
jean-frederic_kuentz@mckinsey.com

魏世民

資深董事
台北分公司
bill_wiseman@mckinsey.com

成政珉

資深研究員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jeongmin_seong@mckinsey.com

藍兆君

副董事
台北分公司
joshua_lan@mckinsey.com

譚宏

副董事
台北分公司
charles_tan@mckinsey.com

陳彥汝 

顧問
台北分公司
emma_chen@mckinsey.com

曾俊豪

專案經理
台北分公司
joshua_chang@mckinsey.com

譚岱文

初級顧問
台北分公司
diana_tang@mckinsey.com

章錦華

總經理
台北分公司
albert_chang@mckinsey.com

作者群在此特別感謝Raymond Chang, Jr.及Glenn Leibowitz協助完成本報告的編製。







Digital McKinsey

2017年9月

Copyright © McKinsey & Company 

www.mckins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