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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調查範疇 

我國於 104 年起積極推動金融科技相關政策，為瞭解金融產業發展金融科技

所需之人才類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進行金融相關產業人力流動供給因子及

需求因子之調查及估算時，特別增列對金融科技相關人才部分之調查，以掌握金

融相關產業短、中、長期金融科技人力之配置狀態。本次調查業別包含銀行業、

證券業、投信投顧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等 5 大金融產業，調查範疇分述如下。 

(一) 銀行業 

1. 屬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中的「銀行業」

（6412），定義為從事收受存款、辦理放款等業務之銀行。 

2. 110 年針對國內銀行業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發展現況及專業人才供需進行調

查，進行質性及量化的人力需求盤查，調查主要針對金融科技商品開發所

需金融科技培訓課程為主，盤點金融科技技術人才供需面臨問題及培訓課

程重點項目。 

(二) 證券業 

本次證券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68 家會員之總

公司（含 42 家綜合證券商、26 家專業證券商），而本次調查範疇依行政院

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屬「證券商」（6611），定

義為從事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及買賣行紀、居間或代理業務之行業，

如證券承銷商、自營商、經紀商及股權群眾募資平台服務等。 

(三) 投信投顧業 

本次投信投顧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所屬 125 家會員（辦理調查時計有 39 家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 86 家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

本次調查範疇屬「基金管理業」（6640）及「投資顧問業」（6691），相關定

義分述如下。 

1. 基金管理業：定義為承作投資組合及基金管理之行業，如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 

2. 投資顧問業：定義為從事提供個人或公司行號有關國內外投資之引介及諮

詢、顧問之行業；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亦歸入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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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貨業 

本次期貨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53 家會員，

其中包含國內專營期貨商 14 家、國外專營期貨商 1 家、期貨顧問事業 30 家

及期貨信託事業 8 家，另調查範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

業統計分類」屬「期貨商」（6621）、「期貨輔助業」（6622）及「基金管理

業」（6640），相關定義分述如下。 

1. 期貨商：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選擇權契約

及槓桿保證金契約買賣業務之行業，如期貨自營商及經紀商等。 

2. 期貨輔助業：從事期貨相關輔助業務之行業，如期貨經理及期貨顧問等。 

3. 基金管理業：承作投資組合及基金管理之行業，如期貨信託基金等管理。 

(五) 保險業 

本次保險業調查對象為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22 家會員

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19 家會員，另本次調查範疇屬行政

院主計總處 110 年第 11 次修訂「行業統計分類」中的「人身保險業」（6510）

及「財產保險業」（6520），定義為從事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之行業。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銀行業 

1. 因應數位金融發展快速，民眾的金融交易模式轉化，電子數位載具多元且

方便易獲取下，金融服務模式已漸次由傳統櫃檯交易轉型至通過網際網路

管道即可進行金融服務交易，各銀行機構推陳出新研發新金融商品及金融

交易 APP 輔助，此導致國內金融科技新興產業近年呈現快速發展趨勢。 

2. 金融科技技術研發需大量具資訊專長者共同投入方得成事，該類具資訊專

業人才延攬不易的部分成因在於國內其他高科技產業、新創企業或生醫業

得以提供相對較具優渥薪資及員工入股分紅制，此對人才聘僱上足具吸引

力，金融機構在人才延攬作業上面臨各產業間互相競逐有限人才之情形。

金融機構針對金融科技發展所需專業人員之攬才作業需能衡量估算，及參

考其他產業從業人員薪資之行業間差異性，研議一套足具誘因性的員工薪

資福利方案，俾利提升金融機構在發展金融科技業務之攬才成效。 

(二) 證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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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網路交易比率及強化資安。 

2. 優化線上開戶作業及線上申辦業務服務。 

3. 提升金融數位化服務。 

(三) 投信投顧業 

數位科技的廣泛運用，在 2021 年 COVID-19 疫情造成全球消費／投資

行為更加顯現，數位化服務將扮演更重要角色，隨著投資人投資形態的改變，

使得金融機構原先就在進行的數位化更加速，線上投資服務的未來發展趨勢

更為明顯，線下到線上、傳統到數位，機器人理財將是未來可預見的服務趨

勢，亦是產業未來發展重要方向之一。 

(四) 期貨業 

1. 持續推動金融科技、金融商品創新及提升金融數位化服務並培育金融科技

人才，以提升期貨業數位化服務及期貨從業人員專業能力。 

2. 持續落實各項金融科技政策，期貨業者積極強化自身體質，以提升國際競

爭力。 

(五) 保險業 

1. 運用區塊鏈技術，持續推出創新服務：由壽險公會規劃設置「保險科技應

用共享平台」，與合作的保險業者及醫療院所，於 110 年 1 月起正式開辦

「保全／理賠聯盟鏈」、「理賠醫起通」業務，提供保戶一站式的創新服

務。 

2. 應用科技開發服務鏈運用，持續推出創新服務：人工智慧（AI）領域在電

腦視覺（影像辨識）上技術越趨成熟，可應用的商業場景也會越來越多。

數位化客戶旅程，由投保、繳費至理賠，均提供高效且流暢的服務體驗。

透過收集使用者的數位行為軌跡、建立標籤庫、描繪客戶畫像，對客戶進

行分群，以提供更適切的客戶服務。 

3. 針對人工作業進行技術優化，達成行政作業自動化，提升行政效能：應用

流程機器人（RPA），將內部流程中屬於簡單且重複性高的任務（或動作），

透過 RPA 執行完成。 

4. 積極投入數位化經營，並開發各項行動服務和功能，且以客戶為中心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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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更快捷、更滿意的專業服務，車聯網、健康相關保險商品結合科

技創新已為市場所趨。另因應氣候變遷所需之相關綠色保險商品，亦將會

是產險業未來商品創新之方向之一。 

5. 疫情帶動線上投保、與客戶互動模式轉型，保險業者應重視在軟硬體、服

務、產品及跨業方面的整合，確保公司的數位化能力及網路安全問題。強

化資訊管理機制，注重資訊安全並嚴密保護客戶資料，以保障保戶隱私及

權益。 

6. 金融科技發展下，受互聯網、行動裝置等科技衝擊下，可藉由隨車設備、

行動裝置、定位系統等等，找出保戶習慣，即時蒐集、追蹤與掌握各項數

據進行分析，以做為加減費率的參考依據之一，並藉以更精確計算個別保

險費率，發展出更具競爭力的商品。 

三、人才量化供需調查 

以下提供 111-113 年銀行業、證券業、投信投顧業、期貨業及保險業等五

大金融產業中，有關金融科技人才新增需求、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新增供

給推估結果，惟本結果僅提供未來勞動市場供需之可能趨勢，並非決定性數據，

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策規劃參考時，應審慎使用；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

閱報告書。 

(一) 銀行業 

在人才需求方面，由於銀行業相對屬於成熟產業，在台灣已經發展相當

良好，業者之間已達充分競爭，故現階段金融科技主要發展核心設定在各種

科技的導入，來發展新的金融商品，或是提升金融商品的服務效率。囿於銀

行業行業（含金控公司）特性，其經營本身受相關法規高度監管，本諸於風

險控管及穩健經營的理念，新種業務的開發均需長期審慎評估及做好相關人

力資源規劃，經主管機關的審核批准方可經營，由於銀行業金融科技人才的

需求屬於新起階段，各銀行仍屬開發建置期，多數銀行人力需求並不明顯。 

另在人才供給方面，各銀行藉由持續強化行員訓練來因應未來產業發展

趨勢的人才需求，且囿於銀行業行業（含金控公司）特性，所需人才須對公

司有強烈的向心力及認同感，故新增人才目前主要由既有行員轉任，俾降低

求才成本並減少銀行對向外獵才的依賴性。但未來如遇有大幅新增業務（即

樂觀情景）時或為激盪更多創意，也對外徵求各類型專業人員，包括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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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理工、管理、網路行銷、社群管理、資訊等皆不拘，並搭配現有專業人

力進行合作，但除非積極有效開發新型態業務量，否則短期大幅擴張業務的

空間並不顯著。此外，由於銀行業屬於薪資水準較高之企業，對於人力缺口

的甄選、補充，多數銀行表示依過去攬才經驗尚不虞匱乏，故在人才供給端

上，綜合上述兩種供給管道，要找到合適的人才目前尚無困難。 

依據推估結果，111-113 年銀行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79~309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0.6~2.4%、新增供給為

222 人，由推估數據及前述業者反映可知，整體而言，銀行業金融科技人才

供需尚屬均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 

景氣 

情勢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295 2.4 

195 

307 2.4 

220 

325 2.5 

250 持平 175 1.4 205 1.6 240 1.8 

保守 56 0.5 87 0.7 95 0.7 

註：1.樂觀、持平、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過去 10 年銀行業產值平均數據做推估，以做為經濟景氣相對

樂觀及保守情境下的人力供需值的調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1），110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書。 

(二) 證券業 

依據推估結果，111-113 年證券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需求為 18~22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9.3~11.4%、新增供給為 20 人。

另根據調查成果，約有 31.7%證券業者認為金融科技人才供給充裕或供均衡，

但更有 56.1%的業者反映人才供應不足，因應對策上，為配合金融科技發展

之推動，證券商公會已將相關數位行銷、創新、管理、法令遵循、資通安全、

風險管理及人員轉型訓練，導入從業人員在職訓練中，以提升從業人員專業

職能、創新思維與遵法能力，因應未來金融科技之發展趨勢。 

景氣 

情勢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24 12.9 

22 

22 11.3 

20 

20 10.0 

18 持平 22 11.8 20 10.3 18 09.0 

保守 20 10.8 18 09.3 16 08.0 

註：1.樂觀、持平及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業者填報彙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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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信投顧業 

依據推估結果，111-113 年投信投顧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

為 5~20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2.6~11.0%、新增供給

為 24 人。另根據調查成果，約有 38.1%的投信投顧業者反映人才充裕或供

需均衡；而有 48.6%業者認為人才不足，主要是因為數位金融時代來臨，具

備跨領域人才不易尋找，或具實戰經驗人才有限，需要培育時間；此外，亦

有 11.4%業者表示金融科技發展對公司業務影響尚未明確，因而暫無相關職

缺需求。整體而言，投信投顧業之金融科技人才供給、需求尚屬平衡，無明

顯人力缺口存在。 

景氣 

情勢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24 13.4 

26 

20 11.2 

25 

16 8.6 

20 持平 12 06.7 10 5.6 6 3.2 

保守 6 03.4 5 2.8 3 1.6 

註：1.樂觀、持平及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業者填報彙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1） 

(四) 期貨業 

依據推估結果，111-113 年期貨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56~107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19.8~37.9%、新增供

給為 66 人，整體而言，人才供給略顯不足，且須注意人才新增需求占總就

業人數比係各金融業之金融科技人才中最高者，對於人才的補充需求相對孔

急。 

景氣 

情勢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114 42.5 

76 

105 37.1 

67 

101 34.4 

55 持平 91 34.0 83 29.3 76 25.9 

保守 57 23.3 59 20.8 51 17.3 

註：1.樂觀、持平及保守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業者填報資料彙整。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1）。 

(五) 保險業 

依據推估結果，111-113 年保險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125~153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7.0~8.5%、新增供給

為 194 人，整體而言，未來供需人數均呈下滑趨勢，然人才供需尚屬均衡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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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 

景氣 

情勢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人數(人) 占比(%) 

樂觀 164 9.4 

201 

149 8.3 

197 

145 7.9 

183 持平 149 8.5 135 7.6 132 7.2 

保守 134 7.7 122 6.8 119 6.5 

註：1.持平景氣情勢下之新增需求係依據人均產值計算；樂觀=持平推估人數*1.1；保守=持平推估人數*0.9。 

2.占比係指新增需求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1）。 

四、欠缺職務之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由前述銀行、證券、投顧投信、期貨、保險等金融產業之金融科技人才量化

供需推估結果可知，整體而言，各金融產業之金融科技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

顯欠缺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