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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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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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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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業及保險業等五大金融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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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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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興科技金融技術快速發展下，109 年持續針對國內銀行業在科技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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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金融科技人員的人才培訓課程需求有強化之趨勢，以因應銀行業

在金融科技業的發展之需。 

(二) 證券業 

本次證券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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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之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所屬 68 家會員之總公司。 

(三) 投信投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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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次調查對象為

臺灣地區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122 家會員，其

中包含 39 家證券投資信託事業、83 家證券投資顧問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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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等管理。 

                                                      
1
由於各重點產業調查成果相關資料係於 109 年 12 月提報本會，故各重點產業報告書所載之產業調查範

疇，係參考主計總處 105 年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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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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期貨業 

本次期貨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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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所屬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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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家及期貨信託事業 8 家。 

(五) 保險業 

本次保險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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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次調查對象係針對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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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產業發展趨勢 

(一) 銀行業 

1. 在台灣 Pay、Line Pay 等各式支付工具益趨便利及普及化，客戶的購物金

融支付載具及金融支付模式在快速改變中，第三方支付業與全聯等實體商

家、網路電商通路平台的異業結盟商務模式，產品行銷特色，銀行業者須

深入了解其通路行銷利基點，從中尋求可能業務合作開發之商機。 

2. 純網銀開放短期雖對銀行業務影響不顯著，但隨者手機等行動裝置滲透度

普及下，民眾的金融交易已逐漸可於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中完成，而無

須透過實體銀行，長期而言，可預期對銀行業的衝擊影響可觀，銀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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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導入金融科技新技術於其金融服務業務中，需謹慎因應以對。純

網銀對於學生族群、原住民、外籍移工、新住民等能提供的金融服務需求

彈性大，得以加快落實「普惠金融」的腳步，傳統金融機構須檢視純網銀

業務開放後對既有金融服務模式的改變，研議相關應對轉型對策方案。 

3. 5G 通訊技術已在歐美、中國、韓國及我國商業普及化，與物聯網互為結

合的金融科技多元開發運用商機龐大，金融機構在開發新金融科技技術之

際，應掌握新資通訊技術的發展趨勢及潛藏的金融商機，對各項資訊、行

銷業務人才培育更有其必要性。 

4. 數位金融浪潮已逐漸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尤其當前國際金融環境面臨網

路攻擊、駭客竊取資訊、網路盜轉帳戶或盜領 ATM 等新型態科技犯罪手

法不斷推陳出新，銀行業如何在競爭的經營環境下，兼顧金融創新與資通

訊安全，顯然成為銀行業的重要課題。 

5. 近年在資訊科技帶動下，在相關區塊鏈（Block Chain）技術已運用於保險

理賠、證件查驗等業務上，其中新商業模式值得銀行業深入研議探討。 

(二) 證券業 

發展 FinTech 數位金融及金融創新： 

1. 持續提升證券網路下單比重。 

2. 優化多元線上開戶及線上申辦業務服務。 

3. 推動資料開放及巨量資料分析之管理應用。 

4. 發展證券商虛擬據點，並提升實體營業據點之數位化服務程度。 

(三) 投信投顧業 

1. 因應金融與科技的結合與運用，產業發展朝向產品多元化、服務數位化，

為因應產業發展所需，主管機關進一步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就投信發行之

各類型基金辦理代理收付款項服務，以及放寬從事資訊、科技、法律、電

子商務或數位經濟等專業領域人才得於投信投顧業任職之限制，並積極以

「鼓勵投信躍進計畫」、「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鼓勵產業創新，以提

升投信投顧產業競爭力。 

2. 為擴大投信投顧事業業務範圍，增加產業資產管理規模，公會持續因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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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變化的全球政經情勢及產業發展趨勢，研提新商品、新業務、新制度，

如勞退自選機制、引進個人儲蓄免稅帳戶機制等，期待相關政策能進一步

落實，以增進產業成長動力。 

(四) 期貨業 

1. 金管會將持續推動金融產業永續經營及產業創新，並積極培育金融科技、

金融商品設計、風險管理等專業人才，以提升期貨業服務品質及期貨從業

人員專業能力。 

2. 金管會將持續落實各項金融政策，積極協助期貨業發展，亦將督導期貨業

者積極強化自身體質，提升國際競爭力。 

(五) 保險業 

1. 為因應金融科技的發展，提供保戶體驗保險科技所帶來之便利性，在金管

會保險局的指導跟協助下，壽險公會規劃設置「保險科技應用共享平台」，

目前推動「保全／理賠聯盟鏈」業務對保險業而言是一個起點，期待未來

在主管機關政策支持及業者共同配合的情況下，在共享平台之架構上逐步

發展各項金融科技業務，提供保戶更便捷及優質的服務體驗。 

2. 運用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於各項保戶服務，滿足客戶所需之體驗，並

提供客戶即時且便捷的專業服務。 

3. 在金融科技發展下，受互聯網、行動裝置等科技衝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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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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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才量化供需調查 

以下提供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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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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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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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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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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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難。 

依據調查結果，110-112 年銀行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98~257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0.8~2.1%、新增供給為

197 人，整體而言，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樂觀 296 2.5 

185 

269 2.2 

190 

205 1.7 

215 持平 171 1.5 170 1.4 190 1.5 

保守 91 0.8 93 0.8 109 0.9 

註：樂觀、持平、保守係依據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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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0），「109 年金融科技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成果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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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證券業 

依據調查結果，110-112 年證券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需求為 13~15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7.0~8.0%、新增供給為 14 人，

整體而言，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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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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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樂觀 16 8.9 

15 

15 8.0 

14 

14 7.2 

14 持平 15 8.4 14 7.4 13 6.7 

保守 14 7.8 13 6.9 12 6.2 

註：樂觀、持平及保守係依據業者填報彙整。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0）。 

(三) 投信投顧業 

依據調查結果，110-112 年投信投顧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

為 5~21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3.0~12.5%、新增供給

為 22 人，整體而言，人才供需數量逐年下滑，惟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

顯人力缺口存在。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樂觀 28 17.4 

24 

19 11.4 

22 

16 9.1 

21 持平 16 9.9 10 6.0 9 5.1 

保守 6 3.7 5 3.0 4 2.3 

註：樂觀、持平及保守係依據業者填報彙整。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0） 

(四) 期貨業 

依據調查結果，110-112 年期貨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48~99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17.5~36.3%、新增供給

為 55 人，整體而言，人才供需數量逐年下降，然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

顯人力缺口存在，惟須注意人才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係各重點產業中最

高者，面臨潛在人才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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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樂觀 106 42.1 

68 

97 35.0 

51 

93 32.5 

47 持平 83 32.9 75 27.1 68 23.8 

保守 49 19.4 51 18.4 43 15.0 

註：樂觀、持平及保守係依據業者填報資料彙整。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0）。 

(五) 保險業 

依據調查結果，110-112 年保險業金融科技人才平均每年新增需求為

130~158 人、每年平均新增需求占總就業人數比例為 7.6~9.2%、新增供給

為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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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明顯人力缺口存在。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樂觀 164 9.8 

186 

157 9.2 

181 

154 8.8 

179 持平 149 8.9 143 8.3 140 8.0 

保守 134 8.0 129 7.5 126 7.2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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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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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人才供需尚屬均衡，無明顯人力缺口存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