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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健全之電子金流系統及電子支付工具成

為不可或缺之一環。傳統付款方式結合網路通訊科技，提供消費者更

為方便與迅速之支付服務，且發展新型態之電子支付模式，更使網路

消費者獲得交易安全之保障。近期，基於第三方支付制度發展，網路

交易模式逐漸取代傳統交易市場，如國外知名的 Paypal 與支付寶，

即為利用電子支付交易措施取代實體通貨之交易模式。 

由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涉及金融管制、消費者保護、資訊安全與洗

錢防制等多面向之監理，國際立法例如美國、歐盟與中國早已將其法

制化，反觀臺灣雖已行之多年，卻於西元 2015年 1月 16日始公布電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並於同年 5月 2日施行，以作為管制非金融電

子支付機構之相關規範。此外更於短時間內倉促制訂授權子法，以避

免新型態之電子支付制度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 

惟立法完成並非代表電子支付法制之完備，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監理與消費者保護之規範，是否完善與妥適尚非

無疑。故本論文欲觀察各國非金融第三方支付機構之法制與監理，並

與臺灣現有規範進行比較分析，希冀借鏡國際立法例給予臺灣未來第

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發展之建議。 

 

關鍵詞：第三方支付、電子支付機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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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with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the complete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 has become the necessarily 

crucial part.Therefore, online trading platforms, such as Payp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ipay in China, have started using electronic currency 

to replace entity currency, resulting in a new approach of currency trading 

for online consumers. In addition, they have utilized performance 

guarantees to expand new third-party transaction models. 

Incalculabl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already enac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decad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 is related to numerous issues, e.g. financial governance, consumer 

protect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money laundering control.On the 

contrary,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just enacted “The Act 

Governing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 on January 16, 2015, which 

has been implemented on May 2, 2015. It allows the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which is called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 in the 

Act, to execute the service of value-storing legal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does not mean the 

completion of the legislative work of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 

This study will observe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he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Act 

Governing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Last but not least, it provide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hich could be 

expected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olicy. Hoping this study can help 

th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governance of the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 in Taiwan. 

Keywords: Third-Party Payment Service,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 The Act Governing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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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本論文研究動機主要來自於參與西元(下同)2014 年 11 月西安舉

辦之中國銀行法學會，該次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互聯網金融占絕大部

分，第三方支付更是熱門議題之一，此外當時臺灣第三方支付正積極

邁向立法階段，新聞更時常報導，在耳濡目染下欲進一步了解第三方

支付的性質、為何爭議不斷、於國際上的發展又是如何。在論文撰寫

過程中亦經歷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訂及施行，是本論文盼透過觀

察國內外法制，提供臺灣未來發展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相關建議。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促使網路經濟之活絡，並使電子商務市場成

為全球經濟焦點，而隨著電子商務發展，消費者習慣除既有實體消費

外，以網路形式消費之頻率亦逐漸提升。於現今電子商務消費模式趨

勢下，需要完善整合網路的資訊流傳遞、產品的物流運送以及結帳支

付的金流服務，方能營造出對於消費者友善之環境，而金流體系又佔

電子商務最關鍵的部分，若缺乏安全便捷的金流系統，交易便無法順

利完成。有別於傳統的支付型態，皆是透過銀行、國際發卡組織進行、

買賣雙方當面進行支付行為，電子商務的買賣雙方皆隱身於網路線的

彼端，且買賣的雙務契約無法同時履行，於此雙方缺乏信任基礎之情

況，電子商務需要一個能使雙方當事人皆可信賴之機構或平臺以促成

交易，專為提供支付服務之第三方支付機構即順應而生。新型態的支

付服務結合了網路資訊科技，帶來消費者所期待的消費便利性、付款

帳戶機密性等需求。而國際上較為知名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如美國的 

PayPal、中國的支付寶等，皆屬不同於傳統銀行的網路支付服務提供

業者，其所帶來的支付型態改變影響甚鉅。 

其中，支付服務的建置，由於牽涉到資金流動、消費者帳戶機密

等層面，且藉第三方支付服務將有效的降低交易風險，是以相關法規

的制訂有其必要性。於觀察各國相關法規範後，可發現雖然國際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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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方支付的定義並無統一用語，卻皆得於各國法規循其身影，以

確保該服務受到法律規範拘束，如美國的統一資金服務法(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歐盟的支付服務指令(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

及電子錢指令(Electronic Money Directive)以及中國的非金融機構支

付服務管理辦法等，皆為第三方支付提供了一個完善的法律架構。 

反觀臺灣，早年已有不少第三方支付機構已投入相關支付服務產

業當中，例如紅陽科技(線下微型交易)、藍新科技(線上消費)、綠界

科技(網路商城)等，由於該支付服務不僅涉及資訊科技整合，更包括

許多類似金融相關服務，是以經營第三方支付服務某程度上具有準金

融機構之特性，然對於第三方支付的相關定義、營業許可等相關的法

規制定，卻遲遲未見蹤跡，導致第三方支付機構時常遊走於法規之灰

色地帶，於發展過程當中，亦頻頻受到政府的限制與干涉。時至 2015

年 1 月 16 日正式於立法院三讀通過臺灣第三方支付專法─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與其相關子法於同年 5 月 3 日正式施行。第三方支

付機構對於專法建立的期待終於在 2015 年實現，但未來該法的相關

實施是否確實有反映第三方支付機構的需求則留待時間檢視。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研究範圍以電子商務及國外第三方支付法制為出發，借鏡

外國法制作為參考，主要依照第三方支付的典型風險，如使用者資金

管理、支付交易安全、維護消費者隱私及洗錢防制等進行討論。參考

文獻部分，因中國近年來在第三方支付及網路金融領域蓬勃發展，相

關期刊論文極為豐富，屬本論文主要參考方向，相對於美國、歐盟之

文獻則參考較少。此外臺灣第三方支付法制屬萌芽階段，施行時間尚

短，相關討論多見於商管學位之論文，法學領域文獻雖日益增加仍稍

有不足，此議題於法學領域未來之發展值得觀察與期待。 

本論文主要研究方法係以文獻分析法與比較法的方式進行研究，

以第三方支付法制議題為核心，主要使用月旦法學知識庫、臺灣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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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CNKI 中國知網、Social 

Science Reaserch Network 以及 Westlaw International等資料庫蒐集近

年來相關之期刊專論、學位論文，並輔以 Google 網路搜尋引擎搜尋

相關新聞及新舊法規和實務見解，予以歸納整理及綜合分析。 

再從比較法的角度出發，參照國際不同立法例進行交互比較與分

析，歸納出各國監管之脈絡，並細究臺灣首部有關第三支付專法─電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制訂，探討臺灣對於非金融機構之第三方支付

機構的管制以及相關議題討論。最後於論文末段針對比較法的結果以

及實務建議，為臺灣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提出未來發展之建議。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於研究架構上主要分為六個章節。 

第一章為「緒論」，就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範圍與方

法作扼要說明，並簡介本論文之整體研究架構。 

第二章為「電子商務、電子支付與第三方支付」，由於第三方支

付源自電子商務之需求，因此將先行介紹電子商務，再進一步討論電

子支付。其後進而探討第三方支付興起之背景，並對第三方支付進行

定義。其中將介紹第三方支付的兩種典型模式：資金傳輸型及履約擔

保型，順帶簡介 PayPal 與支付寶兩家國外知名第三方支付機構之交

易流程，最後討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優點及所產生之典型風險。 

 第三章為「國際上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主要觀察美國、歐盟、

中國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規範，以市場准入、使用者資金管理、消

費者權益保護以及洗錢防制等機制切入，對各國法制作介紹並進一步

為國際立法例之比較。 

第四章為「臺灣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相關爭議」討論第三方支

付相關法規發展之挑戰，主要是對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定前第

三方支付機構所適用法律之情況進行分析，包括銀行法、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等，並以主題的方式探討其中所遇到之法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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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為「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介紹與評析」，透過此一章

節針對 2015 年甫剛施行之第三方支付專法進行法規介紹，並就相關

規定所衍生之爭議為評析。 

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則係總結以上各章，進行歸納整理而提

出結論，並給予未來臺灣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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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子商務、電子支付與第三方支付 

第一節 電子商務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新型的商業型態亦即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隨之蓬勃發展，並改變舊有之交易習慣。迄今現行法律尚

未予電子商務之範圍明確定義，廣義而言，舉凡交易雙方均透過網際

網路進行交易行為便可稱之為電子商務。隨著網際網路帶來的跨國性、

資訊性以及流通性，電子商務促使消費及貿易快速增加，因而各國莫

不積極推動，以拓展輸出商機1。 

第一項 電子商務之定義 

關於電子商務，從各面向切入便有不同詮釋方法，目前尚無明確、

統一的定義，文獻上有認為其係指透過網際網路結合購買、銷售、產

品及服務等商業活動，藉以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並進而改善貨物品質、

降低成本；亦有認其係指以電子方式進行商品和服務之生產、分配、

市場營銷、銷售或交付2。而就廣義而言，利用電子化的技術從事商

業行為即可稱為電子商務。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於《電子商務與

世界貿易易組織的作用》中認為，凡利用電子通信網路進行商品及服

務之生產、流通、經營、銷售或交付者皆謂電子商務；聯合國際貿易

法委員會於聯合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電子商務示範法(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 Trade Law)則認為其係指透過數據訊息、技

術、或其他通訊技術所進行之商務活動34。 

                                                      
1
 張郁芝，我國發展電子商務之現況與未來趨勢─以第三方支付為例，經濟研究，14期，頁 111，

2014年 6 月。 
2
 吳嘉生，電子商務法導論，學林文化，頁 4，2003 年。 

3
 所謂「數據訊息」係指利用電子、光學、或類似手段、產生、儲存、傳遞之訊息，並不限於電

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電報或傳真。「商務」包括契約性與非契約性等具有商業性質之交易事

項。 
4
 秦成德、王群、侯光文、王晶，電子商務法與案例評析，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學出版

社，頁 5，2010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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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獻上亦有認為，若由不同角度觀察，對於電子商務的定義

亦會有所差異，例如電子商務於通訊方面，係指利用電話線、網際網

路或其他傳輸介面來傳遞訊息、產品及提供服務；於電子技術方面，

係指透過一套居中媒介，轉換數位的輸入成為加值輸出的處理過程；

於企業流程方面，係指商業貿易及企業流程自動化的應用技術；於網

路使用者方面，係指提供消費者在網際網路上消費購物的能力，讓消

費者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於服務方面，係指企業的管理者欲降低服務

所花費成本，及努力提高產品的品質，並且增加服務傳遞速度的一種

使用工具5。 

電子商務年鑑則指出，電子商務係指以領先的資訊科技，再藉由

企業作業流程改造，以達到降低企業營運成本的開銷，一方面可提升

整體作業效率，另方面可增加客戶滿意度與信賴之商業活動。廣義而

言，舉凡交易當事人使用任何新興電子產品，例如手機、電腦、平板

等，再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交易活動或相關的商務活動都可稱之電子商

務。如商業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金融電子資料

交換、網路下單、網路銀行、網路購物、電子訂單、行動支付等等都

涵蓋在內6。 

綜上可知，電子商務尚無完全統一之定義，然本論文認為電子商

務為一持續發展中之新型態交易模式，對於其定義之解釋，應從寬認

定保持其彈性，凡結合資訊科技與通信技術、透過電腦間連線之電子

化方式，如：利用網際網路技術、電子郵件、電報、電話、傳真，所

從事之各種商業活動者均屬之，不應限縮於透過網際網路進行數據資

料傳輸、資金流通、線上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商業交易。 

 

 

                                                      
5
 Ravi Kalakota & Andrew B. Whinston, 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s Guide, Addison-Wesley, 

3 (1997). 
6

 經 濟 部 ， 中 華 民 國 電 子 商 務 年 鑑  2013 ， 取 自
http://ecommercetaiwan.blogspot.tw/search?updated-min=2013-01-01T00:00:00-08:00&updated-max=

2014-01-01T00:00:00-08:00&max-results=12(最後瀏覽日：20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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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電子商務模式  

近年來網際網路盛行與普及度日增，電子商務及網路行銷蓬勃發

展，各種迥異於傳統的商務模式不斷推陳出新，商家、顧客、銀行或

金融機構及政府等因電腦網路融入在電子商務中。電子商務之交易類

型，依照各標準可劃分為不同類型，本論文礙於篇幅及討論核心，故

僅劃分相關之交易主體與處理流程，再進一步詳加探討。 

第一款 以交易主體劃分 

在電子商務交易中，依照不同交易主體，可劃分為企業與企業、

企業與消費者以及消費者與消費者，其區別實益在於法律適用時會因

主體而異其處理方式，例如若締約雙方為消費者與企業時，則可能會

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7。 

一、 企業與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B2B)  

企業與企業間之電子商務係指特定企業間憑藉著以往既定之業

務合作關係，及利用進步之網絡通訊技術，以完成彼此間相關之商務

活動，其可分為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前者主要係指利用網路及資訊

設備，整合企業內部資訊，藉以提升企業運作效率，並增加顧客滿意

度；後者多運用於具有合作關係之上下游企業間，因其需要利用電腦

及相關電子設備，結合網路訊息處理平臺，有效率地管理及監控其與

相關企業間產品原料、成品配銷等企業間業務合作狀況，換言之，係

透過網際網路結合上中下游廠商，進行交換資訊、訊息流動與交流，

以達到自動化整體供應鏈和配銷鏈之管理，不僅使企業在供應商管理、

通路管理、庫存管理及付款等交易流程更加快速，建立有體制有效率

之管理及交易模式，且經由網際網路的傳遞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企

業整體經營之競爭力。簡言之，即廠商與廠商間之電子化商務交易，

如 IBM 與宏碁公司建立全球供應鏈系統、採購商與供應商透過網路

訂貨、簽約等等。 

                                                      
7
 吳信璋，第三方支付法制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研究所，頁 6-8，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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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與消費者 

企業與消費者間之電子商務，依照主導權之發動，可分為企業對

消費者 (Business to Consumer,B2C)及消費者對企業 (Consumer to 

Business,C2B)。 

B2C係指企業透過建置網路購物或服務平臺，將各種商品與服務，

透過文字或圖片，提供消費者商品或服務之資訊，便於消費者查詢、

消費等商務行為，使企業能直接對有需求之消費者提供相關服務或商

品銷售。換言之，企業將商品或服務之資訊上傳至網路，運用網站頁

面設計、廣告行銷等方式吸引消費者與其締約、配銷，而消費者得利

用網路平臺連結到企業所架設之網站，進一步取得企業所提供之相關

服務或進行商業交易活動，此又稱為「消費性電子商務」，係網路上

最常見之模式8。簡言之，其係指企業與消費者間交易，亦即利用網

際網路完成傳統交易，如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momo 購物網

等。惟因此種交易主體間容易出現經濟地位不對等之情形，為避免經

濟地位較為弱勢之消費者遭到經濟地位較為強勢之企業所壓迫，國家

通常會透過立法，適度介入此種交易模式，保障消費者之權益，以避

免不公平之交易情況發生9。 

C2B於過去則較為少見，然因網際網路發展增進消費者間之溝通、

交流，基於相同之目的或需求，漸漸形成社群意識，消費者藉由該社

群之集體議價或開發社群需求，進而接觸企業，故此種方式又稱為「社

群模式」。此乃一種逆向的商業模式，消費者掌握較多的自主權，得

要求企業生產符合其需求之產品，再集體議價購買，亦即消費者聯合

組成採購團體與企業進行交易，透過社群強化議價能力，如團購網

站。  

 

 

                                                      
8
 梁定澎主編，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華泰文化，頁 15，2000年。 

9
 柯佾婷，論第三方支付平臺相關爭議─以損失風險分配為探討核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8，2014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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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費者與消費者(Consumer to Consumer,C2C) 

消費者間之電子商務交易，係指買賣雙方均為消費者，由網路平

臺業者(可能為競標網站或拍賣網站)提供一個任何人均能進行商品買

賣或服務交換之網路交易平臺，交易的價格、付款方式等交易事項，

均由買賣雙方自行協議。換言之，網路平臺業者扮演中介之角色，並

未實際介入契約，僅建立雙方交易之基本規範、提供信用評價或其他

評分紀錄作為買賣雙方交易參考，以使交易順利進行，至於交易內容

則由買賣雙方自行交涉議價。意即消費者彼此間交易，網站經營者不

負責物流，僅協助搜尋市場資訊以及建立信用評等制度，如 YAHOO

拍賣、露天拍賣、Ebay等。 

此種屬於個人與個人之間交易，買賣雙方能各取所需，故除了能

帶給買賣雙方利益之最大化外，亦使網路平臺業者能利用購物平臺閒

置之版面，吸引廣告商購買網頁版面放置廣告以獲利，使交易平臺所

有參與者均獲得好處。然其缺點為購物商家良莠不齊，交易平臺提供

商或政府難以對其提供之商品進行控管，容易發生商品品質不符合雙

方約定、故意不履行債務之網路詐騙、嚴重遲延給付等損害消費者之

情形發生10。。 

第二款 以處理流程劃分 

一般而言，電子商務之任何一筆交易，可能包含四種交易處理流

程（process flow）：依循交易活動產生所有權移轉之「商流」、商品

交付送達消費者手中之「物流」、隨之付款所產生交付價金之「金流」、

利用資訊系統所為資訊交換、處理、儲存、管理分析之「資訊流」11。 

一、 商流 

商流(business flow)係指所有權於店家與顧客間移轉。在探討電子

商務時，主要著重在網站之設計，網站便如同實體店面，利用簡單、

                                                      
10

 栗志，論 B2C 模式下電子合同訂立中的法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2012年 4 月。 
11

 陳湘揚，新視野電子商務概論，文魁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頁 1-7 ，2010 年 6 月；郭木興，
電子商務理論與技術，碁峯資訊，頁 15，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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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操作之網站設計吸引消費者，以促進電子商務交易之進行。具體

而言其作業流程包括接受訂單、傳遞請購單等銷售資料處理，以及商

業交易相關訊息溝通之支援、售後服務等。 

二、 物流 

物流(logistic flow)係指從生產地至消費者或使用地點之流動過程。

在電子商務中，消費者於網路下單，店家則透過物流配送業者將實體

物品配送至顧客手中。有效之物流將有助於店家降低營運成本，並縮

短產品配送時間，增進顧客滿意度。亦即促使商品有快速之配送服務，

如計算迅速確實的配送路線、倉庫管理，使一般商品經由傳統經銷通

路送達客戶，此外有些商品亦可採用電子形式直接以網路配送，如諮

詢回復、圖書、產業報告、有價資訊等。 

三、 金流 

金流(money flow)係指在網路上透過安全之認證機制，達成店家

與消費者間之資金流轉。在電子商務中，主要重點在於支付系統安全

性，特別在網路消費之信用卡交易中，由於信用卡及個人資料透過網

路傳輸，即有金融資料外流之可能。至於交易所牽涉之資金移轉過程

包括付款、與金融機構連線、信用查詢、進帳通知等等。 

四、 資訊流 

資訊流(information flow)係由不同之商業型態進行規劃，店家透

過網站設計使消費者得以迅速找到需要的產品，並透過如會員制、留

言版、監測軟體等，建立消費者之個人資料以及蒐集其消費習慣、能

力、區域等，將此資料進行分析以預測消費者之消費特性，並藉此改

善網站的設計，讓消費者更易於使用。具體而言作業包括商品資訊收

集、商品廣告資訊提供、促銷、行銷等方面。透過電子商務交易資料

匯集而成之「大數據(Big Data)」，係現代商業競爭中極重要之資源12，

透過分析過去之交易資料，有助於瞭解消費者之消費習慣及需求，幫

助決策者擬定正確之策略。  

                                                      
12

 胡湘湘，科技激發金融產業新價值，臺灣銀行家，頁 30-31，201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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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電子商務與傳統交易之差異 

第一款 交易主體部分 

傳統交易契約多透過面對面交易之方式完成，其優點係當事人得

明確知悉交易相對人以提升信賴感，且於確定交易相對人後得進而判

斷其行為能力及契約效力。然缺點在於易受到時間與空間之侷限，不

利擴大市場。對此電子商務與傳統交易之優缺點恰好相反，其優點乃

不受時間與空間拘束，即可進行並完成交易，有助於擴大市場。惟缺

點係當事人於交易時無法具體確定交易對象，易產生不信賴感，亦難

以判斷交易相對人是否具備行為能力，契約效力則可能長期處於不安

定之狀態。 

所謂交易對象不確定，主要係指當事人於網路交易平臺上，無法

確定進行交易磋商之對象，究竟係該交易帳號之擁有者，抑或係盜用

他人帳號者，無法將該虛擬帳號與發出意思表示之主體進行合一之確

認，極易影響契約效力，又若交易發生紛爭卻無法確定交易相對人身

分，權益受損之一方，將難有效率之主張權利救濟，故常使一般民眾

對此種交易感到不安，不利於電子商務之整體發展，因此，各國多設

法建立及推廣相關配套措施以解決此問題，如透過立法方式要求進行

網路買賣者，須使用數位化簽名、電子身分認證，建立交易信用制度

等，使交易之主體能於交易前事先知悉所需個人資訊、信用狀況等，

以解決交易對象難以確定之問題13。 

第二款 交易客體部分 

傳統交易部分，當事人因考量時間及交易成本，多會選擇就近進

行交易，故能選擇面對面方式移轉標的物及價金。電子商務部分，因

交易主體彼此間距離遙遠，所以交易當事人已無法或不願再透過傳統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完成移轉交付標的物及價金之義務，故電子

                                                      
13

 秦成德、王群、侯光文、王晶，同前註 4，頁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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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需針對兩大要素進行改革，其一為「物流」系統，亦即對交易標

的物為實體傳遞之運輸系統，且此運送系統必須具備安全、有效率、

運費合理等要件，將特定標的物從網路商家所在地，運送至消費者或

其約定給付之地，否則一般大眾易因擔憂運送過程不安全、運費過高、

運送時間過長等等，拒絕使用電子商務進行交易；其二為「金流」系

統，因消費者於締約後必須履行給付價金之義務，若電子商務無法提

供消費者安全、便捷、便宜之支付手段，消費者則無法順利完成交易，

不利電子商務之發展。此兩要素具備對應性，蓋電子商務須擔保交易

雙方於完成各自之履行義務後，始能順利取得交易對造約定應給付之

標的物，且於該物發生瑕疵時，須有效率使受損害之一方，獲得合理

之權利救濟。 

雖近來臺灣許多網路商家，積極與郵局或物流公司合作以提供貨

到付款服務，試圖將電子商務移轉標的物之模式比照傳統面對面交易，

惟貨到付款服務除運送費用較其他金流及物流高外，實務上亦會發生

兩大問題。 

其一為買受人於接收貨物之際，只能選擇簽收包裹，無法立即開

拆包裝以檢查商品，且縱使允許付款同時立即開拆包裝檢查貨物，受

限於時間及空間，買受人亦僅能快速檢查商品之外觀是否正確，及外

觀上是否有重大瑕疵，仍無法真正確保買受人日後發現瑕疵時，能對

出賣人行使權利。對此，雖消費者保護法於網際網路之交易類型，明

文賦予消費者七天之無條件猶豫權，但若買受人已將金錢移轉給出賣

人，網路商家又延滯退款程序，甚或惡意倒閉，消費者因與網路路商

家距離遙遠，又難以確定網路商家真正身分，根本求償無門，最後只

能自認倒楣，無法真正免除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之疑慮與不安全感。 

其二為當網路商家不幸與缺乏誠信之消費者交易時，該消費者於

下標後故意反悔，而拒絕接收網路商家所寄送之商品，因現行網路交

易多屬於小額交易，網路商家多因考量追訴成本與爭取之權利不成比

例，而自認倒楣自行吸收因該交易所付出之成本，並將該欠缺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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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列為拒絕往來戶，或於交易平臺上給予不良交易評價，難以向

其進行賠償，故對於網路商家而言，貨到付款較易添增許多不確定因

素，反而不利電子商務契約之履行14。 

第三款 意思表示部分 

傳統交易部分，因交易當事人於締約當下，通常能實際觀察交易

易標的物之外觀，及詢問該標的物之詳細資訊，是以較不會發生意思

表示錯誤之問題。且意思表示之傳遞方式，通常得選擇面對面，或電

話直接對話進行磋商，亦較不易發生意思表示錯誤與意思表示遲延傳

遞之問題。 

電子商務部分，因雙方當事人須透過虛擬之網路交易平臺進行交

易，消費者對於交易標的物之資訊，僅能依據網路商家於交易平臺中

所載之文字，或圖片進行認定，以確定該標的物是否符合其所期待之

商品，無法直接透過視覺與觸覺進行全面判斷，且網路商家所提供之

商品資訊易發生資訊不全、錯誤、誇大等問題，導致消費者對於買賣

標的物產生意思表示錯誤，發生交易紛爭。 

且除交易相對人本身之意思表示可能發生瑕疵外，因交易雙方之

意思表示均須透過網際網路之電子技術，進行訊息之處理與傳遞，然

過程中電子平臺可能因本身之設計瑕疵，或外力因素導致無法即時、

正確地傳遞交易訊息，如誤傳訊息、遲延傳送訊息、無法傳送訊息等，

導致當事人之意思表示於傳遞上發生問題，進而影響締約之內容、效

力，甚至導致契約無效。故為使當事人之意思表示能有效率，且正確

無誤地傳遞給交易之相對人，各國皆設法提供安全且有效率之資訊技

術(資訊流)，除建置良良好之技術平臺外，亦對其所可能涉及之法律

爭議，如：隱私權之保障、網路平臺標價錯誤、分辨要約及要約引誘

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15。 

                                                      
14

 柯佾婷，同前註 9，頁 10-11。 
15

 柯佾婷，同前註 9，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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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電子商務安全 

隨著電子商務之發展，許多新型態犯罪與爭議問題頻頻出現，例

如盜竊信用卡資訊、銀行資料、攔截訊息、個人資料保護、網路釣魚、

網路詐騙等，因此電子資訊安全措施、防治與偵測犯罪之標準、防禦

方法不僅係主管機關所應建立之防護體系，亦為企業自身所須建立之

內稽內控機制。 完善的資訊安全措施，可分為內部管理、外部管理、

行銷與運作管理等三方面。 

對於內部管理，需控制網路詐騙、盜用公款、壞帳之花費使用，

確保交易身分正確、交易授權正確；對於外部管理，需控制資料庫與

網路安全，避免遭駭客入侵與被惡意軟體存取資料；對於行銷與運作

管理，主要控制網站功能、用戶交易、網路文件、智慧財產，確保不

被網路釣魚、網路詐騙16。 然而電子商務之隱私安全，不僅係針對不

法分子之防範，現今電子商務消費者之行為、資料分析、購物紀錄等

數據大部份為政府機關或企業本身所利用，政府機關或司法單位得否

毫無限制地以網路監控或監督電子通訊，以及企業本身可否未經當事

人同意即存取用戶任何形式之閱覽或購買紀錄，進而於分析後銷售或

自行使用，抑或企業利用商業網站蒐集大量個人資料後為不法販售，

導致消費者隱私權益受到侵害17等等，皆為電子商務安全之一環，除

法制需隨科技發展而與時俱進外，企業本身亦應為消費者隱私權益把

關以及自訂內稽內控機制。  

第五項 小結  

從本節電子商務相關論述，除可了解電子商務之本質特性外，亦

可進一步了解其發展上所可能發生之相關阻礙及問題，故若政府與企

業欲積極開拓電子商務之市場，勢必需對電子商務之商流、物流、金

流、資訊流等電子商務必備要素進行不斷檢討與改進。又電子商務之

                                                      
16

 張瑞芬總編譯，Efraim Turban 著，電子商務概論，華泰文化，二版，頁 416，2010 年 2 月。 
17

 曹承礎譯，Kenneth C. Laudon&Carol Guercio Traver 著，電子商務 5/e，東華出版社，頁 

8-15~8-16，2010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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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處理流程均涉及相當龐雜且專業之問題，囿於有限之時間及篇幅，

實無法就各領域做詳盡論述，且本論文所欲探討之第三方支付乃電子

商務金流機制之創新及改進，是以將多聚焦於電子金流之相關問題進

行深入探討。 

第二節 電子支付 

電子商務依其處理流程可分為，商流、物流、金流及資訊流，本

論文所欲探討之第三方支付乃電子商務金流機制之創新及改進，亦屬

電子支付系統之一環。金流係指電子商務中金錢或帳務之流通過程，

包含應收帳款、應付帳款、會計、財務、稅務等，其核心為如何於交

易過程中配合金融體制建立一套完善且具備安全性之付款系統。 

過去傳統交易過程中，支付多仰賴紙張形式的支付工具。而電子

商務交易不受地理疆界、營業時間限制，其市場規模成長迅速，電子

金流支付機制亦發展多元。所謂電子支付系統(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係指以承載價值之電子化工具進行支付或移轉資金之程序。

支付系統係由商業工具、金融機構運作程序以及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

程序所構成，而電子支付系統即為付款系統之電子化應用之結果。換

言之，構成支付系統之要素中，不論商業工具、金融機構運作程序或

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程序，以電子形式傳遞訊息等電子化應用，即電

子支付系統所涵蓋。是以電子支付系統與電子支付工具並不相同，電

子支付工具實為構成電子支付系統之要素之一18。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將電子支付系統分為帳戶型 (Account-Based 

Systems)與電子錢型(Electronic Currency Systems)兩大類，帳戶型又可

分為信用卡(Credit Card)、轉帳卡(Debit Card)、中介服務(Mediating 

Services)、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s and Telephone Account Systems)

以及網路銀行支付(Payment via Online Banking)；電子錢型則可分為

                                                      
18

 馮馨儀，電子付款與轉讓之法律問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9，2001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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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卡(Smart Card)、線上貨幣(Online Cash)
19。又電子支付係藉由電

子化設備以進行貨幣支付或資金移轉，惟何謂「電子化設備」，學說

有廣義與狹義見解之分，前者以為凡透過一切電子設備所進行者之支

付程序均屬之，此包含網路線上支付、自動櫃員機支付系統、電話支

付、電視支付等均屬之20；後者則認為電子化設備應限縮於透過網路

線上支付始屬之21。對此本論文認為應採取廣義見解，較符合電子化

設備之文義解釋，然囿於篇幅無法將廣義之電子化設備進行全面探討，

故以下將論述重點置於近年來各國均致力發展之網路線上支付工具

進行論述。 

第一項 電子支付工具 

第一款 網路 ATM轉帳 

拜網路科技所賜，現今消費者已可以不必千里迢迢前往郵局劃撥，

或出門至自動櫃員機進行轉帳程序，其僅須於個人電腦上加裝晶片讀

卡機，並登入各銀行之專屬頁面，輸入網路商家之帳號與轉帳金金額，

即可立即將貨款匯入該網路商家帳戶，使消費者能快速地完成給付價

金之義務22。 

第二款 網路信用卡 

網路信用卡係消費者於網路交易中常使用之支付工具，係指消費

者於進行網路交易時，使用瀏覽器之加密工具，將其信用卡號加密後

傳送至網路商家，網路商家於接收該訊息後，再向網路商家所開戶之

金融機構驗證該信用卡之真偽及額度，於確認無誤後，其開戶之金融

機構將會向消費者之發卡機構進行清算，由發卡機構先行墊付消費者

消費之價款，最後發卡機構會依信用卡約定，對消費者請求支付該筆

                                                      
19

 張郁芝，同前註 1，頁 113。 
20

 王春和，網絡貿易，河北人民出版社，頁 216，2000 年 1月。 
21

 張波、任新利、姚慧麗、孟祥瑞，網上支付與電子銀行，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頁 85，2012

年 8月。 
22

 林祐任，電子商務中關於第三方服務之法律關係─以 PayPal 與 8591網為例，台北大學法律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8-19，201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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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款及相關服務費用。為方便消費者使用，目前線上支付多僅需提供

信用卡卡號、有效日期、背面末三碼即可交易。 

而因信用卡資訊涉及消費者重大之金融隱私，為避免該資訊遭到

不肖人士攔截、竊取，或遭商家濫用或散播出去等情事而造成消費者

之損失，銀行業者遂陸續發展出「線上安全編碼傳輸」(Secure Sockets 

Layer,SSL
23

) 、 「 安 全 電 子 交 易 標 準 」 (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m,SET
24

)、「3D安全認證」(3D Secure
25

)等網路交易安全機

制，以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26。網路信用卡交易過程係直接於網路上

傳送信用卡號，使消費者立即完成網路購物付款，消費者與店家之付

款資訊雖在開放性網路上進行，然收單銀行、信用卡組織與發卡銀行

相互間之存款移轉，仍要通過封閉性的銀行網路，是以屬於記憶式資

金移轉系統，但資金移轉更有效率，並且為電子商務發展之一大助

力。 

 

 

                                                      
23

 SSL採用先進之密碼學與數位簽章等安全防護技術，應用所謂之「非對稱演算法」或稱為 RSA

之加密系統，藉以降低傳送文件之風險，確保金融電子交易秩序；同時亦可杜絕交易之一方否認

傳送或接受某項文件之困擾。使用者利用數位簽章前須預先建立一對包括公開與私密之 RSA 金

鑰。傳送者須將公開金鑰(public key)之密碼公布給所有潛在之收件人，自己則須妥善保管一把私

密金鑰(private key)不對外公開。送件時傳送者以接受者之公開金鑰在資料上加註數位簽章後送

出，收件者收到訊息後以其私密金鑰解密驗證數位簽章後，確定文件來自傳送者並未經竄改。此

外為確定公開金鑰之真實性，傳送須向電子認證中心(CA)申請電子憑證(內含公開金鑰與憑證管

理中心之背書)傳送資料時將此憑證結合電子簽章一併發出，藉以取信收件者。 
24

 SET 雖亦使用 RSA 技術加密，但其運用流程卻較 SSL 複雜許多。SET 所使用之 RSA 金鑰比

SSL長許多，因此較 SSL更能達到資料傳輸的完整性、正確性(身分認證)、隱密性與不可否認性

等網路安全交易目的。此外 SET 採用多層的安全認證措施，交易流程之各環節皆受到嚴密監控，

是以大幅提升駭客入侵之困難，交易安全自然能得到更為妥適之保障。 
25

 3D Secure 係由 VISA國際信用卡組織所提出支全球通用付款標準，經由複雜加密技術，其能

保護持卡人機密交易資料之安全傳輸，避免被截取及洩漏，以減少網路信用卡詐欺及交易糾紛問

題。基於 3D Secure 標準，VISA推出 Visa 驗證服務(Verified by VISA)。其操作平臺能透過網路

經遠端登入，即時確保參與網路交易之 VISA持卡人與網路特約商店獲得銀行授權，亦能保護持

卡人進行網路交易時所輸入之資訊不會在網路傳輸過程中被截取或產生任何變動。此系統包含編

碼技術、邏輯通行管制、實體資料保護及網路安全，減少網路偽卡盜刷及交易糾紛問題。此機制

對持卡人而言，便是其於網路特約商店進行線上刷卡購物時，除原先需填寫之信用卡卡號及到期

日外，尚須加填自設安全密碼始能取得授權。其隱私與交易安全可獲得保障，亦得有效整合持卡

人資訊，大幅減少網路偽卡盜刷及交易糾紛等問題，進而提升持卡人對網路交易之信心。 
26

 陳俊榮，網際網路原理與應用，碁峰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頁 11-12，2008 年 11 月；張勁松，

網上支付與結算，人民郵電出版社，頁 115-119，2012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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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電子錢 

所謂「電子錢」(electronic money)係指以電子數據之形式所流通

之貨幣，其特性如同現實錢幣般，具有商品交換之中介、計價之單位、

價值儲存之工具、遞延支付的標準等功能，僅係存在方式可能為數位

化之字串(軟式電子錢27
)，或以卡片形式(卡片式電子錢28

)存在。電子

錢發行者通常將使用者所預付之一定數額之現金或存款，轉換成一組

加密之電子數字，以代表該筆等價之預付金額，而因電子錢本質上為

一抽象之電子數據，必須使用能儲存及顯示該抽象電子數據之實體載

具，故消費者於使用電子錢進行支付時，必須與業者所提供之支付載

體搭配使用，對此多數業者多要求消費者必須使用電腦下載該電子錢

之儲存載體，或以智能卡做為電子錢之載具。若使用者或受款人欲取

回電子數據所彰顯之金額，業者亦須提供使用者回贖等價金金錢之服

務29。 

第四款 電子票據 

電子票據係指以電子方式製成之票據，以電子簽章取代實體簽名

蓋章。電子票據之交易須藉由網際網路完成。發票人由往來之網路銀

行確認身分後，即可開立所需之票據，加上電子簽章，交予發票銀行

核對付款識別碼無誤後，立即傳送至交換所集中登錄。此後無論受款

人要進行存入託收、轉讓他人，或與銀行進行融資等交易，均須經其

往來之網路銀行，驗證權利人身分後，由銀行將交易訊息送至交換所

辦理登錄。若票據非經交換所認證、登錄，其權利無法移轉；僅有經

                                                      
27

 又稱為電子現金，屬於一種可用於網際網路上購買財貨與勞務之電子錢。在使用電子現金前，

消費者必須先向銀行開立帳戶，同時亦須連結上網際網路，再將電子現金餘額轉入個人電腦內。

當消費者欲利用電子現金購買物品時，僅需於網路商店中之物品項目點下購買按鍵後，電子現金

將自動由消費者的電腦移轉至商家的電腦，於是商家便可將消費者銀行帳戶內之資金轉帳至商家

帳戶內。 
28

 亦稱智慧卡，其設計原理係將晶片某一區塊記憶體設計為存放金額之單位，消費時讀寫器便

會扣去消費金額，若金額用盡可利用自動加值設備將款項加入卡片內，隨著科技進步，有些卡片

已改以感應方式儲值金額而不再以晶片模式為之。 
29

 許親嘉、金欣怡、張貴珍、張飴倫、林佳慧、張裕昇，電子現金在實體市場之行銷推廣組合

研究─以 Mondex 電子現金卡為例，遠東學報，22卷 2期，頁 305-306，2005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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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所登錄之權利人方為票據之唯一權利人，此即集中登錄保管之意

義30。 

又電子票據主要係模仿傳統之實體票據，其所應填載之內容與傳

統票據相同，包含付款人之姓名、金融機構、帳戶及受款人姓名、票

款、到期日。而消費者於使用該電子票據之前，須先至發行電子票據

之金融機構開立帳戶，並於該帳戶伺服器註冊，而於註冊成功後，亦

須在有支援電子票據支付之網路商家進行消費31。此種支付方式，雖

於美國、中國大陸、丹麥等國運行成功，但因不符合臺灣消費者之使

用習慣，政府及發行業者推行困難，終於 2012 年 1 月 2 日由票交所

宣布所有與電子票據相關之業務均正式停止完結，未來是否再度開辦，

仍屬未知數，故臺灣現已無法再透過電子票據進行網路支付32。 

第二項 電子支付之利弊 

第一款 電子支付之優勢 

一、操作即時方便 

傳統交易多透過面對面交易，雙方須耗費一定成本始能完成，惟

電子支付僅須付款人能連結網際網路，便得藉由個人電腦、平板、手

機立即完成支付，使付款人得隨時隨地完成給付價金之義務33。 

二、成本費用較低 

傳統交易主要係透過實體貨幣、票據進行交易，政府與社會須支

出一定成本制作，惟若採取電子付款則可免去制作貨幣之費用，大大

減省社會因資金移轉行為所花費之社會成本。 

 

 

                                                      
30

 鍾瑜，電子金流法制之研究─以第三方付款機制為中心，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9-10，2010 年 1月。 
31

 陳俊榮，同前註 26，頁 10-12。 
32 藍 鈞 達 、 楊 筱 筠 ， 電 子 支 票 走 入 歷 史 ， 工 商 時 報 ，

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5%AD%90%E6%94%AF%E7%A5%A8-%E8%B5%B0

%E5%85%A5%E6%AD%B7%E5%8F%B2-185203392.html(最後瀏覽日：2016/8/22) 
33柯佾婷，同前註 9，頁 18。 

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5%AD%90%E6%94%AF%E7%A5%A8-%E8%B5%B0%E5%85%A5%E6%AD%B7%E5%8F%B2-185203392.html(最後瀏覽日：2016
https://tw.news.yahoo.com/%E9%9B%BB%E5%AD%90%E6%94%AF%E7%A5%A8-%E8%B5%B0%E5%85%A5%E6%AD%B7%E5%8F%B2-185203392.html(最後瀏覽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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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效資金結算 

傳統交易因金融機構須透過人工進行結算，容易延滯結算工作，

形成大量在途資金，導致資金流轉沒有效率，但電子支付係透過電子

數據進行支付資訊之傳輸，金融機構能於極短時間內完成整個支付結

算工作以提高整體資金流轉，更有助於網路商家資金有效率之運作
34。 

四、增強企業管理 

傳統交易之支付資訊及交易資訊多為分別處理，企業對於整體資

金管理須耗費較多人力、時間進行統合歸納，然電子支付因支付資訊

及交易資訊能並存於同一資訊流，便於業者進行資訊整合，且電子資

訊得直接結合高科技電腦軟體系統亦利於企業建立相關決策處理系

統，例如：短時間即完成各季帳單分析、估測市場趨勢、預算估算等

等，能為企業節省人力，並能更為客觀地從事企業決策判斷。 

第二款 電子支付之缺失 

一、履約保證不足 

電子支付雖能幫助消費者快速履行價金義務，卻無法保證消費者

自身能獲得契約之保障，例如遭網路交易詐欺，網路商家於收取價金

後，故意不履行或給付不符約定之標的物等，惟因網路交易金額偏低、

雙方當事人分隔二地，且交易相對人之身分又難以追查，導致消費者

若遇此情形，多會選擇自行認賠，長期下來，將導致消費者對於電子

商務感到恐懼與不信賴，甚或造成電子商務市場之萎縮35。 

二、支付體系欠缺整合 

因電子支付可藉由電子票據、網路信用卡、電子錢等進行交易，

然各種支付方式均有其相對應之支付系統，網路商家若欲提供消費者

便利之支付方式，除須符合金融機構所要求之資本額及信用條件，成

                                                      
34

 張勁松，同前註 26，頁 127。 
35

 陳維濱，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模式的選擇及風險防範，華僑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17，2012 年 3 月；張晨漢，我國網絡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問題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經濟法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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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特定信用卡公司之特約商店，並須支付相關手續費用，然而並非所

有網路商家均有能力提供消費者所有種類之支付方式，在實際交易上

網路商家多僅會提供一至二種支付方式予消費者選擇，若消費者無相

對應之支付工具則可能選擇放棄交易，對於電子商務之發展亦為一大

隱憂36。 

三、消費者保護不周 

消費者於進行電子支付時，需將部分個人金融資訊提供予網路商

家始能完成支付程序，惟消費者提供資訊給網路商家之同時，即意味

著其須承受個人金融、財務資訊有被商家洩漏甚或駭客竊取之風險，

若此等情事頻仍發生，勢必影響消費者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之意願。 

第三項 小結 

電子商務金流機制包含現金、匯款、自動提款機轉帳、網路信用

卡付款、貨到付款、便利商店取貨付款、電子現金37、電子錢包38、 電

子票據39、 線上小額付款40、個人對個人的電子支付系統(Person to 

Person, P2P)
41等等方式，然而國際上電子支付方式仍以信用卡為主。

信用卡交易雖具備廣為使用且可快速完成付款之優勢，惟對於付款人

而言，仍有偽卡盜刷消費、在網路洩漏個人金融資料之風險；對於賣

方而言，多數銀行對信用卡特約商店均設有資本額或資訊安全設備之

門檻，因而使微型商店個人賣方之 B2C 與 C2C交易模式發展受限。 

鑒於買賣雙方對於電子支付藉由信用卡交易，其資訊傳遞與身分

辨識的安全性及隱私性仍有疑慮，作為中介服務角色的第三方支付系

                                                      
36

 汪志，電子商務中第三方支付平臺法律問題研究，安徽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2012

年 10 月。 
37

 用戶預先以現金或信用卡支付一定的預付費用 ， 給特定的賣方用以消費某些東西 ， 例如 ： 

icash、悠遊卡 。 
38

  利用安裝的電腦軟體，透過電子通訊進行行動付款，可避免消費者資訊被中途攔截，在特約 

商店的電腦上，只能看到消費者所選購的物品，至於其他信用卡資枓內容，只有發卡銀行能看得
到，在安全性上相對有保障  
39

 電子版的支票，係以電子簽名作背書，並使用數位方式驗證付款方、付款銀行和銀行帳戶 。 
40

 主要針對網際網路上小額付費的各項內容提供收費服務，例如圖片下載、軟體下載、音樂下
載、線上遊戲等 
41

 屬於儲值系統的變化版，可將金錢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送給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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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油然而生。買賣雙方透過第三方支付機構(以下簡稱「支付機構」)

設置虛擬帳戶，買方透過一般匯款或信用卡等方式預先將資金存入虛

擬帳戶，支付機構居中將買方款項匯至賣方之虛擬帳戶，買方享受付

款便利之好處，同時依循同一途徑進行多次消費，較無洩漏個人資料

風險，而微型賣方或個人賣方也可不必花費較高成本成為信用卡特約

商店，可使買方利用支付機構選擇信用卡支付款項42。 

第三節 第三方支付 

近年來，伴隨電子商務之日益發展，在支付方式上也屢見創新，

其中又以行動支付 (Mobile Payment)
43與第三方支付 (Third-Party 

Payment)最受到各界關切，各方逐漸由陌生進入熟悉，也從意見對立

進入法制化。行動支付的日新月異，使支付工具成為電子商務推動之

助力；而第三方支付則與電子商務的重要命脈即網路金流息息相關
44。 

早期欲進入電子商務市場之業者或個人，常受限於網站之建置成

                                                      
42

 張郁芝，同前註 1，頁 113。 
43

 金管會於 2014 年 11 月 25日新聞稿表示：「鑒於行動支付服務，除可便利民眾使用金融支付、
減少隨身攜帶卡片外，還可活絡行動商務及促進相關產業發展。金融機構發展行動支付服務，所
採用的技術工具，係屬金融機構基於業務經營策略，並考量客戶需求與效益等因素自主決定。因
為技術工具是中性的，金管會對於金融機構藉由技術協助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係希望能達到消費
者便利性、資訊安全性及交易效率性。隨著科技進步、行動上網成本降低、智慧型行動裝置日益
普及、行動 APP 迅速發展，民眾對行動裝置的依賴度與日俱增，為滿足民眾對金融服務行動化
的需求，金融機構已加速推展行動支付服務。由於行動支付的發展日新月異，將消費支付與行動
裝置整合的各項新技術相繼問世，包括：手機信用卡、行動 X卡、行動刷卡機(mobile POS)、QR 

Code、TSM 等，謹就國內市場發展現況說明如下：(一) 手機信用卡：經由 TSM(Trusted Service 

Manager)及利用空中傳輸 (Over the Air，簡稱 OTA)技術或其他方式，將信用卡資料下載或儲存
至手機或配件，取代實體卡片，以便持卡人在特約商店，利用手機 NFC 功能，進行感應式刷卡
交易，已有 12家金融機構發行手機信用卡。(二) 行動 X 卡：客戶臨櫃申請連結存款或信用卡帳
戶的行動 X 卡(SD 卡)，將行動 X卡置入智慧型手機的記憶卡插槽內，取代實體卡片，經由行動
商務平臺所提供的服務軟體，透過網路於特約商店進行消費，已有 1 家金融機構辦理。(三) 行
動刷卡機(Mobile POS，簡稱 mPOS)：將行動裝置搭配簡單讀卡機，即可作為無線刷卡機，便利
商家使用，可降低安裝傳統刷卡機的成本，已有 5 家金融機構提供 mPOS 服務。(四) 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以手機 APP 讀取特約商店所提供的 QR Code，進行網路刷卡交易，
已有 19 家金融機構開辦該項業務。金管會將持續關注相關技術的發展，並要求金融機構在兼顧
健全經營、資訊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保護下，發展行動支付服務，以提供民眾更便捷的金融服務。」
除宣告金融主管機關正視金融與科技結合的趨勢外，也再次強調資訊安全與經營發展並重的監理
原則。 
44

 李智仁，第三方支付與存款保險保障標的之認定，月旦法學雜誌，238期，頁 27-28，2015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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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無法架設完善之金流機制45，且網路購物以信用卡最大宗之金流

模式，惟對於大部分網拍業者及中小企業而言，若欲成為信用卡特約

商店，須透過銀行資本額、資安技術及風險控管能力審核46，此對於

網路新興的創業店家而言並非易事，倘欲使用傳統個人對個人支付現

金，亦受限於實體支付傳遞困難且需負擔多餘成本。 

隨著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網路交易邁向全球化，現有的網站提

供了交易必須的資訊平臺，物流業者提供貨品的運送服務，然在金流

之處理上仍有許多不安全因素。傳統的信用卡、金融卡雖可解決金流

傳遞問題，但偽卡、呆帳、跨國認證、語言障礙等皆造成交易上之問

題，若購物網站無法完善資訊安全管理，信用卡等金融資訊透過網路

進行傳輸時，將存在著外洩風險。而近年來日趨嚴重之網路詐騙，更

是妨礙網路交易金融發展的一大弊端47。有鑑於此，第三方支付此種

可提升信賴度之交易模式，逐漸受到消費者之青睞。 

第一項 第三方支付之定義 

第三方支付( Third-Party Payment)一詞是源自於 2005年 1月 27日

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
48，惟在此之

前電子商務之履約擔保(Escrow Payment)概念早已存在，僅是並未使

用第三方支付此名詞。然隨著電子商務發展以及淘寶購物網站興起，

第三方支付逐漸成為此種機制之代名詞，又第三方支付機制與網路金

流密切相關，諸多問題自然由此而生，臺灣以往並未加以明確定義，

觀諸行政院、經濟部抑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相關函令或新聞稿中亦未明文，一般論者多於「代理收付」、「代收轉

付」或「代收代付」等概念上進行討論。 

                                                      
45

 林祐任，同前註 22，頁 21-22。 
46

 銀行需對特約商店進行審核之原因在於若信用卡收單銀行之特約商店倒閉，或面臨盜刷問題，
銀行需承擔一定責任，因此若中小型之店家不具備充足之資安與技術能力，收單銀行將不會與其
簽約成為特約商店。 
47

 王興詠、林佩諭、張尹，第三方支付產業現況與發展，彰銀資料，63 卷 1&2 期，頁 1，2014

年 1、2月。 
48

 孫春艷，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法治與經濟，8期，頁 7，2013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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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學說見解 

文獻上有將第三方支付定義為，在電子商務企業與銀行之間建立

中立支付平臺，為網路購物提供資金劃撥管道及服務之企業。進一步

言，所謂第三方支付係指具備一定實力與信譽保障之獨立機構，採用

與各大銀行簽約之方式，提供與銀行支付結算系統介面的交易平臺之

網路支付模式，該機構之主體並不限於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亦可擔

任。於交易中，付款人選購商品後，使用第三方支付平臺提供之帳戶

進行貨款支付，由第三方支付機構通知受款人貨款到達、進行發貨；

付款人檢驗收到之物品後，便可通知付款予受款人，第三方支付機構

再將款項轉至受款人帳戶49。 

而第三方支付平臺係指該平臺提供商透過通信、電腦及資訊安全

之相關技術，於商家與銀行間建立聯結，實現消費者、金融機構與商

家間進行貨幣支付、現金流動與資金清算的機制。第三方支付平臺具

有仲介屬性，此係指第三方支付平臺於受款人和付款人之間、商業銀

行與服務的企業客戶之間從事資金支付仲介，促使資金支付之跨行或

跨地問題獲得解決，是銀行產業鏈之延伸，在銀行和用戶之間充當更

多的仲介服務50。 

除此之外，文獻上亦有將第三方支付定義為具備一定資產與信譽

之第三方機構所提供之金流平臺，該機構可為銀行或非銀行之廠商，

其藉由本身之資力與資訊技術，連結付款人之往來銀行帳戶或信用卡，

在付款指示發出時，先行介入付款流程而將價金代為保管，「待特定

條件達成後」，再將款項交付受款人，如此受款人即可不待成為信用

卡特約商店，而仍使付款人選擇信用卡支付款項51。惟第三方支付並

非必然有「特定條件達成再將款項交付」，其亦可為不附條件而逕為

支付，或附期限交付價金，其交付方式，則由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與

                                                      
49

 侍安宇、遲淑華，台灣銀行業跨足第三方支付業務之評估，存款保險資訊季刊，25 卷 2 期，
頁 81-82，2012 年 6月。 
50

 李智仁，第三方支付的中國經驗觀察，萬國法律，191 期，頁 3，2013年 10 月。 
51

 蔡宗霖，從美國 PayPal 經驗與歐盟支付服務指令論我國第三方支付服務之現狀與未來，科技
法律透析，21卷 10 期，頁 48，200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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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之契約定之，如有所謂「特定條件達成再將款項交付」，或可

稱之為履約擔保機制(Escrow Payment)。 

另有論者以為，應以主體、內容、客體三個面向解釋第三方支付

之意義，就主體而言，係指一獨立之金融或非金融機構，藉由網路提

供付款人線上或線下支付渠道，完成從付款人至受款人之貨幣支付、

資金清算、查詢統計等服務。就內容而言，係指為實現網路交易中之

資金移轉，為客戶提供兩種類型服務，其一為單純提供與各大銀行內

部支付結算系統連結，便利買方立即進行線上支付；其二為代收代付

服務，以提供交易雙方履約擔保服務，避免交易詐欺情事發生。就客

體而言，係指第三方支付機構，提供交易雙方先進之電腦軟體及訊息

處理平臺，為客戶提供相關支付指令之傳輸服務，以及付款資料之查

詢統計服務。而於代收代付服務，其與具相當經濟實力及信譽之金融

機構簽約合作，由該金融機構提供第三方支付平臺資金儲存服務，以

妥善保管付款人所移轉之價金安全52。 

第二款 主管機關見解 

第三方支付之意義，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中並無明文規定，僅

於第 3 條定義所謂「電子支付機構」，係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

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並利

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於付款方及收款方間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限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於主管機關所定一定金

額以上)、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以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業務。 

經濟部曾於 2012 年 11 月 29 日「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作業計

畫推動小組第四十一次會議」中決議表示，於「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

碼表」中新增「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之營業項目，該新增項

目之定義為：「從事配合金融機構及履約相關條件，並與銀行合作，

                                                      
52

 陳金磊，網絡金融中第三方支付及其相關法律規範，湖南大學經濟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

2009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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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信用卡特約商店資格，提供電子商務（含行動商務）買賣雙方『支

付』擔保之中介機制之行業。53」其後經濟部並於 2013 年 03 月 19

日經商字第 10202407100 號函釋稱第三方支付業，「係指從事配合金

融機構及履約相關條件，並與銀行合作，取得信用卡特約商店資格，

提供電子商務（含行動商務）買賣雙方『收付』擔保之中介機制之行

業。」該定義中之「收付」是否同時涵蓋「儲值」，或者足以排除收

受存款之概念，恐有疑義54。 

2014 年 1 月 13 日訂定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中，經濟部再將其定義為：「本事項所稱之「第三方

支付服務」，指第三方支付業者，於網路交易發生後，收受網路交易

之價金，並依消費者指示轉交與收款人之服務。」 

第三款 小結 

所謂第三方支付之概念，各方提出的見解相當多且不盡相同，然

基本上可簡潔地劃分為廣義與狹義之定義。前者描繪的形式較為廣泛，

即在一項交易中，付款人將應付款項，委託以營利為目的之第三方支

付機構轉付予受款人者便屬之，國外多將之稱為資金傳輸服務

(Money Transmitter)；後者則限縮於網路交易的框架中，作為付款之

中介機構。從本論文討論之脈絡係環繞著網路金融而言，在此主要應

偏向後者之定義，惟無論如何，重點應在於把握其作為資金與信息的

傳遞中樞，具有匯集大量小額支付，而形成龐大的交易數據與沉澱資

金之特徵55。 

本論文贊同上述以主體、內容、客體三個面向進行定義之學說見

解，蓋此定義方式更能全面性了解第三方支付平臺，且各面向均有其

實益存在。若從主體分析，第三方支付平臺主體之性質是否屬於金融

機構，若非屬於金融機構，應進而探討非金融機構是否可從事此等業

務，主管機關應如何對其進行合理監理；從內容分析，則可深入探究

                                                      
53

 經濟部(101)年經商字第 10102442840 號函。 
54

 李智仁，同前註 44，頁 30。 
55

 王文宇，網路金融的發展與法制，月旦法學雜誌，238 期，頁 10-11，201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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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參與交易主體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從客體則可分析第三方支付平臺

因提供之資訊平臺或電腦軟體有瑕疵或其他相關風險發生時，應由何

人承受損失之風險及代收付服務過程中所產生之沉澱資金歸屬問

題。 

本論文雖肯定主管機關積極就第三方支付平臺所涉相關概念進

行定義，以便消費者能就第三方支付相關名詞有所了解，然其定義似

過於簡略。第三方支付係針對網路交易，以網際網路或電子連線為手

段，提供價金之轉付甚至是接受儲值之服務為內容。而如由私法關係

之角度進行觀察，第三方支付或可解為：由網路交易當事人以外之獨

立第三方當事人(多為金融業或資訊廠商)利用其所建置之程式、設備

或系統，以網際網路、電子連線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於受交易當

事人之委託後，為付款人保管用於支付未來交易之款項；或以受款人

之名義向付款人收取交易款項，並依約定付款流程將代收之款項轉予

受款人之服務56。 

第二項 第三方支付之功能 

第一款 代收轉付之功能 

網路交易之特色，在於交易當事人可能處於不同地域或國家，給

付價金時甚難親自交付，甚至必須先為外幣之匯兌程序，故第三方支

付服務原本即為因應遠距交易所興起之代收轉付行為業務，藉由支付

機構之中介，款項之給付不受當事人位置遠近之影響。從而第三方支

付本質上亦為提供價金之代收轉付服務，就此而言，第三方支付與匯

款轉帳、支票付款、信用卡支付以及開立信用狀相似，均有藉交易當

事人以外之第三方代為傳輸貨幣之功能。第三方支付得以興起之原因

在於付款人係向支付機構支付價金，故有關帳戶、信用卡等個人信用

資訊無須向受款人揭露，對於當事人之隱私較有保障57。又如為跨境

                                                      
56

 胡大中，第三方支付中之消費者保護機制，月旦法學雜誌，248期，頁 124，2016 年 1 月。 
57

 蔡宗霖，同前註 51，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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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時，利用其他支付工具多需承擔高額之匯兌費或手續費，然以美

國 PayPal 為例，其在多數國家均有提供服務並設立銀行帳戶，於跨

境交易時付款人得以國內貨幣向該公司付款，PayPal再利用國外當地

帳戶以外幣支付收款人，如此便省去高額跨境交易手續費58。是以於

代收轉付功能上，第三方支付相較其他支付工具有使用資格寬鬆、確

保個人隱私以及交易成本較為低廉之優勢，並可由使用者透過網際網

路直接訂立契約並利用服務，是以較適合 C2C之網路交易。 

第二款 履約擔保之功能 

於第三方支付交易中，支付機構多會與當事人約定於網路交易成

立並為通知後，由支付機構預先向付款人(買受人)收受交易款項，此

時付款人得以約定之方式(匯款轉帳、信用卡、超商繳款等)支付款項

至約定帳戶(多為支付機構與合作金融機構設立之信託或履約保證專

戶)。然支付機構確認收受款項後，並非立即轉付予受款人(出賣人)，

而僅通知受款人已收取款項，付款人於接受支付機構之通知後，即為

商品之交付或托運，待付款人收受商品並檢視無誤(或經一定期限)後

通知支付機構，支付機構於接受付款人通知後再將款項轉付予受款人

之帳戶59。 

採用第三方支付後，付款人較無須顧慮受款人有未交付商品或交

付瑕疵商品之風險，蓋於付款人未收受瑕疵商品前，已交付之款項仍

在支付機構保管中，甚至若干支付機構提供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

契約條款中，與雙方當事人約定付款人有於收受貨品一定期日內享有

無條件退款之權利，付款人更可藉此確認商品是否符合債之本旨，減

少交易糾紛之發生；而同樣對於受款人而言，受款人亦無須顧慮有出

貨後未能收取價金之風險。職是，第三方支付應有其履約擔保之功能

存在60。 

                                                      
58

 王興詠、林佩諭、張尹，同前註 47，頁 13。 
59

 謝孟珊，第三方支付營運基本法制議題探討─以銀行法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為討論中心，

萬國法律雙月刊，191 期，頁 16-17，2013 年 10月。 
60

 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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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保管價款之功能 

於第三方支付流程中，於付款人對第三方支付機構付款至支付機

構向受款人轉付前，該等價款於支付機構支配下，支付機構即有為交

易當事人保管之義務。而多數支付機構採用之方式，為於合作之金融

機構開設信託或履約保證專戶加以保管，以使其與支付機構之自有資

金加以分離。甚或支付機構若有提供預先儲值功能，消費者更可於未

有任何交易前即預先儲值，使消費者之金錢受支付機構保管，並使付

款更具效率或降低支付成本。 

第三項 第三方支付之類型 

雖然電子商務交易可以不受地理疆界、營業時間限制，促使交易

快速成長，惟未能達到傳統交易的銀貨兩訖，亦即付款與收受貨物在

同一時點完成。付款人透過網路購買商品並完成付款後，在等待受款

人將商品寄送予付款人或鑑賞期到期的過程中，可能產生詐騙、毀損

甚至商品與實品不符等買賣糾紛，因此需要具備相當資產與信譽的第

三方公正單位居於買賣雙方之中，扮演資金傳輸或履約擔保的角色
61。 

第三方支付雖屬因應電子商務交易而生的現代產業，其營運模式

已演變出多種型態，根據經濟部報告62以及國內外支付機構之發展態

樣，分別有以支付機構提供之服務內容或得否預先儲值作為區別標準

者。 

第一款 以服務內容區分 

一、資金傳輸型 

(一)介紹 

資金傳輸型(Money Transmitter)之目的為克服當事人因所在位置

距離所產生之資金往來不便，並避免因使用匯款或信用卡所伴隨之繁

                                                      
61

 張郁芝，同前註 1，頁 115。 
62

 經濟部 2008 年電子商務法制及基礎環境建構計畫跨國電子商務金流法制規範研究報告，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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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程序或個人資料洩漏之風險。此為第三方支付基礎的營運模式，主

要功能在於資金之傳輸，不論有無預付儲值都需與銀行配合始能完成

所有的交易與價金移轉程序。第三方支付機構(以下簡稱「支付機構」)

於網路架設金流平臺，付款人使用前須先至該平臺申請個人專用帳戶，

於成功後即可選擇平臺所提供之信用卡、銀行轉帳等支付方式，委託

該機構進行付款，另外使用時付款人亦可先將資金存取於個人專屬帳

戶中，該資金會先以該機構之名義存放於銀行，支付機構在收到買方

的支付指示後，將保密付款人個人資料，再居中以機構本身名義將付

款人指定的金額撥付到受款人於支付機構所開立之帳號。然此時仍是

以支付機構之名義存放於銀行，僅第三方支付機構系統上之帳目明細

變動，此可從買賣雙方在支付機構所開立之帳號餘額確認，若受款人

有提款需求，可隨時向第三方支付機構提出提款指令，將存放於第三

方之款項撥到指定的實體銀行帳戶63。其主要交易流程如下： 

 

 

               

                            

              3.出貨           1 .選擇支付方式進行付款 

                        

 

                   4.撥款              2.款項匯入銀行 

 

                                    或動用儲值款項 

                 圖一、資金傳輸型交易流程(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付款人選購商品後，選擇支付方式進行付款。 

2、支付款項進入第三方支付機構開立於銀行之帳戶或第三方支付機

                                                      
63

 侍安宇、遲淑華，同前註 49，頁 82。 

付款人 

受款人 第三方支
付機構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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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依付款人支付指示動用其儲值款項。 

3、受款人進行出貨(通常第三方支付機構不會實際確認賣方是否出

貨)。 

4、第三方支付機構在扣除手續費後，將款項撥予受款人。 

(二)以 PayPal交易流程為例 

美國之第三方支付最具代表性者非 PayPal莫屬，其亦為資金傳輸

型之先驅。買方於使用 PayPal 服務前，須以有效之 E-Mail 申請專用

虛擬帳戶，驗證成功變為用戶後，即可選擇以一般匯款方式、連結用

戶之往來銀行帳戶或信用卡預存金額於帳戶內(實際上為轉入 PayPal

於銀行開設之特定帳戶)，並以此預存款項作為日後交易主要付款方

式。然買方於支付時，亦可選擇由所連結之銀行帳戶或信用卡付款，

其流程與直接支付予賣方不同，係由 PayPal 先行自付款人銀行帳戶

或信用卡取款，再由 PayPal 付款予受款人，如此即可避免受款人得

知付款人之個人財務資料。受款人於款項確定匯入後可要求 PayPal

將款項由其虛擬帳戶再存匯至受款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實體帳戶中，故

PayPal 提供之服務即為貨幣之傳輸64。又該虛擬帳戶並不限制申請時

之幣別，故使用者收到不同貨幣種類之款項時，得選擇透過 PayPal

之匯兌系統換成預設幣別，或是在同一帳戶下另設該幣別專戶以為存

入65。簡言之，當付款人欲支付一筆金額予賣家時，可以分為以下幾

個步驟66：        

 

 

 

 

 

                                                      
64

 然 PayPal 於其網站公布之「PayPal 服務用戶同意書」中，已以針對「未收到商品」、「商品明

顯與說明不符」或「未授權交易」等情形按不同國家提供不同內容之買家購物安全保障機制，故

現 金 之 服 務 應 非 僅 單 純 貨 幣 之 傳 輸 而 已 。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ua/useragreement-full#7(最後瀏覽日：2016/8/22) 
65蔡宗霖，同前註 51，頁 49。  
66王興詠、林佩諭、張尹，同前註 47，頁 10-12。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ua/useragreement-full#7(最後瀏覽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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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Pal   
               1                             2 

 

 

                              3 

 

                圖二、PayPal 交易流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以 E-Mail註冊 PayPal 帳戶，通過驗證成為用戶，並提供信用卡相

關資訊或銀行帳戶，以擴充 PayPal 帳戶金額。當付款人欲支付款項

時，須先進入 PayPal帳戶，指定所欲匯出金額，並提供受款人之 E-Mail

予 PayPal。 

2、PayPal 向受款人發出 E-Mail，通知其有待領取或轉入之款項。若

受款人亦為 PayPal 用戶並決定接受後，付款人所指定之款項於扣除

手續費後即移轉予受款人。倘受款人無 PayPal 帳戶，則得依 PayPal

內容指示連線進入網頁註冊後取得帳戶，款項方得移轉67。受款人可

將取得之款項選擇欲提領的方式取出（例如開支票或匯入其銀行帳

戶）。 

3、賣方進行出貨。 

形式上觀之，PayPal的營運模式彷彿是一種 E-mail支付方式，極

易被視為資金係透過 E-mail匯出（fund-in）與匯入（fund-out），付款

人與受款人即完成付款流程。然事實上 PayPal 發出之 E-Mail 主要在

於傳遞訊息及通知，資金的移轉係在付款人銀行帳戶、PayPal 帳戶和

受款人帳戶間移轉。故實質上而言，PayPal 僅為一種基於其平臺之虛

擬銀行帳戶的記帳和轉帳系統，其運轉仍未脫離銀行帳戶、電子資金

轉帳以及信用卡等傳統支付工具。PayPal 營運模式之優點在於以

                                                      
67

 有人稱此種銷售模式為一種「郵件病毒式」的商業拓展方式。 

付款人 受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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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即可完成付款，且付款人與受款人不必於同家銀行開戶，甚至

可於兩個相距甚遠的國家或地區的銀行開戶，只要皆為 PayPal 之用

戶，便可減少跨行間、跨境和跨地區之間的轉帳繁瑣。此種以 E-mail

作為 PayPal 帳戶的支付方式，有別於傳統仰賴於金融系統上的交易

和轉帳模式。 

二、履約保證型 

(一)介紹 

原先之網路購物，買賣雙方無實質的接觸、無法當面磋商以及檢

查實體商品，因此具有高度交易資訊不對稱之風險，而當第三方支付

引入保管價款功能後即可適當減輕此問題。由第三方保管價款待相當

條件成就後再將價款交付給受款人之交易擔保行為，在美國被稱為

「Escrow」，或有翻譯為「第三方保管契約」、「第三方託管契約」者，

本論文擬以「履約擔保」稱之，其廣泛地被運用在不動產交易、房屋

貸款、電子商務以及智慧財產權中68。 

與資金傳輸型以買賣雙方開設帳戶以儲值、傳遞資金為主不同，

網路交易履約擔保型(Internet Escrow Agent)第三方支付模式除有貨幣

傳輸服務外，亦提供價金保管亦即價金履約擔保之服務，以確保契約

履行。當付款人於網路下單與受款人成立買賣契約後，付款人支付後

非直接由第三方支付機構將交易款項轉付予受款人，而係將款項交由

第三方支付機構於銀行開立之履約保證專戶代為保管，該機構即通知

受款人出貨，俟付款人收到貨物確認無誤或經過猶豫期(特定條件成

就後)，支付機構再依付款人之通知將履約擔保專戶保管之價金交付

受款人。部分支付機構甚至與當事人預先約定發生交易糾紛時，得由

支付機構自行決定退還或繼續支付，即當事人同意採用支付機構所制

訂之線上紛爭解決機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藉以判斷雙方交易

                                                      
68

 履約擔保為三方當事人的法律協議，與我國信託法的信託架構相似，三方分別為「存託人

(depositor)」、「中介人(escrow agent, escrow holder escrowee, escrow officer)」以及「受益人

(beneficiary)」。依照 Black’s Law Dictionary，履約擔保係指由承諾人提供文件或者是財產給第三

人，第三人在一定的時間內或者是一定條件實現前持有此文件或者是財產交予受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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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中有關價金之權利義務歸屬。履約擔保型第三方支付主要之交易

流程如下： 

 

 

 

            4.出貨            1.選擇支付方式進行付款 

                             5.確認無誤後通知第三方支付機構 

 

             3.付款通知              2.款項匯入銀行專戶 

 

            7.撥款                    6.撥款指示 

 

圖三、履約擔保型交易流程(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 付款人選購商品後，使用支付工具進行付款。 

2、 支付款項進入第三方支付機構開立於銀行之履約保證專戶。 

3、 第三方支付機構發送已收款及通知出貨之訊息予店家，受款人可

至其交易平臺查詢。 

4、 受款人查詢無誤後進行出貨。 

5、 付款人收到商品確認無誤後，通知第三方支付機構撥付款項。 

6、 支付機構通知銀行將履約保證專戶中之款項撥付至店家帳戶。 

7、 撥付款項至受款人帳戶。 

(二)以支付寶交易流程為例 

根據 Analysys易觀智庫「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季度監測報告 2015

年第 1季度」數據顯示，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互聯網收單交易規模為

28979 億元人民幣，淘寶網的支付系統亦即支付寶(Alipay)占其中之

44.62%，乃中國市占率最高之第三方支付平臺69。支付寶提供許多支

                                                      
69

 2015 年 第 一 季 度 中 國 第 三 方 支 付 市 場 現 狀 分 析 ，

http://big5.askci.com/chanye/2015/07/06/84258q0om.shtml(最後瀏覽日：2016/8/22)。 

付款人 

受款人 第三方支
付機構 

履約保證
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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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模式，如即時到帳、貨到付款及擔保交易等供買方選擇，以下將介

紹支付寶擔保交易之流程： 

 

                        支付寶   
               1                             2 

 

                    4                  5 

                              3 

 

            圖四、支付寶擔保交易流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1、 付款人透過實名認證申請淘寶網及支付寶帳號，在其選購商品後，

可以使用支付寶提供的七種支付工具70進行付款。 

2、 支付寶將發送已收款及通知出貨之訊息給受款人，受款人可至其

交易平臺查詢。 

3、 受款人查詢無誤後即出貨。 

4、 付款人收到商品確認無誤後，通知支付寶撥付款項。 

5、 支付寶通知銀行將款項撥付至受款人。 

實際上支付寶無庸另外註冊，僅須於淘寶網註冊，系統即會自動

為會員建立支付寶帳戶。其註冊方式非常簡單，僅須先設定個人帳號

密碼，並選擇手機號碼或 E-mail 註冊，再透過手機接收驗證碼，其

後到支付寶選擇以個人或商家的帳戶類型啟用認證，便完成註冊程

序。 

支付寶收到款項後，會要求受款人於 24 小時內進行出貨，若受

款人逾期出貨，付款人可隨時取消付款，支付寶即會將款項退回付款

人帳戶。付款人收到商品後，支付寶要求付款人在一定期間內為撥付

款項通知，該期間亦為商品鑑賞期，若不滿意得立即退貨，並將款項

                                                      
70

 可使用的支付工具包括使用支付寶餘額付款、儲蓄卡付款、信用卡付款、貨到付款、網路點

數付款、消費卡付款、找人代付。 

付款人 受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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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至付款人帳戶。支付寶透過期間限制，使交易不至於因個人因素

延宕，亦可確保付款人能確認商品品質，且擁有一定之鑑賞期。 

交易結束後，受款人可至其支付寶帳戶進行提現，支付寶提供三

種不同提現方式，普通提現(約二天)、額外付費於二小時快速提現以

及與銀行帳戶結合之實時提現。支付寶在此部分給予受款人極大便利，

蓋一般網路交易，受款人須待銀行結算業務完成後始得收到貨款，然

透過支付寶與銀行合作，快速提現與實時提現之功能，大幅降低受款

人資金周轉問題，並提升資金運用之效率。 

第二款 以得否預先儲值區分 

一、 預先儲值型 

預先付款(Pay Before)係指付款人事先預付一筆款項於第三方支

付機構，並由支付機構保管，其款項之所有權仍為付款人所有，待付

款人指示支付機構將款項支付予付款人指定之受款人，或於付款人、

第三方支付機構及受款人成就三方約定之條件，第三方支付機構再將

該款項付款予受款人。由於第三方支付機構多會約定使用者必須強制

設立虛擬帳戶，故當消費者取得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虛擬帳戶後，縱然

於實際交易發生前，技術上亦得預先將款項存入存入個人之虛擬帳戶

中以便未來之用，支付機構亦可因此培養使用者之信賴感與使用習

慣。 

例如前述之美國 PayPal 或中國大陸支付寶目前均有提供此種儲

值服務，支付寶更另外提供得將虛擬帳戶內之金錢轉入餘額寶，藉以

購買特定基金獲得收益，而於需要進行網路交易時，消費者可將餘額

寶之金額用於支付，使第三方支付除用於網路交易，更能成為金融投

資之管道。然此種功能顯然與多數國家對於金融服務採取嚴格管制之

立場有所扞格71，如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訂前曾有函釋72認為，提供具有預先儲值

                                                      
71

 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27-128。 
72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0)年金管銀票字第 100000431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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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恐有違反銀行法或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

嫌73
(相關爭議問題留待後續章節再為深究)。 

二、 代收轉付型 

即時付款(Pay Now)係指付款人指示第三方支付機構將款項支付

予付款指定之受款人，付款人係以現金透過匯款、ATM 轉帳、Web 

ATM 轉帳等方式，將款項支付於第三方機構。簡言之，即付款人以

即時到帳方式將款項給付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事後付款(Pay After)則

係指付款人指示第三方支付機構將款項付款予付款指定之受款人，付

款人得透過信用卡以刷卡方式，付款於第三方支付機構，支付機構作

為特約商店，向收單機構請款，並由收單機構先墊款於第三方支付機

構，該收單機構及付款人之發卡機構共同參加清算中心之清算，最後

由發卡機構向付款人收款。簡言之，即第三方支付機構得透過信用卡

交易收取付款人須付款之款項。由於預先儲值型之第三方支付具適法

性疑慮，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前，支付機構除委由銀行開設

網路儲值之支付帳戶外，多僅網路交易成立之同時或事後提供消費者

支付服務，換言之，支付機構所提供之服務僅限於網路交易成立同時

或之後之交易款項代收轉付74。 

第三項 第三方支付之優點 

第一款 有利小型及個人商家發展 

對於網路商店而言，收授信用卡須經銀行審核通過，資力不足之

小型或個人商家，因資本額未達特約商店之門檻而不得收授信用卡，

即使銀行決定提供信用卡收單服務，商家尚須提存保證金，此舉對於

網路創業者實為一大障礙。由於無法使用信用卡將降低消費便捷性進

而減少消費者購買意願；再者個人商家有時亦缺乏技術能力，於網路

                                                      
73

 例如臺灣數字科技公司相關負責人曾因違反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遭新北地檢署起訴，其起

訴理由即認定該公司曾提供會員得預先購買虛擬 T 幣儲值，並用於旗下 8591寶物交易網中與第

三人為交易，構成未經許可即發行電子票證之行為。詳參葉奇鑫、陳品安，銀行法、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法律辨異─兼論數字科技案，全國律師雜誌，19卷 2 期，

頁 24-27，2015 年 2月。 
74

 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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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金流機制串接與收款銷帳等方面之能力均有不足，因此第三方

支付應運而生。 

通常第三方支付機構為網路店家之金流代收付服務業者，其與銀

行簽約成為特約商店，網路店家再分別至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註冊，

成為次級特約商店(次特店)，而取得支付機構之金流代收付服務。對

於收單銀行而言，其代為收款之對象為第三方支付機構，第三方支付

機構雖非交易相對人，但因其本屬銀行信用卡之特約商店，在接受銀

行付款後轉付給網路店家，規模較小之網路店家即可藉此收授信用卡

交易之付款，而免去銀行資本額、資安技術及風險控管能力之審核。

換言之，消費者即可透過第三方支付於線上直接刷卡交易，比起自動

提款機轉帳，交易流程至少縮短一半，有利於微型賣家創造新商機。 

第二款 增加交易相對人信賴 

履約擔保型第三方支付有效的為網路交易中缺乏信用基礎之買

賣雙方提供一定擔保，資金於付款人進行下單付款後，會先進入第三

方支付機構之帳戶，該機構始通知受款人出貨。在付款人收到商品並

確認無誤後，方通知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撥款。透過此種模式有效解

決網路交易資訊不對稱之問題，亦增強雙方交易之信賴。此種信賴增

加於網路新興店家更為明顯，其為節省成本通常僅開設虛擬商店，且

因其創立時間不長，付款人無法透過電子商務平臺提供的評價機制了

解該店家，於評價不足之情況下常限制了網路新興店家之發展。透過

履約擔保機制增強雙方交易之優點，使新興店家得以透過網路交易有

效拓展其業務。 

第三款 跨境交易便捷  

提供消費者支付跨境網購費用的付款閘道，以及國內商家前進海

外網購市場的平臺，換言之，隨著第三方支付機構發展之全球化，店

家亦得進一步擴大其收付範圍。國外以 PayPal 為例，業務已經遍佈

全世界 203 個國家，支持全世界 26 種貨幣，註冊用戶數量超過 2.5

億，活躍用戶數量高達 1.69 億，故店家可以藉 PayPal 進一步拓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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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業務範圍。臺灣則以第一銀行的跨境第 e支付為例，其與中國大

陸騰訊集團之子公司財付通合作，建立獨立平臺提供兩岸消費者在跨

境交易時付款結匯之服務。由於中國大陸信用卡普及率較低，網路交

易風險過高，對於網路支付工具的選擇皆以其長期習慣的第三方支付

系統為第一首選。大陸買方在臺灣賣方網站選購商品付款之後，可透

過財付通以及一銀代收款後，通知賣方出貨，確定交易完成後，再由

一銀將付款結匯為新臺幣撥付給臺灣賣方。此一方法可提供臺灣商家

購物網站便捷的跨境網路收款機制，協助臺灣商家順利進軍中國網路

購物市場、確實收回交易款項，促進產業國際化75。 

第四款 個人資料保護 

一般網路交易中，消費者與不同網路店家進行交易，若網站未完

善相關保密措施，付款人之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限等金融個資外流風

險亦隨之提高。然藉由第三方支付之交易模式，消費者於不同店家消

費時，並不需將信用卡資訊告知受款人，僅需提供予第三方支付機構，

網路商家因此無從得知信用卡資訊。換言之，支付機構將交易整合至

其所提供之支付服務中，金融資料統一於支付機構所提供之交易介面

進行傳遞，該機構再藉其資訊技術優勢提升介面之安全性，有效降低

金融個資外流之風險。此外由於支付機構通常具有一定規模與商譽，

所提供服務與安全性應較一般的網路賣家更完善，是以若可選擇第三

方支付此種較為保障之交易模式，勢必影響消費者於網路購物的意

願。 

第四項 第三方支付之風險 

第三方支付之興起固然降低網路交易過程中金錢給付之障礙與

確保網路交易之順利履行，然亦因第三方支付機構之介入，可能對於

消費者帶來以下各種潛在風險： 

 

                                                      
75

 參考第一銀行「跨境 e 支付」介紹，https://www.firstbank.com.tw/A2_3_15.action(最後瀏覽日：
20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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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使用者資金管理風險 

所稱之資金係指使用者預存或留存在第三方支付機構帳戶或平

臺之資金，或第三方支付機構為使用者代收或代付之資金。第三方支

付機構基於其業務特性，掌握數量龐大之使用者資金，若未妥善處理，

其安全性即存有疑慮。而此種風險亦可區分為資金挪用與利息歸屬之

風險等二個面向進行討論。  

一、資金挪用之風險 

於第三方支付交易流程中，為達成履約擔保之功能，使用者付款

或儲值皆係將資金移轉到第三方支付機構提供之虛擬帳戶，雖第三方

支付機構會將資金存放在銀行專用帳戶中，根據用戶指示進行資金移

轉，但隨著用戶資金規模日益龐大，第三方支付機構勢必經手鉅額資

金。又付款人之付款行為與受款人之取款行為存在時間差(數天甚或

一週以上)；若係消費者因預先儲值所交付之款項，則至實際交易前

可能相差更久之時間。於此期間內相關交易款項均由第三方支付機構

負責保管，若支付機構擅自挪用進行高風險之投資或移轉予第三人，

即構成侵害使用者權益之行為。 

二、利息歸屬之風險 

於第三方支付服務中，不論預付儲值與否，資金自付款人下單後，

將先移轉至付款人於第三方支付機構所開立之帳戶，待支付機構收到

付款人確認授權付款的指令後，再將資金由第三方支付平臺移轉給受

款人。換言之，付款人支付之價款至少會在支付機構所開立的帳戶中

停留一定期間，該價款本質上並不屬於支付機構所有。縱然因法令上

要求支付機構將所取之款項存放於金融機構開設之存款或信託帳戶

內，支付機構較難有違法使用交易款項之機會，然隨著用戶數量以及

交易量之增加，第三方支付機構藉由金融機構之計息或投資，便會產

生龐大、穩定之沉澱資金，利用資金結算週期之差異性，第三方支付

機構將取得相當於一筆定期存款或短期存款的利息，該筆利息之歸屬

即形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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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部份之利息分配，須視各國對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法律規定，

針對使用者所留存的款項是否計息，若計息則應按照使用者與第三方

支付機構間法律關係決定歸屬。若歸屬於付款人，則實際上返還不易；

若歸屬於第三方支付機構，則可能使其不當得利或為追求利息收益而

降低支付效率，且不利於消費者。然大部分的第三方支付平臺為免去

計算上之繁雜，通常會於服務協議上載明利息歸屬於第三方支付機構
76，惟此規定對使用者而言是否公平以及是否違反消費者保護法非無

疑問。 

第二款 消費者權益受損害之風險 

第三方支付模式下，消費者並未與商家直接接觸，而是透過第三

方支付機構為資訊傳遞與資金移轉，其與第三方支付機構之間的法律

關係通常係以第三方支付機構所擬定之定型化契約為依據，是以對於

商家或第三方支付機構而言，消費者不論係在締約地位、資訊及技術

能力等皆處於弱勢地位，從而消費者權益之保護亦為不得不重視之一

環。其中可分為支付系統安全、交易安全及隱私權保障之問題。 

一、支付系統安全 

由於第三方支付交易模式之交易資訊以及相關款項之紀錄多保存

於支付機構所設置之伺服器或電腦設備中，若第三方支付機構之系統

遭駭客入侵甚或竄改紀錄資料時，即有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此時，

法令上自應要求支付機構設置一定等級之安全機制或防火牆作為安

全屏障77。然更重要者為若支付機構系統於符合法令要求下仍遭駭客

                                                      
76例如中國支付寶之支付寶服務協議即約定：「您對所有代收代付款項（含被凍结、止付或受限

制的款項）產生的任何收益（包括但不限於利息和其他孳息）不享有任何權利。支付寶就所有該

代收代付款項產生的任何收益（包括但不限利息和其餘孳息）享有所有權。」對此，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第 21 條雖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之付款項除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轉或由使用者提

領者外，原則上支付機構不得任意動用(第 1項)，然就專用存款帳戶因銀行運用信託財產所生孳

息或其他收益，則規定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減除成本、必要費用及耗損後，於信託契約中約定分

配予支付機構(第 5 項)，僅於同條中再規定支付機構應自孳息或收益中計提一定比率金額，作為

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用途使用(第 6 項)。是以該條例亦將收取款項所生收益歸由支付

機構收取。 
77

 例如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4 條及第 29 條即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

制並於電子支付帳戶終止或結束後至少五年內留存相關使用者資料；同時應建置一定水準之資訊

系統以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依上開規定授權訂定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與電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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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導致消費者之留存款項資料遭挪動竄改，或記錄交易資料之設備

因斷電、地震或颱風等不可抗力因素而遭毀損時，就消費者因此所受

之損害，支付機構得否主張已符合相關法令所定資訊安全標準而不負

賠償責任，有支付機構對此將上開情形約定為「不可抗力事由」或「免

責事由」78，是以消費者仍可能須承擔一定情形下第三方支付系統遭

入侵或資料竄改所生之風險79。 

二、交易安全 

交易安全之風險問題，主要係指帳號被盜用或發生未經授權的支

付風險。第三方支付機構為使消費者得以便利簡易之方式使用第三方

支付服務，多於系統或平臺設計上多以「帳號+密碼」之方式確認使

用者身分，雖然第三方支付機構透過整合交易，並於技術上持續革新，

加強其資訊安全能力。然犯罪者的破解能力亦不斷提升，其疏漏在所

難免，是以消費者於使用支付服務時若誤入釣魚網站，電腦遭植入木

馬程式或駭客入侵時，可能發生使用者帳號遭盜用甚或進行未經授權

交易80。 

此一情形猶如信用卡遭線上盜刷一般，為使用帳戶型電子支付工

具最常見之交易風險。第三方支付以網路作為傳輸媒介，除了有犯罪

者以網路詐欺、網路釣魚等不法行為藉以竊取用戶之金融資料，在數

據處理傳輸過程中，亦可能導致金融資料外洩、假冒、偽造或竊盜使

用者帳號密碼等未經授權交易發生。而盜用帳號或未經授權交易之風

險雖可藉由支付機構提高系統安全性或認證機制(鎖定特定 IP或使用

者之登錄設備)加以降低，惟支付機構仍多以定型化契約條款預先規

範其風險負擔方式，可能利用與其締結定型化契約之優勢而排除該責

                                                                                                                                                        
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辦法。 
78

 支付寶服務協議第八(一)規定：「因下列原因導致支付寶無法正常提供服務，支付寶不承擔任

何責任：1.支付寶系統停機維護或升級；2.因颱風、地震、洪水、雷電或恐怖襲擊等不可抗力原

因；3.用戶的電腦軟硬件和通信線路、供電線路出現故障的；4.用戶操作不當或通過非支付寶授

權或認可的方式使用支付寶服務的；5.因病毒、木馬、惡意程序攻擊、網絡擁堵、系統不穩定、

系統或設備故障、通訊故障、電力故障、銀行原因 、第三方服務瑕疵或政府行為等原因。」 
79

 李莉莎，第三方電子支付風險的法律分析，暨南學報，161 期，頁 53-55，2012 年 6月。 
80

 李俊平，第三方支付法律制度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04，2012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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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81，故盜用帳號或未經授權交易一旦發生後，如僅依定型化契約條

款約定之結果，最終仍可能由消費者承擔全部大部分之風險或損失。 

三、隱私權保障 

在第三方支付交易中，為完成交易與確保使用者所提供個人資料

及支付工具之正確性，使用者多需向第三方支付機構提供「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地址」、「手機號碼」、「電子信箱」、「銀行

帳戶」或「信用卡卡號」等個人資料，與傳統網路購物要自行和不同

的賣方支付有別，故第三方支付確實可以降低個人資料外洩之風險。

然第三方支付機構亦因支付業務之開展而保有大量用戶之個人資料，

該等資料若未妥善管理保存、遭駭客入侵或支付機構將其洩漏予第三

人或為非第三方支付目的之利用甚至違法使用時，個人之隱私資料將

有洩漏的風險進而造成人身或財產的損害，且該風險將難以估計82。 

尤其支付機構藉由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機會，即可統計消費者

過去消費紀錄以及消費金額，更可增添支付機構濫用個人資料或出售

牟利之可能性。對於該等資訊第三方支付機構若不當管理、越權使用，

對使用者隱私也將造成侵害。是以加強網路安全監管，以及要求第三

方支付業者的具備一定的自我防護能力，為第三方支付發展之重要議

題83。  

第三款 不法資金洗錢之風險  

由於第三方支付具有隱蔽性、匿名性等特點，其加密技術保障使

用者資料不至外流，惟亦造成主管機關難以獲取交易雙方之身分資訊。

且第三方支付機構作為銀行與使用者之中介，銀行與使用者間並不直

                                                      
81

 如支付寶服務協議約定：「身分要素是支付寶是別您身分的依據，請您務必妥善保管。 使用身
分要素進行的任何操作、發出的任何指令均視為您本人做出。因您的原因造成的帳户、密碼等信
息被冒用、盗用或非法使用，由此引起的一切風险、责任、损失、费用等應由您自行承擔」甚至
縱然已通知帳號密碼洩漏之事實仍約定「如您發現有他人冒用或盜用您的會員號、帳戶或者支付
寶登錄名及密碼，或您的手機或其他有關設備丟失時，請您立即以有效方式通知支付寶；您還可
以向支付寶申請暫停或停止支付寶服務……您理解支付寶對您的請求採取行動需要合理時間，如
支付寶未在合理時間內採取有效措施，導致您損失擴大的，支付寶將就擴大的損失部分承擔責任，
但支付寶對採取行動之前已執行的指令不承擔責任。 
82

 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36。 
83

 因此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8條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之往來交易資料，除

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並不得利用使用者個人資料為第三人從事行銷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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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往來，主管機關亦無法透過銀行體系從帳戶完全掌握第三方支付機

構與使用者間之交易狀況。 

另以預付儲值為例，對於常態性使用網路消費或支付價金的使用

者而言，確實可以降低時間成本，然而當資金存放於第三方支付機構

虛擬帳戶中，由於支付平臺的隱匿性以及訊息不公開，難以辨識資金

流向，因此第三方支付機構極可能成為虛假交易時資金的非法套現或

洗錢途徑。蓋第三方支付機構雖可藉由安排交易款項之交付流程間接

監督商品或服務之交易進度，但其資訊仍有賴於付款人或受款人之通

知，故如付款人與受款人共謀進行虛假交易並利用第三方支付進行洗

錢或非法套限者，支付機構亦難以察覺。特別是若允許支付機構得經

營「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時84，使用第三方支付服務者得

於實際發生交易之外將自有電子支付帳戶內之資金移轉至他人電子

支付帳戶，若無進一步賦予相關主管機關適當及具體之監督管制權責，

有心人士便得藉由虛設帳號與密碼進行洗錢，極易淪為犯罪者洗錢之

工具，對於遭冒名之消費者亦將無端面臨相關刑事訴追之風險85。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將洗錢之活動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處置(Placement)、

多層化(Layering)及整合(Integration)等三個階段86，本論文嘗試將第三

方支付於各階段可能發生之洗錢風險歸納如下： 

一、處置階段 

處置為洗錢活動之第一個步驟，於此階段主要目的係將大量現金

導入金融或非金融體系中，以不同方式隱匿資金。第三方支付於此階

段因部分支付系統允許匿名帳戶，在註冊及交易皆可匿名之情況下，

得使用現金、電子錢等方式向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儲值，給予洗錢活

動極強之隱蔽性，使主管機關難以追蹤資金之真實來源。 

 

                                                      
84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 
85

 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36。 
86

 蔡虔霖，洗錢防制法之實用權益，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 43以下，199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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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層化階段 

當處置階段成功後，為使主管機關更難追查，尚須再製造各種複

雜之金融交易紀錄，讓犯罪所得披上更多層之合法掩護；此種消弭、

包裝之動作，即為多層化階段之工作。由於第三方支付多透過網路交

易，犯罪者得透過第三方支付系統進行一連串可信賴之多樣化交易，

使主管機關難以調查不法資金之流向。若經無數次流通或跨境交易，

不法資金甚至將於境外完成匿名化與合法化，而國際間之監理差異，

更可能形成灰色地帶，提高調查困難性。 

三、整合階段 

整合階段係洗錢行為之最後階段，洗錢者須賦予非法資金最後之

合法外貌，俾其回歸經濟體系，並使該資金形式上如同一般商業收入，

若欲達成此一目的即需倚賴整合階段完成。犯罪者可能透過第三方支

付於網路平臺購買商品或服務，將不法資金轉換為商品，或進一步開

設網路商店，以虛假交易將不法資金混入合法收入，藉此將不法資金

合法化87。 

除上述主要風險外，文獻上亦有討論諸如支付瑕疵風險88、基礎

交易的抗辯延伸風險89、信用卡套現風險90等91，惟本論文礙於篇幅及

探討核心，於後續章節僅會針對第三方支付典型風險，亦即使用者資

                                                      
87

 蘭立宏，利用互聯網支付系統洗錢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3 期，頁 50-58，2011

年。 
88

 係指第三方支付機構發生支付錯誤、支付遲延或並未支付等情況，其所造成用戶之損失，應

否賠償及如何賠償之問題。具體情況可能有以下幾種：一、因機構本身或其內部員工過失導致支

付中斷或遲延；二、因機構必要系統停機維護導致支付服務中止；三、因第三方之原因導致服務

中斷或遲延；四、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服務中斷或遲延。 
89

 係指第三方支付機構作為承擔一定擔保之支付中介機構，當買賣雙方間基礎交易發生糾紛，

付款方能否要求第三方支付機構撤回或撤銷其指令。此部分涉及買賣雙方權益衡平，無條件之抗

辯延伸固然可維護買方權益，另一方面卻也影響交易效率及賣方權益；然若無條件的切斷抗辯延

伸，亦將損及買方權益，且可能縱容賣方之不當得利而影響交易安全。 
90

 通常是藉由虛假交易完成，於此掩護下，信用卡之信用額度即被移轉至可提取現金之帳戶中。

一般消費借貸會有借貸利息以及提供擔保等方式降低可能之信用風險；而信用卡大多是無擔保之

借貸工具，故發卡銀行防範透支風險之方式為約定高額之透支利息或取現費用，然信用卡套現之

行為卻越過銀行設立之防範門檻規避高額取現費用，當套現人數增加、總額提高，在無息日到期

前，等同銀行發放一筆無任何擔保或使用限制之無息貸款，難以進行有效之鑑別或追蹤，一旦到

期日屆至，持卡人無法償還套限金額，大筆之不良貸款不僅使銀行損失貸款利息，更將損失其資

產，大大增加銀行之經營風險。信用卡套現亦極可能為洗錢等不法行為提供便利條件，增加金融

秩序不穩定之因素。 
91

 李莉莎，同前註 79，頁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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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之風險、消費者權益保障之風險與不法資金洗錢之風險，等相

關對應法制規範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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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上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 

第三方支付之興起，代表著電子商務交易模式革新，其通常透過

結合電子商務平臺、提供多元且收費低廉之服務，並進一步創新其服

務，藉此吸引消費者使用。此外亦運用其技術優勢，分析累積之用戶

數據，將業務延伸至傳統銀行難已觸及之領域，進而發展成網路金融

體系。許多國家起初對第三方支付並未進行嚴格管制，主要係透過業

者自律以進行風險控制。然隨著使用者日益增加、經手金額愈加龐大，

再加上網路世界無遠弗屆之資訊流通，若發生任何違法濫用之情事，

對於國際金融將影響甚鉅。故國際上亦開始思索嶄新服務與法制監理

之平衡，逐漸從自律的管制態度轉向嚴謹的立法控管。 

雖然各國對於第三方支付的概念，無論在名稱上，定義上仍不盡

相同，惟參考國際上關於第三方支付之法制規範，將有助於了解現今

國際立法潮流之趨勢。因各國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具有不同的歷

史背景及商業習慣考量，故美國與歐盟對於第三方支付制度定義，因

立法者著重之層面不一而具有不同之立法過程及背景因素，進而演變

出截然不同之監理制度與法制規範；而中國大陸雖較晚開放第三方支

付之運作，惟仍依據國內使用者及第三方支付機構之需求，制定符合

國內需求之第三方支付法規，並利用該法規進行支付制度配套性立

法。 

本章節將會進一步觀察前述各國如何透過法制監理第三方支付

所產生之典型風險，如使用者資金管理之風險、消費者權益保障之風

險以及不法資金洗錢之風險。觀察的面向可分為市場准入、使用者資

金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洗錢防制等機制92。 

第一節 市場准入機制 

對於主管機關而言，要有效管理第三方支付之使用者資金管理、

消費者權益保護及洗錢防制等風險，最基本之方式係建立市場准入機

                                                      
92

 丁華明、童寧，歐美第三方支付監管政策借鑒，互聯網金融，201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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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亦為對於第三方支付監理之首要目標。第三方支付涉及使用者

資金移轉，透過政府制定市場准入機制，可使具備一定資金能力、體

質良好之第三方支付機構進入市場，防止其因體質不良而經營不善或

倒閉；另外透過設置退出條件，使不符條件或違反規定之第三方支付

機構退出市場，以確保支付市場穩定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惟若條件、門檻過高亦將限制產業的發展及創新，是以如何設計

適當之市場准入機制乃第三方支付發展必然面臨之問題。國際上對於

市場准入機制通常係以業務許可制、資本義務以及退場機制三層面進

行規範，本章將觀察各國如何設計第三方支付之市場准入機制，並如

何於產業發展創新與支付市場之穩定間取得平衡。 

第一項 美國 

美國將第三方支付機構視為資金傳輸機構而非銀行，對於資金傳

輸機構並無統一之法律監理體系，而係分散於不同立法。其主要採取

功能性之監管，將重點置於交易過程，而非從事交易之機構93。換言

之，美國對於第三方支付之監理，並無設立專法進行管制，而係直接

對現行金融監管法律擴張解釋適用於第三方支付。立法上區分為「聯

邦政府」及「州政府」兩個不同層級。 

在聯邦層級主要係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進行監理，對於資金服務業 94
(Money Service 

Business)之監理則主要體現於二方面。其一為美國聯邦法 (United 

States Code)第 31編第 5530條95所規定之登記註冊制度，其中無論資

金服務業經營所在之州政府是否要求業務許可，或其是否已獲得業務

經營許可，所有的資金服務業皆必須在成立後 180天內向財政部登記

註冊；其二為美國聯邦法典第18編第1960條96所規定業務許可制度，

                                                      
93朱績新、章力、章亮亮，第三方支付監管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中國金融，12 期，頁 32-33，

2010年。 
94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Prefatory Note, 2. 
95

 31 USC, art. 5530. 
96

 18 USC, art.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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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該規定任何人未經業務許可而故意從事、控制、管理、監督、指導

或擁有全部或部分資金移轉業務者，得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科

或併科罰金。 

美國對於資金傳輸型或履約擔保型第三方支付所規範之市場准

入機制有所不同，故以下將分別觀察之。於資金傳輸型以統一資金服

務法為核心；於履約擔保型則聚焦在加州交易履約擔保法，合先敘

明。 

第一款 資金傳輸型 

代收轉付於美國被視為資金傳輸服務，該業務屬於傳統資金服務

之延伸，各州政府對於資金傳輸機構之規範皆有所差異，惟關於取得

業務許可之條件、程序以及具體要件制定相關法律規範，主要係以統

一資金服務法(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UMSA)作為參考母法。

UMSA主要針對資金服務業制訂關於業務經營資格之許可、風險控管、

使用者權利義務關係之規範。其中更明確定義所謂之資金服務
97

(Money Service)包括資金傳輸(Money Transmission)
 98、票據兌現

(Check Cashing)
99或貨幣兌換(Currency Exchange)

100等業務，惟未包含

屬於銀行或金融機構之存款或貸款業務101。因此第三方支付機構若欲

經營上述之業務內容，則需分別依規定取得資金傳輸服務、支付工具

兌現和外幣匯兌等經營執照方得經營之，若無照進行資金傳輸業，將

面臨刑事責任。 

除 UMSA 外，路易西安那州(Louisiana)首先於 2002 年直接命令

PayPal 若未按該州支票買賣及資金傳輸法(Sale of Checks and Money 

Transmission Act)取得資金傳輸執照，將認定其營業事實為違法行為，

故 PayPal 隨即於同年 9 月 27 日成功申請該項執照，此亦為 PayPal

                                                      
97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art.1(13). 
98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art.1(14). 
99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art.1(4). 
100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art.1(6). 
101

 Jürgen Bott, The Single Euro Payments Area---New Alliances Required to Tip the Market, ECRI 

Research Report, 1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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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取之第一張合法營業證明102。基於對第三方支付服務法規建置之

重視，該州成為對第三方支付機構實施監理之先驅，其參考 UMSA

於路易西安那州修訂法典彙編(Louisiana Revised Statutes)第 6篇銀行

與銀行業務(Banks and Banking)第 13章中第 1031條至 1054條，針對

執照申請及核發、監督管理以及罰則等三個面向作規定。以下將以

UMSA為主，支票買賣及資金傳輸法為輔，探討美國資金傳輸型第三

方支付機構之業務許可制、資本義務以及退場機制。 

一、業務許可制 

按資金傳輸機構應先取得業務許可後，方得從事資金傳輸行為，

UMSA第 2條定有明文。取得資金傳輸業執照便無須再取得票據兌現

與貨幣兌換經營許可，蓋資金傳輸執照之要求較另外二者嚴苛。至於

取得票據兌現業務經營許可則得同時經營貨幣兌換業務，不得經營資

金傳輸業務；僅取得貨幣兌換許可者，僅能經營貨幣兌換業務，不得

跨足資金傳輸以及票據兌現業務。又由於各州獨立立法，資金傳輸執

照並非通用，如欲跨州從事資金傳輸服務，須分別依該州所定之審查

資格取得執照始得為之。每年主管機關須對所有取得許可資格業者進

行審查，並於審查前 45日進行通知。如有充分理由相信取得許可資

格業者或其授權代表以不安全方式執行業務，或有違反法令時，主管

機關亦得不先予通知直接進行審查103，取得許可資格業者應支付合理

審查費用。 

於申請主體部分，自然人及法人皆得進行申請，惟仍排除104
(一)

美國政府機構；(二)透過美國郵政服務或代表美國郵政服務之承包商；

(三個州、郡、市或任何其他政府機構或國家政府部門；(四)銀行、銀

行控股公司、國際銀行、外國銀行之分行，根據銀行服務公司法之公

司組織或依法獲授權之非個人提供販賣、提供支付工具或儲值服務者；

(五)在聯邦、州政府或其委外承包商間進行利益之電子資金移轉；(六)

                                                      
102

 蔡宗霖，同前註 51，頁 50。 
103

 Jane K. Winn, Benjamin Wright,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2001 Developments, 57 Bus. Law. 

547-550(2001). 
104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ar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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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貿易所提供之清算和結算服務；(七)根據聯邦法律之期貨經紀商；

(八)依據登記之結算機構或依據聯邦證券法提供結算、代收付服務者；

(九)電匯、信用卡、記帳卡、儲值、自動清算或類似資金移轉服務；

(十)根據聯邦或州證券法律註冊之證券經紀交易商。 

UMSA第202條(b)項規定自然人應具備之資格及相關申請文件；

(c)項則規定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合夥或其他型態法人申請應另

檢附其他資料。主要應備文件及要求為(一)申請人之名稱、居所及商

業地址以及從事商業活動時所使用之名稱；(二)申請人過去之刑事訴

訟紀錄及於申請前十年曾經涉及之重大訴訟(material litigation)
105；(三)

需詳述申請人過去曾提供之資金服務，及其在本州所欲申請之資金服

務；(四) 獲申請人授權代表機構(authorized delegate,以下簡稱代表機

構)及其預計於本州提供資金傳輸服務地址；(五)申請人若曾在他州提

供資金傳輸或資金服務，需詳列其資訊，如許可資格曾遭撤銷、暫緩

或受其他行政處分，亦須一併列明；(六) 有關申請人破產或被接管

之相關資訊；(七) 申請人與代表機構間契約內容及其所使用記載儲

存之支付工具；(八) 為申請人將使用記載儲存之支付工具銀行名稱

及地址；(九)申請人需提供資金服務所使用之資金及信用來源；(十)

另外於主管機關合理之要求範圍內，亦需提供相關的資訊。 

若申請人為法人，應另檢附(一)法人機構設立之日期、設立州或

國家；(二)設立州或國家所核發之良好營運證明(a 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三)法人機構組織架構說明，包含母、子公司關係、是否

有公開交易往來，並說明其是否屬公開發行公司；(四) 法人登記名稱、

商業名稱、所有事務所地址，及申請前十年之總經理、經理人、董事

之相關資料，或對申請之法人具有控制權者；(五) 前項所列職位之人

於申請前十年之所有刑事訴訟判決確定、重大訴訟案件之紀錄；(六)

法人機構最近一年經審計之財務報表106，若可行則提供最近二年；(七)

                                                      
105

 依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SECTION 202(a)規定係指該重大訴訟，根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對於申請人之財務情況有重大影響，並須揭露於申請人經審計之年度財務報表、向股東報告或類

似相關資料中。 
106財務報表之要求主要係判斷申請人是否具有足夠之資本以因應經營所需負擔之債務，此外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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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機構最近一年之合併會計報表，未經審計亦可，若可行則提供最

近二年；(八)若法人機構為公開發行公司，應檢附其最近依美國聯邦

證券交易法(Federal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 13條規定，向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提交之報告副本；(九)若法人機構為美國公開發行公司百

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則應一併提供母公司最近年度經審計之財務報

表，母公司無論是否於美國境內公開發行，亦需提供最近一年經會計

師審計之財務報表或檢附其依美國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3 條向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之報告副本；(十)若申請人有註冊代理人，該代理

人之姓名及地址；(十一) 另外於主管機關合理之要求範圍內，亦需

提供相關的資訊。 

 已於他州取得從事資金傳輸服務執照者，得於主管機關依 UMSA

第 203 規定許可107，毋須再依 UMSA 第 202 條之申請從事資金傳輸

服務，而直接取得從事資金傳輸服務執照：(一)申請人取得他州資格，

且該州已將 UMSA納入州法，或該州資金傳輸法規定與 UMSA相當

(substantially similar)；(二)主管機關許可取得從事資金傳輸服務執照

前，仍應依相關規定進行調查；(三) 主管機關應於申請人提出申請

120日內為准駁，若主管機關未能於期限內為之則視為核准，且自 120 

日屆滿後生效；(四) 依本條取得從事資金傳輸服務執照業者，與依第

202條取得執照者，均適用本法第 6、7、8 章之罰則。 

路易西安那州對於資金傳輸與支票買賣之監理依據為該州支票

買賣及資金傳輸法，該法第 1033 條規定，所有欲從事資金傳輸相關

事業之個人或企業，均須向掌管所有金融機構之主管機關，亦即財務

機構辦公室(Louisiana Offic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提出執照申請並

繳納相關費用，於取得該機構核發之營業執照後，始得從事該業務108。

執照申請可分為個人或企業，就企業所需繳交基本資料整理如下109： 

                                                                                                                                                        
斷申請公司或單位是否會淪為犯罪工具，申請時亦需提出公司經營階層近十年之犯罪紀錄。 
107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Section 203. 
108

 LA. Rev. Stat. § 6:1033. 
109

 LA. Rev. Stat. § 6:1035-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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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記載企業成立時間、地點；業務項目與組織架構，包含母子公

司；登記名稱、一般商務用名稱、各個事務所之地址、有關該企業執

行董事、常任董事與負責人之資料；(二)最近三年之一般年度或會計

年度之審計財務報表，及申請當年度之財務報表；(三)含有年度至少

預期資金傳輸額度之經營計畫。主管機關得依其提供之資料決定保證

金數額，惟不得低於 2萬 5千美元；(四)申請之審查費用(Investigation 

Fee)為 300美元，每一營業據點額外收取 25美元，惟至多以 3000美

元為限。若申請人其後取得執照，該筆金額得為全部或一部之執照費

用。 

二、資本義務 

各州要求不同，有些州以資產淨值(Net Worth)作為確保資金傳輸

機構穩健運行之主要指標，有些州則會以保證金(Surety Bond)等措施

來確保。資產淨值維持、保證金擔保制度以及投資限制之目的皆在於

確保資金傳輸機構具備足夠之資本維持正常營運且有餘力得以承擔

風險，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一) 維持資產淨值 

由於票據兌現人(check casher)以及貨幣兌換人(currency exchanger)

即時將資金傳輸予消費者，並無不能支付之風險，是以僅資金傳輸者

(money transmission license)具有資產淨值維持義務，票據兌現者以及

外幣兌換者無需負擔此義務110。按 UMSA 第 206 條規定，執照持有

人必須依照一般會計準則維持 2萬 5千元美元以上之資產淨值。惟此

要求僅屬建議性質，各州得針對自身情況為不同規範。例如路易西安

那州的支票買賣及資金傳輸法第 1035 條規定即要求以一般公認會計

準則計算後，扣除公司營運資金與各項流動資金，各個資金傳輸機構

保有淨資產之賸餘於任何時點均不得少於 10萬美元111。 

(二)保證金提存義務 

保證金之目的係為保障公共利益，排除不具償債能力的公司進入

                                                      
110謝孟珊，第三方支付法制問題研析，科技法律透析，25卷 2期，頁 29，2013 年 2月。 
111

 LA. Rev. Stat. § 6: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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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並在資金傳輸市場安全性以及市場開放間取得平衡點。換言之，

對於資金傳輸業可能面對之不確定賠償風險，UMSA並未要求執照申

請人提出大額的資金進行提存或高額之資本額限制，而係要求提供擔

保制度，讓資力較小者也有進入市場的機會。為確保資金傳輸機構具

有足夠之償債能力，UMSA第 204條規定，執照申請人必須提出保證

金、信用狀(letter of credit)或其他主管機關認可之擔保，以支應申請

人由於資金傳輸業務所可能負擔之賠償責任。保證金至少應為 5萬美

元，每增加一營業點須多提供 1 萬美元，總金額則以 25 萬美元為上

限。惟主管機關得視申請人之財務狀況，如資本淨值縮減、財物損失

或類似重大事項，增加擔保最高至 100萬美元。至於網路資金傳輸業

不具有實體的營業據點，因此其所需之金額，則由主管機關評估所涉

該州居民的業務量規模決定之。 

申請人所提出之擔保應符合主管機關所要求之方式，並為使用資

金傳輸服務者之利益，申請人應以州政府為擔保受款人，藉此保證將

會忠實執行資金傳輸服務。然保證金之責任總額不得超過其本金總合，

擔保期間由主管機關訂之，惟至少需延伸至申請人於該州結束資金傳

輸服務後 5年，但隨著申請人流通在外或於該州未使用之儲值金額減

少，主管機關得允許其減少保證金之數額。當發生訴訟案件時，作為

原告知消費者得對保證金主張權利，主管機關亦得代原告主張權利。 

路易西安那州的支票買賣及資金傳輸法第 1037 條規定，除申請

時應繳交之保證金外，資金傳輸機構於取得執照後，每年亦應提撥保

證金，額度按該傳輸者營運年度傳輸金總額之 1%為計算，該保證金

金額不得低於 2萬 5千美元或高於 50萬美元。若主管機關另有要求，

於舉辦聽證會後，依據資金傳輸機構之財務狀況，最高總額可調整至

100萬美元112。主管機關如認保證金金額有不足之情形，得要求資金

傳輸機構補足，若未於 30 日內為之，主管機關有權暫停資金傳輸機

構於路易西安那州之資金傳輸業務，並得撤銷其執照113。另債權人或

                                                      
112

 LA. Rev. Stat. § 6:1037B. 
113

 LA. Rev. Stat. § 6:1039. 



55 
 

檢察官得以該保證金為請求賠償範圍，而直接對申請人提起訴訟114。 

三、 退場機制 

對於不適任之資金傳輸機構，UMSA 亦規定一定之退場機制

(withdraw mechanism)。為確保程序的公正性  於下列情形，主管機

關需經過聽證程序方得暫停或吊銷執照：(一)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採納

之規則或發布之命令；(二)未配合主管機關之檢查或調查；(三)資金

傳輸機構有詐欺、故意之不實陳述或重大過失之行為；(四)因資金傳

輸機構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管理階層違反州或聯邦之洗錢防制法或

違反依據本法頒布之命令；(五) 資金傳輸機構之營運負責人繼續從事

營業行為將有損害公眾利益之虞，主管機關得因負責人欠缺經營該機

構之行為能力及專業經驗要求該機構暫停或取消營運；(六)資金傳輸

機構之營運狀況受主管機關認定為不具市場安全性及不符合一般經

營條件時；(七)資金傳輸機構無力償還債務、暫停其支付業務或為債

權人利益轉讓其資產；(八)各州主管機關給予營業許可後，始發現該

機構之負責人申請資格不符，得要求取消或暫停該機構營業許可。 

路易西安那州的支票買賣及資金傳輸法第 1044 條則規定，主管

機關得隨時對資金傳輸機構進行檢查，如有發現違反本法相關規定或

其他得以拒絕核發執照之情形，得撤銷或暫時中止其所取得之營業執

照115。此外依同法第 1046 條規定，任何違反該法強制規定者係屬刑

事上輕罪(Misdemeanor)，得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

250美元至 500美元罰金。一旦有罪判決確定(Conviction)、為有罪答

辯(Plea of guilty)或不爭執抗辯(Plea of nolo contendere)後仍宣判有罪，

該資金傳輸機構所持執照將立即被吊銷116。美國立法者授權主管機關，

得要求資金傳輸機構暫停營業及撤銷營業資格之權力，以達到資金傳

輸機構遵守 UMSA、州政府之貨幣服務法案及主管機關命令目的，並

授權主管機關得依機構營業狀況進行裁量，決定是否暫停或停止該機

                                                      
114

 蔡宗霖，同前註 51，頁 51 
115

 LA. Rev. Stat. § 6:1044. 
116

 LA. Rev. Stat. § 6: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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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營業活動，且可對故意做出不實陳述、提出不實證明或未取得執

照卻執業者處以重罪或輕罪，然主管機關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踐行聽

證會。 

第二款 履約擔保型 

履約擔保最大之風險乃中介人(Escrow Agent)捲款潛逃以及破產

等情事，因此慎選中介人極為重要。為避免詐欺情事發生，美國訂有

產業管理規範，其散見於各州州法，要求經營履約擔保業務需取得執

照，並對經營活動訂有規範，其中又以加州州法最具代表性。由於履

約擔保機制性質上屬交易雙方外，基於信賴關係由中介人進一步介入

交易，為確保交易安全並進行監理，美國加州原對履約擔保即訂有履

約擔保法(Escrow Law)加以規範，而因電子商務之興起，該法於 2001

年增訂關於網路交易履約擔保之相關規範，明確將第三方支付履約擔

保服務列入法條中成為態樣之一。 

該法見於加州財務法彙編 (California Financial Code)第 6 篇

(Division 6)第 17000條至第 17703條，共分七章，主管機關為加州公

司監理局(Department of Corporations)
117。依照第 17003條(b)項，對於

網路交易履約擔保公司(Internet escrow company)而言，履約擔保係指

一方為了完成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將金錢或其他網路等值代幣移轉予

第三人持有，待相當條件成就後，始由第三人移轉價金予受讓人或讓

與人；承諾人(promisee)或要約人(promisor)等交易相對人118。 

以下將就加州履約擔保法對於業務許可制、資本義務及退場機制等三

個面向為介紹。 

一、 業務許可制 

因中介人從事之業務屬於類似信託關係之價金保管關係，為保障

交易安全有其實施管理之必要。因此加州履約擔保法規定，須先向加

州州政府公司部提出申請，取得營業許可執照後，始得於加州境內從

                                                      
117

 謝孟珊，同前註 110，頁 19-20。 
118

 Cal. Fin. Code § 17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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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介人業務，以下為加州履約擔保法規定申請營業執照所應符合之

主要條件： 

(一)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200 條規定119，僅公司(corporation)得申請

成為中介人，個人不得為之。其必須於公司章程表明為履約擔保公司

並詳述業務範圍，惟公司類型未作限制。外國公司若欲於加州經營履

約擔保業務，亦需符合本法規定。於履約擔保關係中，僅須有任何一

方位於加州境內，即應受本法規範。 

(二)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207條規定120，申請人須繳納 2萬 5千美元

以上之保證金、調查費用 100美元以及申請書 625元，每增加一營業

地點額外增收 425美元。 

(三)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209條規定121，申請書應載明發起人、董事

及其他重要員工姓名、地址等資料；提供首年度營業收入及支出之預

估分項說明書及提供經簽證之財務報表。 

(四)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210條規定122，申請營業執照時，需提供所

有股東、董事及其他重要員工所填寫完成之身分聲明書及問卷調查，

並提供該等人員之指紋記錄及相關資料，作為犯罪背景調查，以確保

公司不會成為洗錢犯罪工具。若該等人員於申請前 10 年內曾有受刑

事判決或為不爭執抗辯、不誠實或詐欺等行為，而被認為不適合從事

該等業務時，主管機關得拒絕核發執照123。 

(五)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320 條規定，所有申請人皆被要求加入履

約擔保中介人忠實協會(Escrow Agents Fidelity Corporation，以下簡稱

EAFC)此一公益性質之組織，加入時需繳交 3000美元之會費。EAFC

協助履約擔保公司賠償由於股東、員工或經理人因監守自盜而生之損

害，擔保範圍最低為 100萬美元，最高至 500萬美元。此外並強制月

平均履約擔保責任超過 1000 萬美元之公司投保，以共同承擔損失，

                                                      
119

 Cal. Fin. Code § 17200. 
120

 Cal. Fin. Code § 17207. 
121

 Cal. Fin. Code § 17209. 
122

 Cal. Fin. Code § 17210. 
123

 Cal. Fin. Code § 1720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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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 EAFC擔保不足之部份。損害發生時，由會員之保險先行給付，

不足之部分再由 EAFC協助給付。EAFC亦訂立作業規範要求會員遵

守，不論係有給職或無給職之中介人，皆應取得認證(certificate)，具

有詐欺等犯罪前科者，無法取得認證成為會員；取得認證後若有違法

情事，得撤銷之124。 

二、資本義務 

加州履約擔保法對於資本義務之規定主要亦可區分為維持資產

淨值與保證金提存義務。 

 (一)維持資產淨值 

加州履約擔保法 17210 條規定125，於 1986 年 1 月 1 日後取得執

照之資金傳輸機構，應隨時維持公司實體資產淨值 (Tangible Net 

Worth)達5萬美元以上，流動資產(Liquid Assets)達2萬5千美元以上，

以確保公司具備緊急應變之能力。若公司設有其他分支機構，則對於

公司實體資產淨值之要求亦將提高，以確保公司可以穩定經營。 

(二)保證金提存義務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202條規定126，資金傳輸機構申請執照時需

提交至少 2萬 5千美元之保證金，此後應依其業務傳輸量維持保證金

之數額：1.每年平均提供信託基金業務總額(average annual trust fund 

obligation)之 150%在 25 萬美元以下者，應繳納 2 萬 5 千美元；2.每

年平均提供信託基金業務總額之 150%超過 25 萬美元在 50 萬美元以

下者，應繳納 3 萬 5 千美元；3.每年平均提供信託基金業務總額之

150%超過 50萬美元者，應繳納 5萬美元。惟申請者亦可提存準備金

或取得銀行之不得撤銷信用狀(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以代替提交

保證金。此外該法第 17203.1條規定127，資金傳輸機構之董事、經理

人或員工，其有權接近、使用受託資產者，亦需提交保證金，以擔保

公司可能造成之損失，此乃誠實保證保險。 

                                                      
124

 謝孟珊，同前註 110，頁 22。 
125

 Cal. Fin. Code § 17210. 
126

 Cal. Fin. Code § 17202. 
127

 Cal. Fin. Code § 17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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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場機制 

關於提供履約擔保服務之資金傳輸機構退場機制，加州履約擔保

法第 17608條規定若有下述情形，主管機關得於通知並給予合理聽證

機會後，暫時中止或撤銷中介人之營業執照128：(一)該機構未依規定

維持保證金數額；(2)違反本法相關規定或主管機關依職權所為之命

令；(三)其他得拒絕核發執照之情形。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602.5 條

則規定129，資金傳輸機構依法或依主管機關之要求，負有提供財務或

其他相關報告之義務者，若於指定期限經過後 10 日內仍未提供，主

管機關亦得暫時中止或撤銷中介人之營業執照；該法第 17606條復規

定130，於資金傳輸機構未遵行主管機關命令之情形，主管機關亦得隨

時終止或撤銷中介人之營業執照。同法第 17621條及第 17635條亦規

定，若資金傳輸機構出現如破產、經營未經授權之業務、擅自挪用資

產或信託基金或其他違反本法之情形，經主管機關書面通知並給予相

當期間改善，主管機關得立即接管該機構之財產及業務，至其確實改

善符合主管機關要求為止131；若接管無益，管理人並得向上級法院申

請清算132。 

第二項 歐盟 

在歐盟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企業主要為電子錢機構，業務包括

發行電子錢及支付服務133，惟亦有不發行電子錢的支付機構。歐盟依

據支付方式及運作模式之不同，對此二種類型機構進行分別立法之管

理模式，以支付機構結合電子錢之支付方式而言，歐盟制定電子錢指

令(Electronic Money Directive,EMD
134

)並於 2009年修訂135，進行管理

                                                      
128

 Cal. Fin. Code § 17608. 
129

 Cal. Fin. Code § 17602.5. 
130

 Cal. Fin. Code § 17606. 
131

 Cal. Fin. Code § 17621. 
132

 Cal. Fin. Code § 17635. 
133

 所謂支付服務(Payment Service)，依 PSD 第 4 條第 3款規定，係指附則(Annex)中所列舉之 7

項商業活動，該附則第 7項規定，支付服務係指經由付款人同意，藉由任何電信、數位或通訊設

備將交易款項交付予電信業者、數位、資訊或網絡營運商，並以其作為付款人與受款人之中間交

易人。是以 PSD 明確將第三方支付服務納入規範。 
134

 Directive 2009/110/EC. 
135除了 PSD 外，為因應預付型電子支付商品之興起，並創設較為明確之法律架構，再強化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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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錢發行機構之營運與設立方式。若使用者非經由電子錢作為資金

傳輸媒介，則必須利用支付機構作為資金傳輸之交易媒介，並依據

2007 年制定之支付服務指令136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PSD

137
)作

為管理支付機構之法律規範。 

又 2012 年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發表之綠皮書「邁向信

用卡、網路以及手機支付的整合歐洲市場 (Towards an integrated 

European market for car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並進行廣泛

的公眾意見徵詢，舉辦公聽會，最後決議進行現有歐洲支付法制架構

修正。歐盟支付服務指令修正案(revised 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s
138

, 

PSD2)於 2013年 7月由執委會提出，2015年 10月 8日歐洲議會通過，

並於 2016年 1月 12日生效，預期英國、保加利亞、丹麥、德國、奧

地利以及法國將會率先修正原有的支付服務法制完成轉換。 

原本 PSD 之附件(Annex)中關於「支付服務」定義，第 7 款「透

過電信、數位或 IT 設備接收支付服務使用者的指示執行支付交易，

而支付的進行也是透過電信或 IT 系統或網路營運人，而且只是擔任

服務使用者與商品或服務提供人的中間媒介。」已可包含目前俗稱的

第三方支付服務，然本次 PSD2則修改附件一(Annex I)第 7款與新增

第 8款，將基於存取其他支付服務提供者的支付帳戶而提供發動支付

服務及帳戶資訊服務139，納入支付服務之定義範圍。故本論文以下將

                                                                                                                                                        
內部市場的同時並確保適度監理，歐盟曾於 2000 年 9 月公佈兩部與電子錢相關之法令，即

EMD(Directive 2000/46/EC)和修改關於信用機構業務開辦與經營指令(Directive 2000/28/EC)。該

兩部指令提供非金融機構進入電子錢發行服務領域的契機，惟基於 2000 年 EMD 部分條文經證

實有妨礙電子錢服務之市場興起以及該服務之發展的疑慮，歐盟內部遂有修改 2000 年 EMD 之

聲浪。2009 年歐盟修改公布新的 EMD(Directive 2009/110/EC)，擴大電子錢機構之業務及監管範

圍。其中 EMD 第 6 條規定，除發行電子錢外，電子錢發行機構得從事 PSD 附則所規定之支付

服務，亦即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業務。 
136

 歐洲支付委員會(European Payments Council)在 2007年和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共同制定 PSD，為支付服務建立了現代化之法律架構。PSD 之目標係為使會員國間之跨境支付

(cross-border payments)如在國內支付一般簡單、有效率且安全。PSD 亦嘗試開放新進者進入支付

市場，藉由競爭提升支付市場之效率，並降低原有成本，同時也為單一歐元支付區(The Single Euro 

Payment Area,SEPA)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平臺。PSD除了納入自動轉帳、金融卡及信用卡等卡片支

付服務外，再加入支付服務的管理規章，對於支付機構許可的申請、最低資本額及責任的分配都

有詳細的規定，明確將電子支付等新型支付服務提供者皆納入監管範圍。 
137

 Directive 2007/64/EC. 
138

 Directive (EU)2015/2366 
139

 例如透過支付機構與銀行帳戶界接，從銀行帳戶扣款進行支付；或者是與信用卡介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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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MD、PSD2二者為主軸觀察歐盟關於第三方支付之法制與監理，

而此二部法規皆對於支付機構有業務許可制、資本義務及退場機制等

規定，由於歐盟致力於發展單一歐元支付區 140
(The Single Euro 

Payment Area,SEPA)，支付機構僅須於歐盟會員國之一取得執照，便

得於所有歐盟市場經營支付業務。 

一、 業務許可制度 

EMD第 10條規定電子錢機構必須經母國特許，始得從事電子錢

發行業務141，並限制電子錢機構主體僅得為：(一)信貸機構；(二)於

本指令作成前已存在之電子錢機構；(三)郵政儲金機構；(四)歐洲中

央銀行及各會員國內銀行；(五)各國政府成立電子錢發行之公法人142。

對於設立標準 EMD第 3條則繼續沿用 2007 年歐盟 PSD之規定，要

求申請人必須提交(一)電子錢之支付說明；(二)未來三年內之財務預

算編列及獲利能力說明；(三)電子錢機構之 35 萬歐元最低資本證明
143；(四) 預收款保障說明；(五)該申請機構之內部風險控管制度、內

部行政制度及會計制度說明；(六)內部洗錢防制說明；(七)申請機構

之結構說明(八)該機構之股東持股資料說明；(九)該機構主要經營成

員之犯罪資料與專業能力說明；(十)作成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或會

計公司名單；(十一)申請機構之母公司相關設立資訊，包含預收款項

保障說明、內部控管制度說明、母公司之組織結構說明、公司章程及

總公司所在地144等相關資料，以供判斷是否核發營業許可。並且通融

電子錢機構於母國取得發行許可後，得於其他會員國內發展電子錢發

行業務145。 

PSD2 第 1 條針對支付機構之主體要求必須為146
 (一)信貸機構；

(二)電子錢機構；(三)郵政儲金機構；(四)歐洲中央銀行及各會員國內

                                                                                                                                                        
扣款。 
140

 係指在該區域內有相同的準則規範、溝通管道、資金流通機制，藉此降低銀行支出成本。 
141

 Article 10, Directive 2009/110/EC. 
142

 Article 1(a)~(e), Article 2(1), Directive 2009/110/EC. 
143

 Article 4, Directive 2009/110/EC. 
144

 Article 3, Directive 2009/110/EC , Article 5.(a)~(l), Directive 2007/64/Ec ,. 
145

 Article 3, Directive 2009/110/EC , Article 5, Directive 2007/64/Ec. 
146

 Article 1,(a)~(f), Directive (EU) 2015/2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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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五)各國政府成立之電子錢發行機關；(六)於指令發布前即存

在之資金傳輸機構等。另依 PSD2第 5條規定支付機構應提供147：(一)

營業項目與提供之支付服務；(二)包含未來三年財務年度預算編列之

營運計畫；(三)符合 PSD第 7條規定之最低創辦資本證明；(四)若支

付機構尚有合法轉投資事業，應依法提列保證金之方式與額度；(五)

足以證明支付機構之治理安排、內稽內控機制與會計程序為適當且符

合比例之文件，包含一般業務管理、風險管理與會計流程等等；(六) 

對安全事件及安全相關之客戶投訴進行監控、處理，包括事故報告機

制、支付機構之通知義務；(七)對敏感性支付資料庫進行邏輯性及物

理性之監控、追蹤及限制存取；(八)對關鍵性業務、有效性之備援機

制、定期檢驗及審查之不間斷營運計畫進行有效性之說明；(九)對蒐

集統計數據、交易及詐欺行為進行申請之目的及定義性之描述；(十) 

安全政策之文件，對支付服務要有詳細的風險評估及包括欺詐和非法

使用敏感的個人資料所採取之安全控制措施，以充分保護支付服務的

用戶的風險描述；(十一)洗錢防制機制與反資助恐怖活動機制建立之

證明；(十二)組織架構之說明，包括母、子公司、分公司、計畫合作

之代理商、委外項目，以及國內或跨境支付服務參與情形；(十三)支

付機構直接或間接執照持有人之資料，包括其是否有能力從事該支付

機構健全營運證明；(十四)董事、經營管理階層或與支付服務有直接

關係者之資料，包括是否具良好聲譽、適當經驗與智識者得以勝任經

營支付機構之證明，證明條件由各會員國定之；(十五)負責查核年度

與綜合財務報表之會計師或會計師事務所名單；(十六)申請機構之法

律地位(公司行號)與公司章程；(十七) 機構總部所在地資料。且依

PSD2第 12條規定148，主管機關應於收到申請文件後 3個月內決定准

駁。 

基於鼓勵創新、促使小企業成長茁壯，並減輕主管機關負擔之考

量下，雖然歐盟係採取業務許可制，仍規定對所涉風險較小之小型電

                                                      
147

 Article 5, Directive (EU) 2015/2366. 
148

 Article 12, Directive (EU) 2015/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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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錢機構得於滿足一定條件時，交予會員國自行決定是否得例外免除

該機構全部或一部之申請程序而逕予以登記149。例如英國之小型支付

機構(small payment institutions)可不受最低資本額限制，惟其不得提

供跨境支付服務。故 PSD2 第 32 條規定150，若滿足以下條件，除第

14、15、22、24、25 或 26 條之義務外，會員國得免除之：(一)若前

12個月之月平均處理金額不超過 300萬歐元151；(二)管理或經營業務

者未涉洗錢、恐怖融資或其他金融犯罪。此外 EMD第 9條152亦規定

若滿足以下二條件，會員國得予以豁免申請：(一)電子錢機構總經營

活動所生平均未償付電子錢餘額，未超過會員國所設之門檻與 500萬

歐元；(二)管理或經營業務者未涉洗錢、恐怖融資貨其他金融犯罪。

然獲得豁免之小型電子錢機構，僅能於本國從事業務，若欲於歐盟其

他會員國從事業務則須按照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二、 資本義務 

為確保電子錢機構穩健進行，歐盟對其資本義務規範包括創辦資

本(Initial Capital)
153及持續資本(Ongoing Own Capital)。關於創辦資本

之要求，EMD於 2000年頒布時規定之下限為 100萬歐元，蓋歐盟委

員會認為，若電子錢機構之創辦資本過低、設立條件過於寬鬆，將導

致機構成立流於浮濫，恐生使用者財產權危害之虞。惟該資本義務門

檻過高，反而阻礙產業發展與創新，為此歐盟認為因電子錢機構涉及

之資金數量較少，可能涉及之風險相對較低，建議對資本義務提出修

改，歐盟委員會於 2006 年作出之電子錢機構之調查報告，重新檢討

設立資本門檻，認為其限制與使用者保障並不對等，立法者應使用更

為有效之方式如保證金(Guarantee Schemes)，作為將來使用者可向電

                                                      
149

 Naomi Claxton, Progress, Privacy, and Preemption: A Study of the Regulatory History of 

Stored-Value C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28 Ariz. J. Int’l & Comp. L., 

501.(2011).；轉引自吳信璋，同前註 7，頁 57。 
150

 Article 32, Directive (EU) 2015/2366. 
151

 PSD 稱之為「小型支付機構(small payment institutions)」。 
152

 Article 9, Directive 2009/110/EC. 
153

 所謂的創辦資本(initial capital)包含股本溢價但是需要排除紅利股息分配優先股(plus share 

premium accounts but excluding cumulative pre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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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錢機構求償之機制154。 

其後歐盟委員會於 2009年修訂EMD第 4條155，將創辦資本從 100

萬歐元調降為 35萬歐元。EMD第 5條規範要求電子錢機構負有持續

資本維持義務，以作為確保營運正常之表徵，並得藉由檢查最低營運

資金是否適足為外部營運狀況之判斷，且因電子錢機構之營運性質屬

於金融機構範疇，故其持續資本規範將比照金融機構監管指令進行規

範與管理156。其規範主要為電子錢機構之持續資本不得少於六個月內，

已發行但未兌現電子錢平均數值百分之二，若低於創辦資本，則設立

許可登記應為無效157。 

對於不發行電子錢的支付機構，其營運大致可分為預收款代支付、

電信代收付及匯款業務，歐盟委員會針對不同之支付機構設定最低創

辦資本與最低持續資本。其目的在於過濾不健全之支付機構取得營運

許可，避免造成使用者權益受損而求償無門，進而導致支付市場成為

寡占市場。故 PSD2第 7條規定158將申請者依其服務項目分為三種類

型而予以不同之資本要求。不發行電子錢而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支

付機構159，其地位介於單純提供匯款服務之機構(門檻為 2 萬歐元)
160

和類似銀行之金融機構(門檻為 12.5萬歐元161
)間，創辦資本額不得低

於 5萬歐元。同時依 PSD2第 7條之規定，支付機構之自有資金(Own 

Funds)於任何時點皆不得低於 PSD2第 7條之門檻或 PSD第 9條之應

                                                      
154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ties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on 

the Review of the E-Money Directive (2000/46/EC),5-6,(2006). 
155

 Article 4, Directive 2009/110/EC. 
156

 Article 5.(1), Directive 2009/110/Ec. 
157

 Article 5.(3), Directive 2009/110/Ec. 
158

 Article 7, Directive (EU) 2015/2366. 
159本類型支付機構可能預先收取使用者暫存資金或墊付使用者交易款項，其雖不以支付業務作為

主要營運項目，然以電子支付帳戶從事支付服務時，其營運服務涉及傳統金融機構業務，故應適

用支付機構之規範，以達成保障使用者權益及支付市場安全之目的。 
160蓋單純從事匯款服務之支付機構，使用者資金暫存時間較短，且便於短時間內得知資金傳輸是

否完成，換言之，若存在使用風險，使用者得立即知悉。故該類型支付機構所涉營運風險較小，

規範最為寬鬆。 
161蓋其業務範圍包括預存費用支付、金融卡支付、儲值卡代收付、信用卡代收付及發行相關支付

工具，其中涉及暫收使用者交易價金，累積款項金額龐大，且綜觀支付服務發展目前仍傾向以信

用卡進行交易支付，若發生營運風險，並非主管機關得即時察覺，故為保障使用者權益，該類型

支付機構應負較高之風險防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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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有資金計算方法得出之數值(以較高者為準)
162。 

依 PSD2 第 9 條規定163，支付機構必須要繼續持有一定數額之資

金，至於其金額以如下標準認定，若計算結果低於創辦資本，則應以

創辦資本為準： 

(一)Method A：係以固定費用計算，不得低於前一年度經常性開銷

(overhead)之 10%，支付機構經營未滿一年者，主管機關應依其申請

設立時提交之營運計畫書所列經常性開銷金額之 10%為基準。若支付

機構業務與財務上發生重大變更，主管機關得相對應進行暫時性調整

其持有資金數額。 

(二)Method B：係以前年月平均支付交易總額之一定比例計算。 

1.前年月平均支付交易總額(payment volume,PV
164

)在 500萬歐元以下，

以 4%計之。 

2.PV在 500萬歐元以上未超過 1000萬歐元，以 2.5%計之。 

3.PV在 1000萬歐元以上未超過 1億歐元，以 1%計之。 

4.PV在 1億歐元以上未超過 2.5億歐元，以 0.5%計之。 

5.PV在 2.5億歐元以上，以 0.25%計之。 

(三)Method C：係以盈餘總額計算，即依照前一會計年度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所收取之手續費以及其他營運收入之總和計算出相關指標

(relevant indicator)，按比例提存之。若無前一會計年度資料，得採取

預估值。 

1.相關指標數額未超過 250萬歐元，以 10%計之。 

2.相關指標數額在 250萬歐元以上未超過 500萬歐元，以 8%計之。 

3.相關指標數額在 500萬歐元以上未超過 2500萬歐元，以 6%計之。 

4.相關指標數額在 2500萬歐元以上未超過 5000萬歐元，以 3%計之。 

5.相關指標數額在 5000萬歐元以上，以 1.5%計之。 

                                                      
162

 Article 8, Directive (EU) 2015/2366. 
163

 Article 9, Directive (EU) 2015/2366. 
164

 PV 的計算方式為前一年度總處理金額的十二分之一。(Payment volume (PV) represents one 

twelfth of the total amount of payment transactions executed by the payment institution in the 

preceding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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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Method B與 Method C之計算模式，會再依據支付機構所提

供之支付服務種類，乘以 0.5至 1倍不等之比例係數，始為支付機構

實際須持有之資金165。而就持續持有資本部分，EMD第 5條規定166若

發行電子錢，則其持續持有資本不得少於 35 萬歐元，且自有資金不

得低於最近6個月平均未償付之電子錢數額之2%；若未發行電子錢，

則其持續持有資本不得低於 5萬歐元。 

三、退場機制 

EMD第 12條規定退場機制應適用 PSD相關規範，故電子錢機構

與支付機構之退場機制相同。依 PSD2 第 13 條規定167，於下列情況

主管機關得撤銷電子錢機構與支付機構之經營許可，並公告原因供社

會大眾知悉：(一)已獲許可而未於 12 個月內開始營業、該機構歇業

時間超過 6個月或主動聲明放棄營業許可；(二)以虛偽資料或不正當

手段獲得核准；(三)已獲許可但成立後喪失取得經營許可之要件或未

通知主管機關與此相關之重大情事；(四)繼續經營將威脅支付系統之

營運穩定與信賴度；(五)該機構之營運業務，已違反會員國內其他法

律規定之情形。 

第三項 中國 

2010 年前中國並無第三方支付專法，而係透過 2005 年 4 月 1 日

施行之電子簽名法，確認網路支付中之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或蓋章具

有同等效力；以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作為電子支付第一個行政規範；

再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之支付清算組織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規範

非金融機構從事網路支付業務所需具備之資格、資本額審查程序、機

構風險監控以及組織人事168。隨著第三方支付機構規模擴大，第三方

支付服務應有專門管理之需求，故中國於 2010年 5月 19日通過非金

                                                      
165

 支付機構之業務涉及儲值費用支付，其乘數為 1；僅有匯款功能，其乘數為 0.5。Article 9(2), 

Directive (EU) 2015/2366. 
166

 Article 5, Directive 2009/110/EC. 
167

 Article 13, Directive (EU) 2015/2366. 
168

 趙昕、王靜，金融監管的新課題：第三方網上支付平臺，上海金融，9 期，頁 40-42，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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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支付服務辦法)，於同年 9月 1日

正式施行，並於同年 12 月 1 日由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非金融機構支付

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支付服務實施細則)，爾後支付服務

管理辦法及支付服務實施細則即作為專門規範第三方支付之法源依

據。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施行後，原則上欲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者，需

依該辦法第 3條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方得為之169，唯一例外係於

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施行前已從事支付業務之非金融機構，得於該辦法

實施之日起 1年內申請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如逾期未取得，依支付

服務辦法第 48條不得繼續從事支付業務。 

此外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發布非銀行支付機構

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5〕第 43 號，以下

簡稱支付業務辦法），並於 2016年 7月 1日起施行。支付業務辦法作

為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門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之配套制度，按照「鼓勵創新、防範風險、趨利

避害、健康發展」之互聯網金融發展總體要求，對非銀行支付機構網

絡支付業務進行規範，以完善中國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茲介紹關

於中國市場准入機制之業務許可制、資本義務以及退場機制如下： 

一、 業務許可制 

支付服務辦法要求欲從事第三方支付服務者，應取得支付業務許

可證170，而其申請之具體要件如下： 

(一)申請人 

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8 條規定，支付業務許可證之申請人應符合：

1.在中國境內依法設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為非金融

機構法人；2.有符合本辦法規定的註冊資本最低限額；3.有符合本辦

法規定之出資人；4.有 5 名以上熟悉支付業務之高級管理人員171；5.

                                                      
169

 2011年首次發放第三方支付業務許可證以來，截至 2015年 3月，已有 270 家企業取得牌照，

http://www.haixiaol.com/n350890.html(最後瀏覽日：2016/8/22)。 
170

 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第 2 條亦規定，本辦法所稱支付機構是指依法取得 

《支付業務許可證 》，獲准辦理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數字電視支付等網

絡支付業務的非銀行機構。 
171

 依中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3 條規定，係指申請人的高級管理人員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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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符合要求之反洗錢措施172；6.有符合要求的支付業務設施173；7.有

健全之組織機構174、內部控制制度和風險管理措施；8.有符合要求之

營業場所和安全保障措施；9.申請人及其高級管理人員最近 3年內未

因利用支付業務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為違法犯罪活動辦理支付業務

等受過處罰175。依其立法目的可推知電子支付制度並不排除由非金融

機構經營，然經營支付服務之機構必須實質上區分非金融機構與金融

機構之類型，並嚴格區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業得經營業務項目。而

支付服務雖得由非金融機構經營，但該機構仍須具特定設立要件始得

具備申請設立資格，若申請人資格不符，行政機關得以不具申請資格

作為理由，拒絕該機構之申請。 

(二)主要出資人176條件 

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人之主要出資人應符

合：1.為依法設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截至申請日，

連續為金融機構提供信息處理支持服務 2年以上，或連續為電子商務

活動提供信息處理支持服務 2年以上；3.截至申請日，連續盈利 2年

以上；4.最近 3年內未因利用支付業務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為違法犯

罪活動辦理支付業務等受過處罰。值得注意者為，支付機構必須已有

提供銀行資訊服務或電子商務業務之 2年營業經歷，然就該規範與支

付市場未來發展關係而論，似箝制新興支付機構欲進入市場。蓋傳統

金融機構於電子商務市場發展蓬勃時，為穩定自身網路支付業務，勢

                                                                                                                                                        
少有 5 名人員具備：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或具有會計、經濟、金融、電腦、電子通信、資訊

安全等專業的中級技術職稱；從事支付結算業務或金融資訊處理業務 2 年以上或從事會計、經

濟、金融、電腦、電子通信、資訊安全工作 3 年以上。所稱高級管理人員，包括總經理、副總

經理、財務負責人、技術負責人或實際履行上述職責的人員。 
172

 所稱之反洗錢措施，依中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4 條規定，包括反洗錢

內部控制、客戶身分識別、可疑交易報告、客戶身分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等預防洗錢、恐怖融資

等金融犯罪活動的措施。 
173

 依中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5 條規定，包括支付業務處理系統、網絡通

信系統以及容納上述系統的專用機房。 
174

 依中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6 條規定，包括具有合規管理、風險管理、

資金管理和系統運行維護職能的部門。 
175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8 條。 
176

 依中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10條第 2項規定，包括擁有申請人實際控制權的出資

人和持有申請人 10%以上股權的出資人。 



69 
 

必降低委外操作可能，若又限定以此作為核可新興支付機構條件，將

會阻礙支付服務發展。 

(三)外資出資人之限制 

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9條第 4項規定，外商投資支付機構之業務範

圍、境外出資人之資格條件與出資比例等，由中國人民銀行另行規定，

報國務院批准。支付服務辦法發布前之徵求意見稿中，曾討論過外資

股權比例限制，最初設定為 50%，其後認為得參照外資進入銀行業金

融機構之股權單一比例不超過 20%，外資股東股份比例合計不超過 

25%之比例177。然該限制嗣後並未明文規範於支付服務辦法及其實施

細則中，且迄今為止尚未發布。其意味着理論上有境外出資人之第三

方支付企業，在國務院批准之新辦法出現、外資途徑尚未清晰化之前，

難以取得央行核發的支付業務許可證。是以於支付服務辦法施行後，

存在外資背景或外資協議控制的第三方支付企業為儘快取得業務許

可，相應採取了幾種不同之外資化策略178，例如通過談判撤除外資179；

將外資股權由聯想控股旗下之美元基金轉入人民幣基金手中，或直接

由聯想控股收購180；由公司董事長或管理層代表單方面終止協議控制
181；惟仍有部分企業暗中繼續沿用協議控制模式。 

三、 支付業務許可證 

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11 條規定，申請支付業務許可證應提交之文

件為：1.書面申請，載明申請人的名稱、住所、註冊資本、組織機構

設置、 擬申請支付業務等；2.公司營業執照(副本)影本；3.公司章程；

4.驗資證明；5.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財務會計報告182；6.支付業務

                                                      
177

 我國為何對第三方支付外資准入實施限制，http://www.wyzhifu.com/yjwendang/802.html(最後

瀏覽日：2016/8/22)。 
178

 我 國 立 法 層 面 外 資 第 三 方 支 付 企 業 難 以 獲 得 牌 照 ，

http://www.wyzhifu.com/yjwendang/801.html(最後瀏覽日：2016/8/22)。 
179

 以銀聯商務「銀聯繫」公司為代表。 
180

 以北京拉卡拉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為代表。 
181

 以支付寶為代表。 
182

 依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12條規定，係指財務會計報告，是指截至申請日

最近 1年內的財務會計報告，申請人設立時間不足 1年年的，應當提交存續期間的財務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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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報告183；7.反洗錢措施驗收材料184；8.技術安全檢測認證

證明185；9.高級管理人員的履歷材料；10.申請人及其高級管理人員的

無犯罪記錄證明材料；11.主要出資人的相關材料186；12.申請資料真

實性聲明。簡言之，支付機構於申請設立時，須向中央人民銀行提交

相關申請資料證明公司營運狀況，且須納入洗錢防制組織之建議，預

先規劃內部洗錢防制管理制度作為申請許可之必要資料，此外並參酌

歐盟 EMD 及 PSD 要求支付機構必須提供該機構之相關資料與未來

之財務經營規劃，以供主管機關審酌許可與否。 

二、 資本義務 

支付服務辦法第 9 條第 1、2 項規定，為確保全國地區之支付機

構，於經營支付業務後能持續正常營運，不因資本不足而影響全國支

付市場之穩定性，申請人擬在全國範圍內從事支付業務，其最低註冊

資本額187為 1億人民幣作為最低資本額，；擬在省（自治區、直轄市）

範圍內從事支付業務者，其最低註冊資本額為 3千萬人民幣。所謂於

全國範圍內從事支付業務，包括申請人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

                                                      
183

 依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13條規定，應當包括擬從事支付業務的市場前景

分析；擬從事支付業務的處理流程，載明從客戶發起支付業務到完成客戶委託支付業務各環節的

業務內容以及相關資金流轉情況；擬從事支付業務的技術實現手段；擬從事支付業務的風險分析

及其管理措施，並區分支付業務各環節分別進行說明；擬從事支付業務的經濟效益分析。申請人

擬申請不同類型支付業務的，應當按照支付業務類型分別提供前款規定內容。 
184

 依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14條規定，應當包括反洗錢內部控制制度文件，

載明反洗錢合規管理框架、客戶身分識別和資料保存措施、可疑交易易報告措施、交易記錄保存

措施、反洗錢審計和培訓措施、協助反洗錢調查的內部程序、反洗錢工作保密措施；反洗錢崗位

設置及職責說明，載明負責反洗錢工作的內設機構、反洗錢高級管理人員和專職反洗錢工作人員

及其聯繫方式；開展可疑交易監測的技術條件說明。 
185

 依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15條規定，係指據以表明支付業務設施符合中國

人民銀行規定的業務規範、技術標準和安全要求的文件、資料，應當包括檢測機構出具的檢測報

告和認證機構出具的認證證書。所稱檢測機構和認證機構均應當獲得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

會(CNAS)的認可，並符合中國人民銀行關於技術安全檢測認證能力的要求。未按照中國人民銀

行規定的業務規範、技術標準和安全要求進行技術安全檢測認證，或技術安全檢測認證的程序、

方法存在重大缺陷的，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搆可以要求申請人重新進行檢測認證 
186

 依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 17條規定，應當包括申請人關於出資人之間關聯

關係的說明材料；主要出資人的公司營業執照(副本)影本；主要出資人的信息處理支持服務合作

機構出具的業務合作證明，載明服務內容、服務時間，並加蓋合作機構的公章；主要出資人最近

2 年年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財務會計報告；主要出資人最近 3 年內未因利用 付業務實施違法

犯罪活動或為違法犯罪活動辦理支付業務等受過處罰的證明材料。主要出資人為金融機構的，還

應當提交相關金融業務許可證影本以及准予其投資支付機構的證明文件。 
187

 依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實繳貨幣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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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機構從事支付業務，或客戶可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辦理支付

業務的情形。其立法目的係為保障國內支付市場穩定及消費者之權益

保障，然無論係限制全國或區域之支付機構需以高額之法定資本額作

為門檻，是否具實際成效仍存在相當疑問。此外支付服務辦法第 30

條第 1項另規定，支付機構的實繳貨幣資本與客戶備付金日均餘額188

之比例，不得低於 10%。 

三、 退場機制 

支付機構之退場機制依支付服務辦法可區分為四種情形：(一)重

大經營風險；(二)重大違法行為；(三)違反洗錢防制；(四)提供虛偽資

料，分別討論其規範如下。 

(一) 重大經營風險 

支付機構之重大經營風險具體規範於支付服務辦法第 38條第 1、

2項規定，為避免支付機構之債權人與使用者財產權益受到侵害，支

付機構累計虧損超過其實繳貨幣資本的 50%或有重大經營風險，中

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有權責令其停止辦理部分或全部支付業務。

此規定借鏡美國與歐洲立法例，若支付機構之不當經營提升使用者承

擔之風險，為避免危害消費者及支付市場，藉此退場機制之規劃以公

權力涉入支付市場，終止經營風險較高之支付機構營運資格。此外支

付服務辦法第 43 條更補充授權主管機關得視支付機構之經營行為與

經營風險，作為行政裁量基準189，主管機關得依此認定是否終止支付

機構經營資格或僅處以行政處罰。 

(二)重大違法行為 

為禁止支付機構之利用支付服務內容進行重大違法行為，破壞國

                                                      
188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30條所稱之客戶備付金日均餘額，是指備付金存管銀行的法

人機構根據最近 90 日內支付機構每日日終的客戶備付金總量計算的平均值。 
189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43條：「支付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國人民銀行分 支機構

責令其限期改正,並處 3 萬元罰款;情節嚴重的,中國人民銀行注銷其《支付業務許可 證》;涉嫌

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一)轉 讓、出租、出借《支

付業務許可證》的;(二)超出核準業務范圍或將業務外包的;(三)未按 規定存放或使用客戶備付金

的;(四)未遵守實繳貨幣資本與客戶備付金比例管理規定的; (五)無正當理由中斷或終止支付業務

的;(六)拒絕或阻礙相關檢查監督的;(七)其他危及 支付機構穩健運行、損害客戶合法權益或危害

支付服務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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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金融安定，支付服務辦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支付機構有重大違

法違規行為，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有權責令其停止辦理部分或

全部支付業務。而所稱重大違法違規行為，依支付服務實施細則第

41 條規定，包括支付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明知他人實施違法犯罪活

動仍為其辦理支付業務的；支付機構多次發生工作人員明知他人實施

違法犯罪活動仍為其辦理支付業務的，其分為高級管理人員與支付機

構員工二不同層面規範。高級管理人員依支付服務實施細則第 3條第

2項則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技術負責人或實際履行

上述職責的人員。該等人員所為之重大違法行為將視為支付機構所為，

而主管機關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38 條得要求該機構暫停營業或停止營

業。 

(三)違反洗錢防制 

為貫徹洗錢防制政策，避免支付機構成為洗錢犯罪之溫床，支付

服務辦法第 44 條規定支付機構未按規定履行反洗錢義務的，中國人

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依據國家有關反洗錢法律法規等進行處罰；情節

嚴重的，中國人民銀行註銷其支付業務許可證。是若支付機構未履行

洗錢防制之相關規範，得由主管機關視支付機構涉及洗錢犯罪之情狀，

作為是否註銷該機構營業許可證之判準。 

(四)提供虛偽資料 

支付機構業務範圍涉及傳統金融業支付服務，具有保管不特定人

暫存資金之特性，為杜絕支付機構不良營運導致金融市場混亂，支付

機構應科以較為嚴格之成立與經營條件。是以支付服務辦法第 46 條

第 2項規定，以欺騙等不正當手段申請支付業務許可證且已獲批准的，

由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責令其終止支付業務，註銷其支付業務

許可證；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構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責任；申請人及持有其 5%以上股權的出資人不得再次申

請或參與申請支付業務許可證。要求支付機構於設立時，須提供真實

之相關資料，作為主管機關查驗依據，若該機構提交不實資料且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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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許可，主管機關得註銷其營業許可資格。支付服務辦法第 35 條

另規定，支付機構應當接受中國人民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定期或不定期

的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如實提供有關資料，不得拒絕、阻撓、逃

避檢查，不得謊報、隱匿、銷毀相關證據材料。若支付機構於成立後，

以不實資料作為主管機關查驗之依據，則應適用支付服務辦法第 43

條第 7款之規定，支付機構有危及支付機構穩健運行、損害客戶合法

權益或危害支付服務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情形的，中國人民銀行分支

機構責令其限期改正，並處 3萬元罰款；情節嚴重的，中國人民銀行

註銷其支付業務許可證；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由主管機關作出相對應之懲處。 

第四項 比較 

一、業務許可制度 

國際上採取之監管理念不盡相同，美國之監管重點在於交易過程，

而非從事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資格，而其針對資金傳輸型以及履約擔保

型支付機構有不同之規範要求，統一資金服務法作為成立資金傳輸型

設立規範，採行申請許可制並要求最低之成立資本額；歐盟與中國則

聚焦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者之資格，對其為嚴格之要求。歐盟以經

營業務區分，針對電子錢機構與支付機構與作出不同之規定，電子錢

機構以發行電子錢作為使用者支付媒介，須收取使用者預存款項充作

替代使用者未來消費之實體通貨，且其性質兼具發行貨幣特色，故應

施以較為嚴格規範，作為達成保障使用者財產權利之目的，支付機構

則因留存客戶暫存款項時間較短，規範相較之下寬鬆許多。中國則係

利用電子支付機構之經營服務範圍作為區分，以全國服務範圍及區域

服務範圍作為創辦資本之劃分。 

二、資本義務 

 資本義務係為保障公共利益，排除不具償債能力之機構進入市場，

並在資金傳輸市場之安全性及市場開放創新間取得平衡。各國於資本

計算方式有所差異，於其數額要求上更為顯著。美國以資產淨值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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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其門檻最低，於資金傳輸型僅須 2萬 5千美元(約新臺幣 80萬元)，

履約擔保型則為 5萬美元(約新臺幣 160萬元)，且並未要求支付機構

提出大筆資金進行提存，或要求高額之資本額，而係經由金融保證、

資本淨值維持，在確保交易安全之同時，亦使資力較小之支付機構得

以進入市場。美國十分著重於支付機構之資產淨值與保證金制度規範，

蓋其支付制度非屬金融保險制度範疇，故支付機構之客觀經營能力判

斷必須取決外部可發現之資產淨值作為觀察，並且以保證金制度作為

保障使用者權益之措施。 

歐盟以創辦資本為標準，然具有放寬之趨勢，僅經營代收轉付業

務之資本義務為 5萬歐元(約新臺幣 175萬元)，經營儲值業務之資本

義務因 2009 年 EMD 修訂，由 100 萬歐元(約新臺幣 3500 萬元)下修

至 35萬歐元(約新臺幣 1225萬元)。此外並輔以比例資本維持要求及

資金防護義務，蓋其著重於支付機構之經營穩定性，要求營運資金必

須符合指令之持續資本，並因應營運量之規模彈性要求支付機構之資

本維持義務，而對於交易量較低之小型支付機構，例外免除或降低資

本額之要求。中國以資本額進行計算，其門檻較美國與歐盟高，並以

業務經營範圍作劃分，在全國範圍從事業務為 1億人民幣(約新臺幣 5

億元)，而於省層級範圍從事業務為 3千萬人民幣(約新臺幣 1億 5千

萬元)。此外並要求要求收受客戶暫存款之機構，必須將使用者之暫

收款存放於銀行專戶中，並以客戶暫收款之平均值，作為支付機構之

實質資本依據，以保障客戶權益及監管支付機構營業能力。 

三、 退場機制 

美國主管機關得於支付機構發生經營困難、偽造財務報表、違反

洗錢防制規範或有損公眾利益之情況發生時，踐行聽證程序決定終止

或暫停該機構營運資格。歐盟於支付機構之行為已有害於支付市場之

穩定、違反各國之法令或提供虛偽財務資料時，該會員國之主管機關

得取消或終止該支付機構之營業許可執照，並公開予社會大眾知悉。

中國則規範若有發生重大經營風險之可能、發生重大違法行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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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規範或提供虛偽營業資料之行為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停止或

暫停違反規範之支付機構經營。歸納後可發現國際上對於第三方支付

機構所訂定之退場機制，得分為執照申請前與執照申請後，然主管機

關撤銷第三方支付機構之執照應符合一定程序。執照申請前，若第三

方支付機構以不實陳述或不正當手段獲得核准，主管機關有權撤銷其

執照。執照申請後，多限於有重大違規或重大經營風險之情形，如第

三方支付機構拒絕或積極阻撓主管機關之檢查或調查、執照持有人有

詐欺、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行為、支付機構從事高風險之行為、繼續經

營可能威脅支付體系之穩定，或支付機構累計虧損超過一定比例時，

主管機關方有權撤銷其執照。 

第二節 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 

使用者資金係指第三方支付機構代收轉付之資金及預付儲值於

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資金，而隨著支付機構交易範疇增廣，經手之資金

規模亦逐漸擴大，若欠缺監理可能造成第三方支付機構任意挪用資金

而危及使用者權益；此外支付機構得否利用該資金投資，其限制為何；

以及其沉澱資金規模亦隨交易範疇擴大，利用結算周期支時間差，將

產生相當於定期存款或短期存款之利息，其利息歸屬亦非無疑。從而

本章將介紹國際上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觀察各國對於存放於第三方

支付機構之使用者資金如何進行管理，以降低支付機構任意挪用之風

險；使用者資金得否投資、其限制為何；另外亦觀察各國對於存放資

金所生孳息歸屬應如何進行分配。 

第一項 美國 

美國將第三方支付機構視為資金傳輸機構，其對於第三方支付使

用者資金管理主要可分為聯邦層面及州層面探討。 

一、 聯邦層面 

於經營資金傳輸時，使用者之資金將會暫時地停留在第三方支付

平臺，對於該筆資金之性質，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將其解釋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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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支付平臺之「負債」，而非聯邦銀行法所定義之「存款」，因此第

三方支付平臺並非被歸類為銀行或其他類型之存款機構，從而無需取

得銀行經營許可。由於此等支付機構並非銀行，無法直接成為 FDIC

之被保險人，僅能將使用者資金存入銀行而間接獲得保障，非銀行機

構將使用者資金存入銀行帳戶中，該帳戶便能獲得每位用戶 10 萬美

元之存款保險190，此乃美國針對資金傳輸機構所管理之使用者資金提

供的存款延伸保險制度(Pass Through Insurance Coverage)。據此，資

金傳輸機構必須嚴格依照規定將使用者資金與公司自己之帳戶分離，

且承諾不會挪用使用者資金從事貸款、公司經營或於公司破產時清償

債務。至於使用者資金所生之利息，即作為該保險之保險費用，在資

金傳輸機構面臨經營不善或破產清算時，該筆存款保險金將用於賠償

使用者，以減少其損失。 

二、 州層面 

主要規範為統一資金服務法(UMSA)，其規定第三方支付機構應

以使用者利益為目的，將使用者資金存入信託專戶，若支付機構出現

破產或被接管，該帳戶之資金不得用以償還該機構之負債。關於使用

者資金之投資範圍，UMSA第702條規定，支付機構僅能用於定存單、

首順位金融債券、聯邦儲備銀行承兌匯票、政府公債、應收帳款、管

理投資公司(management investment company)所發之股票或憑證等，

但應將投資金額依照一般公認會計準則所認定之市價維持在所收取

之待轉資金價值之上，且投資總額不得逾存放資金之 20%，一次性投

資亦不得逾 10%，此外依 UMSA 第 701 條(c)項規定，投資資金須以

使用者為受益人交付信託，以有效隔離支付機構之破產風險，若未進

行投資，所收取之資金因以存款形式置於銀行，受中央存款保險保

障。 

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409條則規定191，所有消費者支付予第三方

                                                      
190

 Muller J.D., Selected US Legal Issuance of Electronic Money,2(2) THE JOURNAL OF 

INTERNETBANKING AND COMMERCE 9702, 17(1997).  
191

 Cal. Fin. Code § 1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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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之資金，必須以信託保管資金之名義存放於隨時可提領之銀

行帳戶內，該帳戶不予計息，並應與該機構之資金分別保管。此外第

17420條復規定192，支付機構禁止以提供利息或其他形式之補助，藉

此吸引大眾使用履約擔保服務。加州履約擔保法第 17405條亦規定193，

主管機關於必要且適當時，得不經通知隨時對機構與實際從事中介人

工作之相關人員，進行業務、帳戶及個人記錄檢查，該檢查每 48 個

月至少需進行 1次。 

第二項 歐盟 

歐盟認為發行電子錢僅用於支付，數量有限並不會成為儲蓄方式，

因此不構成吸收存款之行為194，PSD2 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透過支付

服務向使用者收取之資金亦認非屬存款195。然歐盟對於使用者存放於

支付機構之資金仍有一定管制，因此以下將參考 PSD2 及 EMD 對於

使用者資金管理進行觀察，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 帳戶分離 

依 PSD2第 10條規定196，支付機構對於其自使用者或透過另一機

構執行交易所獲取之資金，須提供下述防護措施 (Safeguarding 

requirement)，原則上僅須滿足其一。 

(一) 專款專戶 

使用者之資金不得與其他自然人或法人之資金混同，第三方支付

機構一旦收取代收轉付資金即須將之存入獨立之帳戶中，或投資於由

會員國指定之低風險、流動性佳之資產。且支付機構就其收受資金，

必須與支付機構之債務加以區隔，尤其係支付機構進入破產程序時，

亦即支付機構應依照會員國國內法，為使用者權益實行破產隔離之措

施，排除支付機構之其他債權人對其所收取之資金主張權利。 

(二) 賠償擔保 

                                                      
192

 Cal. Fin. Code § 17420. 
193

 Cal. Fin. Code § 17405. 
194

 Athanassiou, P. & Mas-Guix N., 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s-Current Trends, Regulatory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7 LEGAL WORKING PAPER SERIES(2008). 
195

 Article 18(3), Directive (EU) 2015/2366. 
196

 Article 10, Directive (EU)2015/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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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應為使用者資金投保，或提供其他與該機構非同一集團

之保險公司或信用機構同等效力之擔保，如存入足夠之風險準備金，

以便於該機構無法履行其財務責任時進行賠償。 

二、 投資限制 

EMD第 7條規定197，會員國應要求電子錢機構保障使用者資金安

全，為此，歐盟嚴格限制電子錢機構利用使用者資金進行投資，僅得

於部分安全、低風險之資產198從事投資行為，投資總值累計不得超過

其自有資產之 20 倍。當電子錢機構運用使用者資金投資發生實質變

化時，例如投資方法之變化、使用者資金存放信用機構之變更、為保

障使用者資金提供保險或擔保之保險公司或信用機構發生變更等199，

該機構應提前通知主管機關。 

三、 贖回制度 

為保障使用者權益，EMD明文贖回制度，依該指令第 11條規定200

雖然電子錢可被贖回，惟不意謂其屬資本需求指令 201
(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CRD)所規定之存款或其他可償付資金。電子錢

機構不得設定贖回門檻，使用者得隨時以面值贖回電子錢，除非使用

者係在合約終止前要求贖回或合約終止後一年方贖回等情形，機構始

可例外收取與成本相稱之費用。此外 PSD2，支付機構應於其與使用

者間之合約明確規定贖回條件及相關費用，並於簽約前告知客戶。 

第三項 中國 

中國在使用者資金管理主要規範在於備付金之使用監督，中國人

民銀行為管理備付金更於 2013 年 6 月 7 日發布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

存管辦法(以下簡稱備付金存管辦法)。備付金為客戶預先委託第三方

支付機構保管，且只能辦理客戶委託之支付業務的貨幣資金。支付服

                                                      
197

 Article 7, Directive 2009/110/EC. 
198

 所稱低風險之資產係指歐盟於 2006 年頒布之投資公司和信貸機構資本充足指令(Directive 

2006/49/EC)所規定之資產。 
199

 Preface(14), Directive 2009/110/EC. 
200

 Article 11, Directive 2009/110/EC. 
201

 Directive 2006/48/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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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辦法與備付金存管辦法亦進一步規範備付金帳戶分離、監管義務及

備付金贖回制度。 

一、 帳戶分離 

為限制收受備付金之支付機構，利用備付金進行使用及收益之可

能性，支付服務辦法第 24 條規定202，第三方支付機構接受之客戶備

付金不屬於該機構的自有財産，其只能依據客戶發起的支付指令轉移

備付金，並且禁止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戶備付金。又為結合銀行之存款

業務，授權銀行將支付機構收受之備付金應轉由銀行以專戶方式進行

存放，支付服務辦法第 26及 27條另規定203，支付機構接受客戶備付

金者，除中國人民銀行另有規定，應於商業銀行開立備付金專用存款

帳戶存放備付金。該機構僅得選擇一家商業銀行作為備付金存管銀行，

且在該商業銀行的一個分支機構只能開立一個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

其分公司不得以自己名義開立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僅能將接受的備

付金存放在第三方支付機構所開立之帳戶。 

備付金存管辦法第 3、4 條另規定，支付機構接收的客戶備付金

必須全額繳存至支付機構在備付金銀行開立的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

且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挪用、佔用、借用客戶備付金，不得擅自

以客戶備付金為他人提供擔保，與系爭支付服務辦法規定相互呼應。

惟備付金存管辦法第 12 條規定，支付機構在同一省、直轄市中，可

以開立一個備付金存管帳戶。系爭規定於相當程度上突破前述支付服

務管理辦法僅能開立一個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之規定。因此有論者認

為，新規定既能確保資金安全，亦能保持支付機構之正常發展204。 

二、 監管義務 

第三方支付機構得自主決定其所從事之支付業務是否接受客戶

委託保管備付金，若接受委託保管備付金，為避免支付機構之成立資

本額多屬非貨幣資本，恐因實質貨幣資本不足以應付營業狀況所需，

                                                      
202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24條。 
203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26、27條。 
204

 楊彪，中國第三方支付有效監管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16，2014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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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影響支付市場正常運作之疑慮，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30 條規定
205，其最近 90 日每日日終客戶備付金總量之平均值，與其實繳貨幣

資本之比例不得低於 10%，以此限制支付機構之營業額不得超過自身

資本可負擔額度目的。備付金存管辦法第 25 條更進一步規定支付機

構每月在備付金存管銀行存放的客戶備付金日終餘額合計數，不得低

於上月所有備付金銀行帳戶日終餘額合計數的 50%。 

此外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28及 29條規定，備付金存管銀行應對存

放於本機構之客戶備付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並按規定向備付金存管

銀行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及備付金存管銀行的法人機構報

送客戶備付金的存管或使用情況等信息資料。若支付機構調整不同備

付金專用存款帳戶頭寸(款項)，須由備付金存管銀行之法人機構對該

機構擬調整的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餘額情況進行覆核，並將覆核意見

告知該機構及有關備付金存管銀行，該機構始得持該覆核意見辦理有

關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之頭寸(款項)調撥。 

備付金存管辦法第 26 條亦規定支付機構只能通過備付金存管銀

行辦理客戶委托的跨行付款業務，以及調整不同備付金合作銀行的備

付金銀行帳戶頭寸。支付機構在備付金合作銀行存放的客戶備付金，

不得跨行劃轉至備付金存管銀行之外的商業銀行。對於支付機構違反

支付服務辦法第 25條至第 28條相關規定使用客戶備付金的申請或指

令，備付金存管銀行應予以拒絕；若發現客戶備付金被違法使用或有

其他異常情況，應立即向備付金存管銀行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

構及備付金存管銀行的法人機構報告。 

且依支付服務辦法第 35 條規定，支付機構應接受中國人民銀行

及其分支機構定期或不定期的現場檢查和非現場檢查，如實提供有關

資料，不得拒絕、阻撓、逃避檢查，不得謊報、隱匿、銷毀相關證據

材料。又為免備付金利息遭支付機構不當利用，備付金存管辦法第

29 條規定支付機構備付金存款風險準備金計提規則和比例框架，支

                                                      
205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3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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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機構應當按季計提風險準備金，存放在備付金存管銀行或其授權分

支機構開立的風險準備金專用存款帳戶，用於彌補客戶備付金特定損

失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其他用途。合作銀行不超過 4家的，計提

比例為 10%。 

三、 贖回制度 

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第 35 條規定206，記名預付卡可在

購卡 3個月後辦理贖回，贖回時，持卡人應出示預付卡及持卡人和購

卡人之有效身分證件。由他人代理贖回應同時出示代理人和被代理人

之有效身分證件。單位購買的記名預付卡，只能由該單位辦理贖回。

發卡機構應當參照本辦法第 10及 11條規定，識別、核對贖回人及代

理人的身分信息，確保與購卡時登記的持卡人和購卡人身分信息一致，

並保存贖回記錄。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第 37及 39條另規定
207，發卡機構按照規定終止預付卡業務，應向持卡人免費贖回所發行

之全部記名、不記名預付卡。贖回不記名預付卡，發卡機構應當核實

和登記持卡人之身分信息，採用密碼驗證方式的預付卡尚應核驗密碼，

並保存贖回記錄。預付卡贖回應使用銀行轉帳方式，由發卡機構將贖

回資金退至原購卡銀行帳戶。用現金購買或原購卡銀行帳戶已撤銷者，

贖回資金應退至持卡人提供的與購卡人同名的單位或個人銀行帳戶。

單張預付卡贖回金額在 100人民幣以下者，可使用現金。 

備付金存管辦法第 28、33 條另規定支付機構按規定為客戶辦理

備付金贖回的，應當通過備付金專用存款帳戶劃轉資金，不得使用現

金；按規定可以現金形式為客戶辦理備付金贖回的，應當先通過自有

資金帳戶辦理，再從其備付金存管帳戶將相應額度的客戶備付金劃轉

至自有資金帳戶。支付機構因以現金形式為客戶辦理備付金贖回、結

轉支付業務手續費收入等涉及的自有資金帳戶，應當在備付金存管銀

行開立的自有資金帳戶中確定，且一家支付機構只能確定一個自有資

金帳戶。 

                                                      
206

  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第 35條。 
207

  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第 37及 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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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比較 

國際上監理模式各有差異，大致可分為四個層面作為管制方向： 

一、 帳戶分離 

國際上普遍採取帳戶分離之方式，嚴格要求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自

有資金必須與使用者資金分離，應將使用者資金存入信託專戶，若支

付機構發生破產或被接管之情況，該專戶之資金不得用以償還該機構

之債務，藉以保障使用者資金以降低風險。 

二、 投資限制 

美國將使用者資金視為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負債而非存款，因此管

理及使用需嚴格依照聯邦與州法律，於使用者資金投資比例及範圍均

有較大限制，僅得投資銀行儲蓄、較高評級之債券、聯邦儲備銀行支

持之承兌匯票等，此外用於投資之總額不得超過可用於投資金額之

50%；歐盟則肯認使用者資金得用作投資，然對於範圍有較為嚴格之

限制，僅能作風險性較低之投資，以確保使用者資金安全。故關於使

用者資金使用，各國規範不盡相同，美國與歐盟皆允許第三方支付機

構進行投資，惟限於低風險、流動性佳之投資。中國非金融機構支付

服務管理辦法規定最為嚴峻，支付機構僅能根據客戶要求進行支付，

不得挪用備付金，是以不得將客戶備付金用於任何形式之投資。 

三、 使用者資金利息歸屬 

美國及歐盟於立法上皆認定第三方支付機構並非銀行，從事之業

務非屬銀行吸取存款之行為，故禁止支付機構支付利息予使用者。美

國將使用者資金所生利息作為存款保險之保險費，而加州履約擔保法

則規定使用者資金存放之帳戶不予計息；歐盟 EMD則明確規定電子

錢機構不得向使用者支付利息或其他利益，除非該利益與使用者持有

電子錢之時間長短無關；中國雖也認為支付機構並非銀行，惟未對使

用者資金所生利息之歸屬作出規定，未明訂利息之歸屬，若該存款帳

戶仍予計息，即衍生使用者資金利息歸屬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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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贖回門檻 

實務上使用者如欲提領款項，第三方支付機構通常會設置一定提

領門檻，惟隨著該使用者人數增加，此筆龐大數額對於支付機構實屬

不正當之獲利。從歐盟 EMD便得觀察出逐漸重視使用者資金返還之

議題，2000 年時原規定發行人與使用者約定之贖回門檻不得超過 10

歐元，惟 2009 年修訂為電子錢機構應依據使用者需求，於任何時候

皆得以面值贖回電子錢，不得設置最小金額之門檻，已明確廢除資金

贖回之門檻。中國對此則與歐盟規範一致，於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

理辦法與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存管辦法並未明文規定贖回門檻。 

第三節 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第三方支付模式下，消費者並未與店家直接面對面，而係透過第

三方支付機構為訊息傳遞與資金移轉，消費者與支付機構之法律關係

通常係以該機構單方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為依據，故相較於店家或

支付機構，消費者在締約地位、資訊及技術能力皆為相對劣勢之地位。

於第三方支付服務中，消費者常涉及風險乃交易安全及消費者隱私權

保障，雖支付機構不斷加強其資訊安全管理，惟犯罪者之技術亦不斷

進步，仍可能產生漏洞，又網路釣魚詐欺事件頻傳，因假冒、偽造、

竊盜等所生之未授權交易，皆使消費者之交易安全出現疑慮，其責任

歸屬及請求賠償為交易安全保障之重要課題。此外使用者為完成支付

交易，提供予支付機構之個人資料，如何保存、得否進行利用，亦為

個人隱私保護之隱憂。因此本章將研究國際上相關之消費者權益保護

機制、探討各國如何處理未經授權交易之風險責任分配，以及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等問題。 

第一項 美國 

美國對消費者權益保護之法律規範相當完善，第三方支付當然亦

受此拘束。與維護交易安全相關之法律主要為聯邦電子資金移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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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
208、聯邦準備理事會(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 FED)所頒布之規則 E與 Z(Federal Reserve’s Regulation 

E，Federal Reserve’s Regulation Z)、誠實借貸法(Truth In Lending Act)；

與使用者隱私權相關之法律主要為金融服務現代化法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亦稱 Gramm-Leach-Bliley Act)，以下分別

介紹之。 

一、 維護交易安全 

存款帳戶之交易安全主要規範於電子資金移轉法及規則 E，因信

用卡而生之交易安全則規範於誠實信貸法及規則 D。 

(一)電子資金移轉法及規則 E 

電子資金移轉法及其授權聯邦準備理事會所制定之規則 E，係保

護以「存款帳戶」從事第三方支付交易之消費者。內容主要針對於支

付過程中當事人之權利義務以及風險分配，例如支付指令出現錯誤或

發生未經授權而支付209的情形時，需視該錯誤或問題是否可歸責於發

送指令之人，抑或係電腦系統錯誤，而決定何者須承擔損失風險。其

規定若第三人非法取得或竄改使用者密碼，利用其支付帳戶從事未授

權交易，視使用者於發現該筆未授權交易後，通知支付機構之時間決

定使用者應負擔之損失上限：若於 2個工作日內通知，則其最高僅須

負擔 50美元；若於 2到 60個工作日始通知，則其責任限額將提高至

500 美元；若於 60 個工作日內怠於通知，則視情況加重其責任，惟

支付機構得證明若使用者於 60 個工作日內通知金融機構，將不致發

                                                      
208美國於 1978 年制訂該法，主要原因係因消費者付款方式之變更，以電子系統所為之資金移轉 

情形有逐漸攀升之趨勢，且因以電子資金移轉，並非由固定方式進行，網路銀行、信用卡、及其

他各式電子票證皆可達到資金轉移之目的，此類支付方式已與傳統現金支付有相當程度差異，電

子資金移轉系統之消費者、金融機構及中介者的權利義務關係皆無規範可為依據，是以立於保護

消費者之立場，目的在建立一基本規範架構，建立電子資金移轉系統參與者間關於權利義務關係

與責任，避免銀行以經濟上相對優勢訂立不合理之契約條款，並仰賴詳盡揭露義務及有限責任以

保護消費者權益。 
209

 所謂「未授權交易」(unauthorized electronic fund transfer)，依電子資金移轉法第 1條之定義，

係指用戶以外之人，未經用戶之實際授權，自用戶之帳戶所進行之電子資金移轉，且該用戶消費

者未因此獲得任何利益。該定義排除消費者以外之人經消費者授權使用卡片、密碼或其他方式進

入消費者帳戶、消費者故意詐欺或第三人與消費者共謀詐欺與金融機構因錯誤造成資 金移轉等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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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損失，則使用者須承擔所有損失210。系爭規定除希望提醒使用者就

自身卡片、密碼或其他存取盡一定之保管義務外，同時賦予使用者有

限責任之保障。於舉證責任分配上，考量使用者搜集電子紀錄證據之

弱勢，應由第三方支付機構負舉證責任，證明該筆交易已獲授權211，

若無法證明則該筆交易視為未授權。而即便為未授權交易，使用者責

任要件是否符合亦應由第三方支付機構證明之。 

(二)誠實借貸法及規則 Z 

誠實借貸法和規則 Z主要係保護以「信用卡」進行第三方支付交

易之消費者，相較於電子資金移轉法及規則 E賦予消費者更多保障。

關於未授權交易，使用者無論是否即時通知第三方支付機構，皆僅須

承擔至多 50 美元之損失212；關於已授權交易，於賣方未履行其約定

義務時，如交付商品與約定不符或具有瑕疵，則賦予使用者撤銷權
213。 

二、維護隱私權 

美國關於消費者隱私權之保障，主要規範於 1999 年頒布之金融

服務現代化法，根據美國聯邦備儲局之解釋，該規定同樣適用於第三

方支付機構214。金融服務現代法規定支付機構應建置適當之機制以確

保使用者之機密資料不致外洩，並防範各種可能之安全威脅215，其對

於消費者隱私金融保護可分為以下五個原則216： 

(一)通知原則 

第三方支付機構每年應以書面、電子形式或其他主管機關准許之

方式，向使用者清楚而明顯地說明其隱私權政策217。金融服務現代化

                                                      
210

 15 U.S.C. § 1693g(a); 12 C.F.R. § 205.6(b)(1). 
211

 15 U.S.C. § 1693g(b). 
212

 15 U.S.C. § 1643g(a)(1); 12 C.F.R. § 226.12(b) 
213

 15 U.S.C. § 1661; 12 C.F.R. § 226.12(c). 
214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nsumer Credit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Emerging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s on 

Individual Privacy 95
th

 Cong.(1997)，轉引自李俊平，同前註 80，頁 111。 
215

 15 U.S.C § 6801. 
216

 王志誠，美國金融隱私權保護法制之發展，臺灣金融財務季刊，7 輯 1 期，頁 77-78，2006

年。 
217

 15 U.S.C. § 68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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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僅要求支付機構應確保使用者非公開個人資訊之安全性及私密

性，且應明確告知使用者對其個人資料保護所採取之政策及措施，亦

即第三方支付機構應向使用者通知其隱私保護政策。 

(二)選擇原則 

當使用者個人資料可能為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使用前，應給予使

用者選擇退出之機會。除非支付機構以書面、電子形式或其他主管機

關准許之方式，向使用者清楚而明顯地表示揭露特定資訊予特定第三

人，否則該機構不得直接或透過關係企業揭露使用者非公開個人資訊

予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使用者於資料最初被公開前，有權利拒絕資

訊被第三人知悉，支付機構應對使用者說明如何行使其選擇退出之權

利218，故支付機構應建立選擇退出機制，以防止非公開個人資料被未

經授權之非關係企業第三人所知悉。若支付機構提供使用者之個人資

料予關係企業時，則不必提供使用者選擇退出之機會。簡言之，使用

者有權拒絕其個人資料外流，惟支付機構例外得流通其個人資料。 

(三)市場公開原則 

禁止第三方支付機構將使用者資料提供給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

而供其銷售商品之用，亦即限制個人資料之流通。故支付機構不得洩

露使用者帳戶帳號以及密碼，如信用卡卡號、存款帳號或交易帳號予

非關係企業之人作為電話行銷、直接信件行銷或其他電子郵件行銷等

用途。換言之，不得以行銷之目的與任何人分享或交換使用者之個人

資料，惟關係企業不在此限。非關係企業之第三人若經授權取得使用

者資料，除該第三人得由支付機構合法直接取得資料外，不得再將該

資料揭露給其他第三人，219。 

(四)安全原則 

立法政策上第三方支付機構具有明確且持續之義務，尊重使用者

隱私，並保護使用者非公開個人資料之安全性及保密性。為達成維護

個人資料安全政策，主管機關應建立管理、技術及實際安全控制之適

                                                      
218

 15 U.S.C. § 6802. 
219

 15 U.S.C. § 680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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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標準，確保安全性及使用者資料之保密性、防止任何可能對於紀錄

之安全或完整性造成侵害之威脅或危險，並保護使用者資料不受他人

非法侵入或使用。 

(五)執行原則 

各該主管機關220應拋開本位主義，共同與美國財政部合作研擬行

政規則，而各主管機關在其管轄權範圍內皆有保護金融隱私之執行權
221。 

第二項 歐盟 

歐盟於 1998 年之「資訊社會有關消費者之若干問題」中，即對

現代科技發展下所產生之消費者問題提出關注。根據歐盟委員會統計，

每年於歐洲經濟區發生近百萬筆之非現金詐欺交易，雖然各國政府皆

對犯罪行為進行取締，仍難以完全杜絕，為此 PSD 首開電子法制之

先例，將過失舉證責任與風險分配納入強制規範，PSD2 則針對使用

者風險分配作進一步修正，PSD對於支付服務應揭露資訊之規定只適

用於支付全部於歐盟境內發生者，PSD2 則要求對於涉及第三國及外

幣之交易，僅需任一支付服務提供者於歐盟境內即應適用。另外對於

隱私權之保障，原則應適用 1995 年之資料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DPD)
222。另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 2016 年 7

月 6 日通過網路及資訊安全指令 (Direvctive 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NIS Directive
223

)並於 8月生效，會員國應於 21個

月內將該指令導入當地法令，並於其後 6個月確認各基礎營運商之狀

況。 

一、 維護交易安全 

PSD2 第 73 條、第 74 條劃定第三方支付機構與使用者對於支付

                                                      
220

 主要有聯邦準備理事會(FED)、金融管理局(OCC)、儲貸監理局(OTS)、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國家信貸聯盟署(NCUA)、證券管理委員會(SEC)、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及商品期貨交

易委員會(CFTC)等。 
221

 15 U.S.C. § 6805. 
222

 Directive 95/46/EC. 
223

 Directive (EU) 2016/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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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延或未授權交易之責任範圍。原則只要支付未經授權，機構應立即

退款予付款方。然支付機構有相當理由懷疑為詐欺時，得以書面通知

主管機關並將該筆款項提存而不逕行退款。賠償責任歸屬則以使用者

發現未授權交易之通知送達至支付機構前後，將其分為二種情形，亦

即 PSD2依使用者發現後是否即時通知，分別承擔不同責任。 

(一)通知送達後 

由於使用者已將未授權交易發生之事實通知支付機構，若支付機

構接受通知後，就該交易原則上應由支付機構負擔損失，惟若使用者

係藉謊報方式獲取其中利益者，不在此限。支付機構並應就交易之權

限範圍、真實性、紀錄、電子設備運作是否異常或其他缺失等負舉證

之責224。此外支付機構應隨時提供可讓使用者發送通知之適當管道，

例如設有隨時可接通之客服專線或有效電子郵件信箱等；若未提供則

除使用者涉及詐欺外，支付機構應就未授權交易所導致之全部損失負

責，不問該機構是否收到通知225。 

(二)通知送達前 

就通知送達前所發生未授權之交易，PSD2 設有使用者有限責任

之規定，亦即使用者除非有故意詐欺或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之

情形，無論損失額度為何，使用者至多僅須負責 50 歐元之損失226，

剩餘部分則由支付機構補足；反之，若使用者有故意詐騙或重大過失

時，應就損失全額負責。然而，究何種情形屬「重大過失」，PSD2

並未言明，而將認定標準交由法院依具體個案判斷，實務上則有認一

般怠忽或不注意並未達到重大過失之程度227。就第三方支付而言，若

使用者為支付指示之前須先輸入其帳號名稱與密碼，有認將個人辨識

密碼(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PIN)書寫於支付載具上已構成重

大過失之要件，蓋使用者應有盡一切合理可為之辦法，以防止他人使

                                                      
224

 Article 73, Directive (EU) 2015/2366. 
225

 Article 73(3), Directive (EU) 2015/2366. 
226

 Article 74, Directive (EU) 2015/2366. 
227

 Brussels, 4 October 2005, Bank Fin.R., 148(2006).；轉引自蔡宗霖，同前註 5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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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支付工具之義務228。職是，若使用者將該帳號與密碼直接記錄於

容易為他人取得之便條紙、信用卡，抑或輸入於未加密之電腦檔案中，

且該檔案可為他人所易於取用，如公用電腦等，均可能成立使用者之

重大過失責任。 

二、 維護隱私權 

PSD2第 94條規定229，若係為防止、調查或偵查支付詐欺行為所

必須，會員國應允許支付系統或第三方支付機構調查個人資料，惟應

符合 1995年頒布之資料保護指令(DPD)之程序要求。DPD於 1998年

正式生效，目前有 27 個歐盟會員國以及 3 個歐洲經濟區國家(冰島、

列支敦斯登、挪威)適用230，其著重於跨國市場，因此更密切關注個

人資訊之流動，對於個人資訊跨境流動之安全性亦作出規範。DPD

幫助處理個人資料保護和自由貿易間之衝突，其核心理念係資料品質

原則(data quality)，亦即 DPD第 6條規定231，要求各會員國必須立法

規範關於個人資料之原則，如公平及合法之處理，資料之蒐集應符合

特定、明確且合法之目的。在蒐集或進一步利用時，亦須適當、相關

聯且不逾越該目的，此外亦需確保資料正確性並即時更新，以及以該

個人資料所有人允許之形式保存，對於保存較久之個人資料，會員國

應規定適當之保存措施。茲介紹其主要規範如下232： 

(一)資料處理之合法要件 

DPD第 7條規定233，個人資料必須符合特定條件始得合法處理：

1.經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2.資料當事人為契約一方當事人，於簽約

時應當事人要求或為履行契約所必要；3.為履行資料保管人之法定義

務；4.為保護當事人重大利益；5.為維護公益或履行主管機關賦予資

                                                      
228

 Reinhard Steennot, Allocation of liability in case of fraudulent use of an electronic payment 

instrument: The new directive on payment serv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port 24(2008), p.557.；轉引自蔡宗霖，同前註 51，頁 57。 
229

 Article 94, Directive (EU) 2015/2366. 
230

 Michael Birnhack, The EU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An engine of a global Regime, 24(6)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508,520(2008). 
231

 Article 6, Directive 95/46/EC. 
232

 郭鵬，個人信息及其歐盟保護，政法學刊，28卷 1期，頁 8-9，2011年。詳參熊愛卿，網際

網路個人資料保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47-176，2000 年。 
233

 Article 7,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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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管人、資料揭露中第三方之職責；6.為資料保管人或為第三人(資

料收受人)合法權益之所需。惟若違反本指令第 1 條第 1 款，危害當

事人基本權利及自由者，則不得為之。 

(二)特種資料處理規範 

DPD第 8條規定234，原則上禁止處理有關種族來源、政治取向、

宗教或哲學信仰、工會會員身分、健康或性生活等敏感性資料，然其

亦有例外，如：1.經當事人明確同意者，但會員國得以該國法律排除

之；2.與公共利益有關或與當事人利益有關者；3.涉及特種非營利性

組織，如基金會、協會等，基於政治、哲學、宗教或商會目的法定活

動之會員事項者；4.相關資料已顯然公開，或為成立行使或防禦其法

律上主張權利所必要者；5.與防疫、醫療診斷、照護之提供、健康服

務之管理以及醫護從業人員而依法有守密義務者；6.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者。此外對於刑事或保安措施等敏感性較高之個人資料，除會員國

法律已有相當之保護，限由主管機關控制下進行，會員國亦得擴大範

圍至行政罰、民事案件之判決等領域，此亦需由主管機關加以監管。

而為平衡隱私權與表現自由原則間之衝突，DPD 第 9 條235亦明文會

員國應制定例外有關於新聞目的、文學目的、藝術表現等之資料處

理。 

(三)資料當事人之權利 

1.受告知權 

DPD 第 10 條規定236，為使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除其已知悉應

告知事項，應至少告知下列資訊：(1)資料保管人及其代表人之身分；

(2)資料預計處理之目的；(3)其他更深入之資訊，如資料收受者或其

類別、當事人志願、義務回覆提供或不提供資料之後果、當事人查詢

與更正之權利等。於特種資料處理時，並應就該種資料提供更充分之

資訊，向資料當事人保證公平處理。惟若所蒐集之資料非為當事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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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8, Directive 95/46/EC. 
235

 Article 9, Directive 95/46/EC. 
236

 Article 10,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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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時，則適用 DPD第 11條之規範。 

2.接近資料權(查詢請求權) 

DPD 第 12 條規定237，資料當事人於合理期間內，無過度延遲與

費用之限制下，得請求查詢以確認資料處理之目的、資料收受者或其

類別及資料之類別等，取得之方式並應以當事人得明瞭之方式為之。 

3.確定及凍結資料權 

DPD 第 12 條亦規定，資料當事人於發現處理之資料不符本指令

時，特別當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時，得向資料保管人要求適當更正、

刪除或凍結資料；保管人於為上述情事時，負通知資料當事人之義

務。 

4.當事人異議權 

DPD 第 14 條規定238，當事人異議權包括二方面：其一係依據本

指令第 7條第 5款及第 6款之情形處理個人資料時，即基於增進公共

利益、為執行法令或為第三人權益而為之資料處理異議權，如當事人

有正當理由，得反對處理其特定資料，資料管理人所進行之資料處理，

即不得包含此資料；其二係資料管理人為直接行銷(direct marketing)

而處理之資料，或欲將資料揭露予第三人，或作為第三人之直接行銷

時，當事人得反對此項目的之利用與傳遞，且會員國應採取必要措施

確保資料當事人已被告知該異議權。 

5.當事人拒絕資料自動化處理權  

DPD 第 15 條規定239，當事人有權拒絕僅以自動化之方式處理個

人特定事項之資料，如工作表現、信用、可靠度、品行等為評量，進

而作成對其具有法律效果或重大影響之決定。 

(四)資料保管人之義務與責任 

1.資料保密與安全義務  

資料保管人及處理人須確保個人資料之隱密性與安全性。於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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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2, Directive 95/46/EC. 
238

 Article 14, Directive 95/46/EC. 
239

 Article 15,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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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DPD第 16條規定240，當保管人授與他人代理時，除法律規

定外，未經保管人指示，不得處理個人資料；至於安全性方面，DPD

第 17 條則規定241，保管人應設置適當技術及組織設施，以保護當事

人之資料不受意外、非法破壞、意外遺失、塗改、未經授權揭露或侵

入，以及其他非法之處理，特別當資料於網路傳輸時。 

2.登記義務  

DPD第 18條規定242，於自動化處理部分或全部個人資料時，資料

保管人負有向主管機關先行通知登記之義務。又依 DPD第 20條規定
243，登記後主管機關於其處理資料作業開始之前，應檢查並決定該處

理作業對資料當事人權利與自由所可能產生之風險，該處理作業程序

並應予以公開。 

3.損害賠償責任  

DPD 第 23 條規定244，資料保管人與處理人因非法處理資料，或

違反依本指令所規定之國家法規，致生他人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之

責任。惟若能證明造成損害有不可歸責之事由者，免除其全部或部分

之責任。 

(五)跨境傳輸之規範 

DPD 特別針對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進行規範，該指令第 25 條規

定245，原則上個人資料向第三國傳遞，僅限於該第三國具有相當於本

指令對個人資料保護之水準，至於是否相當，則須依據整體狀況加以

評估，特別應考量資料之性質、目的及持續處理之時間、來源國及最

終目的國、該第三國之法律規範及專門之保護措施等等。DPD 第 26

條規定246例外於 1.當事人明示同意；2.為契約履行所必須而有利於當

事人；3.增進重大公共利益；4.維護當事人重大利益所必須；5.登記

處依法所為等，具有相當條件之保護措施之下亦允許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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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6,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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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7,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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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18,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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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0,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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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3,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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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5, Directive 95/46/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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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cle 26, Directive 95/46/EC. 



93 
 

(六)主管機關 

DPD 第 28 條規定，各會員國應建立一個或多個獨立行使權限之

機關，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及監管境內指令之實施。在制定行政措施或

規定和個人資料處理相關之保護規範時，須諮詢主管機關之意見。該

機關具有調查權、有效之干預權，如限制、刪除或銷毀資料；此外其

亦具有司法提醒權，且有權審理本國個人及機構對個人資料保護之相

關申請。 

近來鑒於網路安全威脅所帶來之衝擊漸受重視，歐盟執行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與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曾

於 2013 年共同發佈歐盟網路安全策略(Cyber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其以開放、安全與保障網路空間為主軸以對應所

面臨之網路安全威脅，主要提出五項指標247： 

(一)實現網路防護 

重點在於推動政府與私有企業建立資訊安全防禦機制與有效互

助合作。包括建立最低網路安全要求標準，建置整體網路安全預防、

偵測、處理與回應機制、各界網路安全資訊分享與互助合作方式，以

提升整體網路安全認知能力。 

(二)徹底減少犯罪 

重點在於如何使日益猖獗之網路犯罪大幅降低，首先應建立有效

及重罰原則；其次提升執法單位針對網路犯罪之辦案能力，包括裝備

與人員能力之提升；最後則係精進歐盟整體之執法協調合作機制。 

(三)針對一般安全暨防禦政策，發展網路防禦政策與能力 

網路威脅通常影響層面及對象極為廣泛，然應遵循之安全法規及

準則不盡相同，如何避免資源重複浪費，並於各種不同之安全政策中

整合出一套各方皆可適用之網路安全政策便為重點。歐盟初步計劃先

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進行

                                                      
247王家宜，歐盟網路安全策略(Cyber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www.nccst.nat.gov.tw/ArticlesDetail?lang=zh&seq=1361(最後瀏覽日：2016/8/22) 

http://www.nccst.nat.gov.tw/ArticlesDetail?lang=zh&seq=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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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如何整合雙方之安全政策及資訊安全防禦機制，朝一致化目標前

進。 

(四)建立網路安全之企業與技術性資源 

歐盟之資訊安全業者、技術及設備製造商皆有一定水準，惟針對

網路及資安設備部分，歐盟希冀能儘量使用歐盟國家而非歐洲以外地

區企業所生產者，且對其他地區亦能訂出一套監督與治理規則。此外，

應投入資源加速歐盟相關業者研發網路安全設備、資安服務與技術，

希望於網路安全方面逐步達到自給自足。 

(五)為歐盟建立完整之國際網路空間政策與促進歐盟核心價值 

重點在如何跟國際資訊安全組織、相關合作夥伴、政府機關與私

人企業進行溝通及建立共識，以利建置及推動網路安全政策及更緊密

之策略合作。 

為達成歐盟網絡安全策略目標，歐盟執行委會亦將針對網路資訊

安全(NIS)頒佈新指令以落實策略項目，其中包含：要求歐盟會員國

必須採納歐盟網路及資訊安全策略且指定國家級機關以預防、偵測、

處理與回應網路及資訊安全風險與事故。透過安全基礎設施與組成一

般性同儕審議，於歐盟會員國與執行委員會間建立合作機制以分享網

路及資訊安全風險和事故早期預警。某些重大基礎設施領域之維運者

(金融服務、交通、能源或醫療)、資訊社會服務之推動者(APP商店電

子商務平台、線上支付、雲端運算、搜尋引擎、社群網路)與公家行

政部門必須在其核心服務上，進行風險管理及通報重大網路安全事故

並制作報告。從早前頒布之歐盟網絡安全策略與執行委員會頒佈之

NIS指令可以發現，歐盟對於新世代網路安全風險及威脅，已經有完

整預見與具體因應措施。 

為此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於 2016年 7月通過之網路

及資訊安全指令(Direvctive on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NIS 

Directive
248

)，要求仰賴資訊與通訊技術之基礎服務重視資訊安全問題，

                                                      
248

 Directive (EU) 2016/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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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能源、運輸、水力、金融、健康醫療與數位基礎建設等領域，機

構必須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並於發生重大事件時通知主管機關。除

基礎服務營運商外，NIS Directive尚適用於諸如搜尋引擎、雲端運算

服務及網路商城等數位服務業者。歐盟因應設立一合作組織，以推動

會員國在資安上的策略合作及資訊交換，並建立電腦安全事件回應小

組之分享網路。 

第三項 中國 

關於消費者權益保護，主要亦規範於非金融機構支付業務管理辦

法及其實施細則，此外支付機構預付卡管理辦法則對於預付卡業務中

之消費者保護作進一步規定。 

一、 維護交易安全 

支付服務辦法第 18條僅規定支付機構應當按照審慎經營的要求，

制訂支付業務辦法及客戶權益保障措施，建立健全風險管理和內部控

制制度，並報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備案。是以於交易過程中

若使用者出現密碼被盜、未授權交易等問題，並未有明確規範，主要

係依照使用者與第三方支付機構之使用者合約，再輔以中國合同法、

侵權責任法之規定。然由於使用者合約通常較保護支付機構，再者若

欲對侵權人主張侵權責任有其舉證上之困難，是以對於維護消費者交

易安全層面仍未臻完善。 

為因應以往消費者交易安全保障不足之缺失，非銀行支付機構網

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對此有針對性之改善，該辦法第 10 條規定銀行

應當事先或在首筆交易時自主識別客戶身分，並與客戶直接簽訂授權

協議，明確約定扣款適用範圍和交易驗證方式，設立與客戶風險承受

能力相匹配的單筆和單日限額，承諾無條件全額承擔此類交易的風險

損失先行賠付責任。支付業務辦法第 19 條更進一步規定，支付機構

應當建立健全風險準備金制度和交易賠付制度，並對不能證明客戶原

因導致的資金損失及時先行全額賠付，將舉證責任交由支付機構負擔，

並原則由支付機構先行負擔全額賠償責任。此外該辦法第 28 條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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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支付機構應當通過具有合法獨立域名的網站和統一的服務電話等

渠道，為客戶免費提供至少最近一年以內交易信息查詢服務，並建立

健全差錯爭議和糾紛投訴處理制度，配備專業部門和人員據實、準確、

及時處理交易差錯和客戶投訴。支付機構應當告知客戶相關服務的正

確獲取途徑，指導客戶有效辨識服務渠道的真實性。 

二、 維護隱私權 

維護消費者隱私權之主要規定如支付服務辦法第 33 條規定支付

機構應當依法保守客戶的商業秘密，不得對外泄露，法律法規另有規

定的除外。支付服務辦法第 34 條另規定，支付機構應按規定妥善保

管客戶身分基本信息、支付業務信息、會計檔案等資料。支付服務實

施細則第38條亦規定，支付機構應採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術措施，

防止客戶身分信息和支付業務信息等資料滅失、損毀、洩露。除法律

法規另有規定，支付機構不得以任何形式對外提供客戶身分信息和支

付業務信息等資料。此外支付服務實施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第 2 款復

規定，支付機構所提出之客戶合法權益保障方案，應包括對客戶隱私

權的保護措施，明確客戶身分信息的接收機構及其移交安排、銷毀方

式及其監督安排。支付機構預付卡業務管理辦法第 15 條亦規定，發

卡機構應採取有效措施加強對購卡人和持卡人信息的保護，確保信息

安全，防止信息洩露和濫用。未經購卡人和持卡人同意，除法律另有

規定，不得用於與購卡人和持卡人的預付卡業務無關的目的。 

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第 20 條另規定，支付機

構應當依照中國人民銀行有關客戶信息保護的規定，制定有效的客戶

信息保護措施和風險控制機制，履行客戶信息保護責任。支付機構不

得存儲客戶銀行卡的磁道信息或芯片信息、驗證碼、密碼等敏感信息，

原則上不得存儲銀行卡有效期。因特殊業務需要，支付機構確需存儲

客戶銀行卡有效期的，應當取得客戶和開戶銀行的授權，以加密形式

存儲。支付機構應當以最小化原則採集、使用、存儲和傳輸客戶信息，

並告知客戶相關信息的使用目的和範圍。支付機構不得向其他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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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提供客戶信息，法律法規另有規定，以及經客戶本人逐項確認並

授權的除外。 

又為強調支付機構應對商戶採取有效措施進行檢查和監督，切實

防範因商戶違規存儲敏感信息而導致客戶信息洩露或資金損失，支付

業務辦法第 22 條更規定支付機構應當通過協議約定禁止特約商戶存

儲客戶銀行卡的磁道信息或芯片信息、驗證碼、有效期、密碼等敏感

信息，並採取定期檢查、技術監測 等必要監督措施。特約商戶違反

協議約定存儲上述敏感信息的，支付機構應當立即暫停或者終止為其

提供網絡支付服務，採取有效措施刪除敏感信息、防止信息洩露，並

依法承擔因相關信息洩露造成的損失和責任。基於保障客戶信息安全

和資金安全，支付業務辦法第 25 條亦規定，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

相關系統設施和技術，應當持續符合國家、金融行業標準和相關信息

安全管理要求。如未符合相關標準和要求，或者尚未形成國家、金融

行業標準，支付機構應當無條件全額承擔客戶直接風險損失的先行賠

付責任。 

第四項 比較 

一、 維護交易安全 

第三方支付透過網路進行運輸，於交易過程因遭竊取或資料外流

而導致之未授權交易，對於使用者財產侵害甚鉅，若未妥善處理將進

而降低使用者利用該種支付方式之意願，甚或影響整個產業。國際上

對於維護交易安全所採取之規範方式主要為風險分配，美國聯邦電子

資金移轉法之規定對於支付機構較為嚴格，雖令使用者負有通知支付

機構未授權交易義務，然仍將主要責任歸屬於支付機構，除使用者怠

於或未為通知，否則使用者皆僅須負擔限額損失。歐盟 PSD2對於支

付機構與使用者間責任劃分較為平衡，其同時對使用者與支付機構要

求一定義務。若一方未善盡義務即須負擔所有損失責任，而於該通知

義務之前已經造成之損害，則由使用者和支付機構共同承擔，僅係使

用者所需負擔責任設有上限，其餘交由支付機構來補足。然大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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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盟皆對於未授權交易明確立法，僅須使用者主觀上非有詐欺、

故意或重大過失等情事，且及時通知支付機構，通常無需承擔或僅需

承擔限額之損失；中國以往則未有明文，需經當事人間之契約條款及

中國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為相關之舉證。然為因應以往消費者交易

安全保障不足之缺失，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對此有

針對性之改善，對不能證明客戶原因導致的資金損失及時先行全額賠

付，將舉證責任交由支付機構負擔，並原則由支付機構先行負擔全額

賠償責任。 

二、 維護隱私權 

美國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要求第三方支付機構應對使用者揭露

其隱私權政策，當資料可能為第三人所知悉時，給予使用者選擇退出

之權利，此外限制支付機構提供個人資料予第三人作為商業用途，並

課予該機構具有保護使用者非公開個人資訊之安全性及保密性之義

務。歐盟相較於美國訂定更詳盡之規範，如詳細規範支付機構處理個

人資料之要件、於當事人權利部分賦與當事人更正錯誤資料之權利，

此外對於特種資料之使用者資料處理以及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亦有

相對應之規定，更針對網路安全部分制訂新指令。中國則規範支付機

構應按規定妥善保管客戶資料，並應採取必要之管理與技術措施，以

確保客戶身分與支付業務信息之安全性，是以支付機構不得以任何形

式對外提供客戶身分與支付業務信息。實施細則亦規定支付機構制訂

客戶合法權益保障方案，包括對客戶隱私權之保護措施、銷毀方式及

監督安排。綜上所述，於維護隱私權部分，國際立法例多以規範支付

機構蒐集、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之要件、明確資料當事人之權利，

如對資料之接近使用權、在資料提供予第三人之拒絕權等，另外亦課

予第三方支付機構確保使用者資料安全性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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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洗錢防制機制 

與傳統銀行轉帳或現金交易相較之下，部分第三方支付機構具有

匿名性，不易識別交易當事人，而加密技術又增加主管機關追蹤監控

之困難性。此外犯罪者常可藉支付機構進行網路跨境交易，亦使不法

資金洗錢之風險提升。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於 2008 年

10月增訂之 40項建議及 9項特別建議，係目前各國洗錢防制遵循之

原則，其對於金融機構防制洗錢義務以及所應採取之配套措施，主要

包括身分確認、交易報告與紀錄保存等制度之建置，以下將以此三面

向進行觀察國際上之洗錢防制機制。 

第一項 美國 

為避免資金傳輸機構成為洗錢工具，除依照各州法令申請營業證

照外，資金傳輸機構尚需依照銀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向美國財

政部(Department of Treasury)的「金融犯罪稽查局(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進行註冊列管，違者將面臨刑事責任。若發

現使用者於一定時間內為一定數額之交易必須通報，使主管機關得以

隨時掌控可疑之洗錢或詐欺活動。此外尚有愛國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其亦課予資金傳輸機構一定之洗錢防制義務。 

第一款 銀行保密法 

其內容主要規範資金傳輸機構應向美國財政部為身分確認、通貨

交易報告、通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易紀錄，以防止不法資金之流動
249。 

一、 身分確認制度 

資金傳輸機構應對使用者註冊時提供之個人資訊進行審查，以確

保使用者資訊之正確性，其可依據機構本身之資產、大小、座落地點，

以建立不同之身分確認制度250。使用者開戶後，對於高風險群，資金

                                                      
249

 鄭昱仁，非常規交易與洗錢防制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291，2010年。 
250

 詳見李佳穎，跨國非常規交易之研究─以我國境外金融業務為中心，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論文，頁 159，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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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機構應持續對其監控，開戶一段時間後，應再次確認用戶資料，

查核是否有所變動251，此為「再確認」機制。 

二、 交易報告制度 

交易報告包括可疑活動報告(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及一定金

額通貨交易報告(certaintransactions over designated thresholds report)。

資金傳輸機構有義務向主管機關報告涉及洗錢之交易，當資金傳輸機

構發現可疑交易時，應於發現後 30 日內向主管機關提交可疑活動報

告，其包括單筆 5千美元以上之交易、知悉或有理由懷疑交易涉及非

法活動之資金或該筆交易無業務或明顯合法之目的，以及一般情況下

使用者之不尋常交易。金融機構提交可疑活動報告後，應將其副本及

所有證據資料保存至少 5年252。另外資金傳輸機構對於超過 1萬美元

之非豁免交易，如國際貨幣匯兌、支付或轉帳，應進行通貨交易報告
253。若為銀行支票、匯票等貨幣性金融商品，則將門檻調降為 3千美

元254。1992年銀行保密法曾授權財政部發布規定，要求非銀行機構(如

資金傳輸機構)，應保存相關文件及記錄255，然未清楚規定其具積極

之報告與記錄義務，直至愛國者法案之頒布。 

第二款 愛國者法案 

美國經歷 911 事件後，於 2001 年頒布愛國者法案，加強防範洗

錢活動並打擊恐怖融資。其內容擴大金融機構之定義，加入貨幣匯兌

商、支票兌換商、信用卡公司、房地產代理及經紀商、珠寶商等。除

要求該機構應完整建制其內部程序及控管措施外，對於包括支付機構

在內之資金傳輸機構亦有以下要求。 

一、 建立防制洗錢措施 

第三方支付機構應依其服務地點、規模、性質及金額建置與其所
                                                      
251

 31 C.F.R. §103.122(b)(2)(ii). 
252

 31 C.F.R. §103.18. 
253

 31 C.F.R. §103.22. 
254

 31 C.F.R. §103.29. 
255

 FinCEN: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Bank Secrecy Act Regulations─Requirement of Brokers or 

Dealers in Securities to Report Suspicious Transactions, 66 Fed. Reg. 

250(Dec.31,2001) ,http://www.fincen.gov/statutes_regs/frn/pdf/brokerdealersar.pdf(proposing rules 

that were ultimately adopted in the sweeping overhaul of the Banking Secrec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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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風險相當之防制洗錢措施，內容應包括：(一)內控系統：機構內部

政策、程序及監控方法之發展現狀；(二)法遵之獨立稽核：選任遵循

法規之人員；(三)一個以上協調並監控日常法遵之獨立單位：建立審

查措施之獨立審計人員；(四)洗錢防制教育訓練：即將進行之員工培

訓計畫256。 

二、 身分確認制度 

該法案要求應以確實可行之方式查證每位開戶者身分，包括該查

證紀錄、姓名、地址及其他有關身分之資料，審查後列出有嫌疑者之

名單，由主管機關提供予資金傳輸機構，以便確定有嫌疑者是否準備

於此開戶257。 

三、 交易報告制度 

該法案規定若單筆交易金額超過 1萬美元，則應按財政部之相關

規定，於適當時間以適當方式向財政部金融犯罪稽查局提交報告，內

容包括交易者姓名、地址及財政部要求之其他個人身分證明資訊、交

易現金之具體數額、交易日期與屬性以及其他財政部要求之資訊258。 

第二項 歐盟 

為防制洗錢，歐盟分別於 1991年、2001年及 2005年，頒布第一、

二及三號洗錢防制指令(Money Laundering Directive,MLD)。第一號

MLD
259建立歐盟對於洗錢防制機制之基本規範，主要對於信貸金融

機構課予洗錢防制義務，特別是對於販毒所得之洗錢措施。第二號

MLD
260則針對特定非金融機構及專業人士，如律師、會計師等課予

洗錢防制義務，該指令對於要求上述機構對使用者身分、紀錄保存及

可疑交易進行報告，並且要求歐盟會員國建立金融情報單位(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FIU)，該單位應負責接收、分析、傳達可疑之交易至

國家相關執法機關。第三號 MLD
261則特別針對恐怖主義資助進行定

                                                      
256

 31 U.S.C. § 5318(h). 
257

 31 U.S.C. § 5318(1). 
258

 31 U.S.C. § 5331. 
259

 Directive 91/308/EEC. 
260

 Directive 2001/97/EC. 
261

 Directive 2005/60/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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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亦加強對金融機構與非金融專業機構之監理，當金融機構無法或

未確定使用者身分時，不允許其保有匿名或虛名帳戶，該指令歷經修

正後，2013 年之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指令262係目前歐盟最新之洗錢

防制規範，該指令除重申會員國皆應成立FIU
263，並擴張其權責範圍。

以下將就該指令之身分確認、交易報告、紀錄保存等制度進行探討。 

一、 身分確認制度 

依據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指令第 9條規定264，會員國應禁止其信

用或金融機構設置匿名帳戶，現存之匿名帳戶應儘快改為實名帳戶。

該指令第 10條復規定265，在使用者與第三方支付機構建立商業關係

及其他情況時，支付機構須進行使用者身分確認，包括：(一)單筆或

有關聯之數筆交易，金額達 1500歐元以上；(二)自然人或法人之單

筆或有關聯之數筆商品交易，使用現金交易而金額達7500歐元以上；

(三)單筆或有關聯之數筆賭博交易，金額達 2000歐元以上；(四)有洗

錢或恐怖活動融資之嫌疑；(五)對已獲得之用戶資料之真實性及適當

性產生懷疑。 

該指令亦要求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身分確認措施及其具體程

序，其具體程序依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指令第 11條規定包括266：(一)

依可靠、獨立來源之文件、數據或資料以辨識使用者並證明其身分；

(二)識別受益人並以適當方式辨別其身分，以瞭解於信託或其他法律

制度下使用者之所有權及控制架構；(三)評估並適當獲取資訊之目的

與預期之業務關係；(四)持續監管其業務關係，包括全部交易過程之

審查，以確保交易是否符合支付機構、消費者知識、業務及風險狀況

以及在必要時之資金來源，並確保文件、數據及資訊持續更新。此外

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指令第 13條規定267，若會員國等判斷洗錢之風

險較低時，得例外簡化使用者審查程序，參考第三號MLD第 11條

                                                      
262

 Directive 2013/0025(COD). 
263

 Article 31(1), Directive 2013/0025(COD). 
264

 Article 9, Directive 2013/0025(COD). 
265

 Article 10, Directive 2013/0025(COD). 
266

 Article 11, Directive 2013/0025(COD). 
267

 Article 13, Directive 2013/0025(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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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268，儲值金額於 250歐元以下之不可充值電子錢工具，及一年內

交易金額不超過2500歐元之可充值電子錢工具，可免於使用者審查；

反之，若判斷交易之性質洗錢風險可能升高時，依反洗錢與反恐怖融

資指令第16條規定269，第三方支付機構即應加強使用者身分之確認，

若使用者為親自到場，支付機構應採取具體、充分之措施以防範高風

險。 

二、 交易報告制度 

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指令第 32 條規定270，第三方支付機構應特

別注意複雜或異常龐大之交易，以及無明顯經濟效益或不具合法目的

之交易。該機構於知悉或有充分理由懷疑資金為犯罪活動之收益或涉

及恐怖融資時，應通知 FIU。該指令第 31 條亦規定271，當某項交易

涉嫌洗錢或恐怖融資時，會員國應確保賦予 FIU直接或間接採取緊急

行動之權利，以便中止或保留進行中交易，從而分析並確認可疑活

動。 

三、 紀錄保存制度 

PSD 第 19 條規定272第三方支付機構應妥善保存資料 5 年，此外

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指令第 39 條規定273，第三方支付機構應保存使

用者之調查資料、業務關係及交易資料，以便作為證據必要之複本或

參考，使 FIU和其他主管機關日後得以預防、偵查或調查可能之洗錢

或恐怖融資，上述資料並應保存至用戶關係中止後5年。期間屆滿後，

支付機構即應刪除該資料，除非法律要求該機構進一步保留資料，否

則得刪除個人資料。僅在出於預防、發現和調查洗錢和恐怖融資目的

情況下，會員國方可要求進一步保留資料。惟保留期限最長不應超過

用戶關係結束後 10年。 

                                                      
268

 Article 11(5) (d), Directive 2005/60/EC. 
269

 Article 16, Directive 2013/0025(COD). 
270

 Article 32, Directive 2013/0025(COD). 
271

 Article 31, Directive 2013/0025(COD). 
272

 Article 19, Directive 2007/64/EC. 
273

 Article 39, Directive 2013/0025(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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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中國 

中國關於洗錢防制之規範雖有 2007 年頒布之反洗錢法，不過其

並未將第三方支付機構納入監管範圍，是以關於支付機構主要係以支

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相繩，並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管

機關，要求支付機構應建立身分確認、交易報告以及使用者資料與交

易紀錄之保存。 

一、 身分確認制度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支付機構應

按規定核對客戶之有效身分證件或其他有效身分證明文件，並登記客

戶身分基本信息，此外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支付機構應勤勉盡責，建立健全客戶身分識別制度，遵循「瞭

解你的客戶」原則，針對具有不同洗錢或恐怖融資風險特徵之客戶、

業務關係或者交易應採取相應之合理措施，瞭解客戶及其交易目的和

交易性質，瞭解實際控制客戶之自然人和交易之實際受益人。非銀行

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第 6 條亦規定，支付機構應當遵循

「瞭解你的客戶」原則，建立健全客戶身分識別機制。支付機構為客

戶開立支付帳戶的，應當對客戶實行實名制管理，登記並採取有效措

施驗證客戶身分基本信息，按規定核對有效身分證件並留存有效身分

證件複印件或者影印件，建立客戶唯一識別編碼，並在與客戶業務關

係存續期間採取持續的身分識別措施，確保有效核實客戶身分及其真

實意願，不得開立匿名、假名支付帳戶。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

資管理辦法並依照不同支付業務異其身分確認要求。 

(一)網路支付機構 

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網路支付

機構為客戶開立支付帳戶時，應識別客戶身分，登記客戶身分基本信

息，通過合理手段核對其基本信息之真實性。若為單位客戶應核對客

戶有效身分證件，並留存有效身分證件影本或影印件。若個人客戶出

現下列情形時，應核對其有效身分證件，並留存有效身分證件影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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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件：1.辦理單筆收付金額人民幣 1 萬元以上或外幣等值 1000 美

元以上支付業務者；2.全部帳戶 30 天內資金雙邊收付金額累計人民

幣 5 萬元以上或外幣等值 1 萬美元以上者；3.全部帳戶資金餘額連

續 10 天超過人民幣 5000 元或外幣等值 1000 美元者；4.通過取得網

上金融產品銷售資質的網路支付機構買賣金融產品者；5.中國人民銀

行規定的其他情形。若為未開戶客戶，依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

資管理辦法第 13條規定，如單筆資金收付金額人民幣 1 萬元以上或

外幣等值 1000 美元以上者，應於辦理業務前要求其登記本人姓名、

有效身分證件種類、號碼和有效期限，並通過合理手段核對該有效身

分證件信息之真實性。若為特約商戶，依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

資管理辦法第 14條規定，應識別特約商戶身分，並瞭解其基本情況，

登記身分基本信息，核實有效身分證件，並留存有效身分證件影本或

影印件。 

(二)預付卡機構 

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預付卡機

構向購卡人出售記名預付卡或一次性金額人民幣 1 萬元以上之不記

名預付卡時，應識別購卡人身分，登記其身分基本信息，核對有效身

分證件，並留存有效身分證件影本或影印件。代理他人購買記名預付

卡者，預付卡機構應採取合理方式確認代理關係存在，對被代理人採

取前款規定之客戶身分識別措施時，應登記代理人身分基本信息，核

對有效身分證件，並留存有效身分證件影本或影印件。支付機構反洗

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18 條另規定，預付卡機構辦理贖回業務

時，應識別贖回人身分，登記其身分基本信息，核對有效身分證件，

並留存有效身分證件影本或影印件。此外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

資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在出現以下情況時，支付機構應重新識別

客戶：1.客戶要求變更姓名或名稱、有效身分證件種類、身分證件號

碼、註冊資本、經營範圍、法定代表人或者負責人等者；2.客戶行為

或交易情況出現異常；3.先前獲得之客戶身分資料存在疑點；4.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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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認為應重新識別客戶身分之其他情形。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

資管理辦法第 24 條亦有規定重新識別客戶之其他「再確認」措施，

例如：1.要求客戶補充其他身分資料；2.回訪客戶；3.實地查訪；4.

向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門核實；5.其他可以依法採取的措施。 

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第 11 條另對於個人支付

帳戶進行分類管理： 

(一) I類支付帳戶 

對於以非面對面方式通過至少一個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進行身分

基本信息驗證，且為首次在本機構開立支付帳戶的個人客戶，支付機

構可以為其開立 I類支付帳戶，帳戶餘額僅可用於消費和轉帳，餘額

付款交易自帳戶開立起累計不超(人民幣)1000 元(包括支付帳戶向客

戶本人同名銀行帳戶轉帳)。 

(二) II類支付帳戶 

對於支付機構自主或委託合作機構以面對面方式核實身分的個人

客戶，或以非面對面方式通過至少三個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進行身分

基本信息多重交叉驗證的個人客戶，支付機構可以為其開立 II 類支

付賬戶，賬戶餘額僅可用於消費和轉賬,其所有支付賬戶的餘額付款

交易年累計不超過 10 萬元(不包括支付賬戶向客戶本人同名銀行賬

戶轉賬)。 

(三) III類支付帳戶 

對於支付機構自主或委託合作機構以面對面方式核實身分的個人

客戶，或以非面對面方式通過至少五個合法安全的外部渠道進行身分

基本信息多重交叉驗證的個人客戶，支付機構可以為其開立 III 類支

付賬戶，賬戶餘額可以用於消費、轉賬以及購買投資理財等金融類產

品，其所有支付賬戶的餘額付款交易年累計不超過 20 萬元(不包括支

付賬戶向客戶本人同名銀行賬戶轉賬)。 

再確認機制方面，支付業務辦法第 22條規定，支付機構可以組合

選用下列三類要素，對客戶使用支付賬戶餘額付款的交易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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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僅客戶本人知悉的要素，如靜態密碼等；(二)僅客戶本人持有並

特有的，不可複製或者不可重複利用的要素，如經過安全認證的數字

證書、電子簽名，以及通過安全渠道生成和傳輸的一次性密碼等；(三)

客戶本人生理特徵要素，如指紋等。支付機構應當確保採用的要素相

互獨立，部分要素的損壞或者洩露不應導致其他要素損壞或者洩露。 

此外為引導支付機構提高交易驗證方式的安全性，加強客戶資金

安全保護，支付業務辦法第 24 條規定支付機構應根據交易驗證方式

的安全級別，按照下列要求對個人客戶使用支付賬戶餘額付款的交易

進行限額管理：(一)支付機構採用包括數字證書或電子簽名在內的兩

類(含)以上有效要素進行驗證的交易，單日累計限額由支付機構與客

戶通過協議自主約定；(二)支付機構採用不包括數字證書、電子簽名

在內的兩類(含)以上有效要素進行驗證的交易，單個客戶所有支付賬

戶單日累計金額應不超過 5000 元(不包括支付賬戶向客戶本人同名

銀行賬戶轉賬)；(三)支付機構採用不足兩類有效要素進行驗證的交易，

單個客戶所有支付賬戶單日累計金額應不超過 1000 元(不包括支付

賬戶向客戶本人同名銀行賬戶轉賬)，且支付機構應當承諾無條件全

額承擔此類交易的風險損失賠付責任。 

二、 交易報告制度 

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中國反洗錢

監測分析中心負責支付機構可疑交易報告之接收、分析和保存，並按

照規定向中國人民銀行報告分析結果，履行中國人民銀行規定之其他

職責。於可疑交易報告之標準部分，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

理辦法第34條規定，支付機構應根據該機構之客戶特徵和交易特點，

制定和完善符合該機構業務特點之可疑交易標準，同時向中國人民銀

行、總部所在地之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和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

備案。 

此外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36 及 38 條規定，

支付機構應結合客戶身分信息和交易背景，對客戶行為或交易進行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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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析，有合理理由判斷與洗錢、恐怖融資或其他犯罪活動相關者，

應於發現可疑交易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由其總部以電子方式向中

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報告。可疑交易報告之具體格式

和報送方式由中國人民銀行另行規定。 

支付機構應將已上報可疑交易報告的客戶列為高風險客戶，持續

開展交易監測，仍不能排除洗錢、恐怖融資或其他犯罪活動嫌疑者，

應於 10 個工作日內向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報告，

同時以書面方式將有關情況報告總部所在地之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

構。支付機構應完整保存對客戶行為或交易進行識別、分析和判斷之

工作記錄及是否上報的理由和證據材料。支付機構在履行反洗錢義務

過程中，發現涉嫌犯罪者，應立即報告當地公安機關和中國人民銀行

當地分支機構，並以電子方式報告中國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 

三、 紀錄保存制度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34 條規定，支付機構應按規定

妥善保管客戶身分基本信息、支付業務信息、會計檔案等資料。該辦

法之實施細則第 39 條亦規定，支付機構對客戶身分信息和支付業務

信息之保管期限自業務關係結束當年起至少保存 5年。司法部門正在

調查之可疑交易或違法犯罪活動涉及客戶身分信息和支付業務信息，

且相關調查工作在前款規定的最低保存期屆滿時仍未結束者，該機構

應將其保存至相關調查工作結束。 

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26條至第 29條則規定，

支付機構應妥善保存客戶「身分資料」和「交易紀錄」，保證能夠完

整準確重現每筆交易。應保存之客戶身分資料包括各種記載客戶身分

信息的資料、輔助證明客戶身分的資料和反映該機構開展客戶身分識

別工作情況的資料。應保存之交易紀錄應包括反映以下信息的資料、

業務憑證、帳簿和其他資料：（一）交易雙方名稱；（二）交易金額；

（三）交易時間；（四）交易雙方之開戶銀行或第三方支付機構名稱；

（五）交易雙方的銀行帳戶號碼、支付帳戶號碼、預付卡號碼、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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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編號或者其他記錄資金來源和去向之號碼。本辦法未要求開展客

戶身分識別的業務，支付機構應按照保證完整準確重現每筆交易之原

則保存交易紀錄。支付機構應建立客戶身分資料和交易紀錄保存系統，

即時記載操作紀錄，防止客戶身分資訊和交易紀錄的洩露、損毀和缺

失，保證客戶資訊和交易資料不被篡改，及時發現並記錄任何篡改或

企圖篡改的操作。 

支付機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管理辦法第 31 條另規定，支付機

構應按照下列期限保存客戶身分資料和交易紀錄：（一）客戶身分資

料，自業務關係結束當年計起至少保存 5 年；（二）交易紀錄，自交

易記帳當年計起至少保存 5 年。如客戶身分資料和交易紀錄涉及反

洗錢和反恐怖融資調查，且調查工作在前款規定之最低保存期屆滿時

仍未結束者，支付機構應將其保存至調查工作結束。同一介質上存有

不同保存期限客戶身分資料或者交易紀錄者，應按最長期限保存。同

一客戶身分資料或者交易紀錄採用不同介質保存者，至少應按照上述

期限要求保存一種介質的客戶身分資料或者交易紀錄。法律、行政法

規和規章對客戶身分資料和交易紀錄有更長保存期限要求者，遵守其

規定。 

又為有效識別客戶支付行為、開展風險防控、保障交易安全及維

護客戶權益，支付業務辦法第 14 條規定，支付機構應當確保交易信 

息的真實性、完整性、可追溯性以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不得

篡改或者隱匿交易信息。交易信息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內容：(一)交易

渠道、交易終端或接口類型、交易類型、交易金額、交易時間，以及

直接向客戶提供商品或者服務的特約商戶名稱、編碼和按照國家與金

融行業標準設置的商戶類別碼；(二)收付款客戶名稱，收付款支付賬

戶賬號或者銀行賬戶的開戶銀行名稱及賬號；(三)付款客戶的身分驗

證和交易授權信息；(四)有效追溯交易的標識；(五)單位客戶單筆超

過 5 萬元的轉賬業務的付款用途和事由。該辦法第 16條亦規定，對

於客戶的網絡支付業務操作行為，支付機構應當在確認客戶身份及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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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意願後及時辦理，並在操作生效之日起至少五年內，真實、完整保

存操作記錄。客戶操作行為包括但不限於登錄和注銷登錄、身分識別

和交易驗證、變更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調整業務功能、調整交易限

額、變更資金收付方式，以及變更或掛失密碼、數字證書、電子簽名

等。 

第四項 比較 

一、 身分確認制度 

國際上均要求第三方支付機構應以確實可行之方式查證使用者

身分，如美國銀行保密法規定支付機構應對使用者註冊時提供之個人

資訊進行審查，以確保使用者資訊之正確性，其可依據機構本身之資

產、大小、座落地點，以建立不同之身分確認制度。愛國者法案則要

求應以確實可行之方式查證每位開戶者身分，包括該查證紀錄、姓名、

地址及其他有關身分之資料，審查後列出有嫌疑者之名單，由主管機

關提供予支付機構，以便確定有嫌疑者是否準備於此開戶。然由於第

三方支付服務通常使用者人數眾多，交易筆數多但金額不大，若須對

每位使用者實施嚴格之身分確認制度，將對支付機構造成莫大負擔。 

於支付機構之成本與洗錢防制二者間取捨，歐盟採取折衷方式以

交易金額劃分，僅於儲值金額 250歐元以上之不可儲值電子錢工具，

及一年內交易金額超過 2500 歐元之可儲值電子錢工具，方須進行身

分確認。中國則針對單筆收付金額人民幣 1 萬元以上或外幣等值

1000 美元以上支付業務者、全部帳戶 30天內資金雙邊收付金額累計

人民幣 5 萬元以上或外幣等值 1 萬美元以上者、全部帳戶資金餘額

連續 10 天超過人民幣 5000 元或外幣等值 1000 美元者以及通過取得

網上金融產品銷售資質的網路支付機構買賣金融產品者須進行身分

確認。而甫實施之支付業務辦法將使用者帳戶分級，細緻化區分各級

帳戶之身分確認程序與交易限額，與美國與歐盟相較下，應屬較為完

善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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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報告制度 

國際上通常規定單筆金額超過一定數額或可疑異常交易時，應通

知主管機關，惟顧及犯罪者可能以化整為零之方式進行洗錢，美國銀

行保密法亦將洗錢防制之門檻降低，個人從事交易達 1萬美元以上，

應填寫貨幣交易報告，然若為購買貨幣性金融商品，則降低該門檻，

僅需涉及之金額超過 3000 美元，即須履行報告義務。歐盟與中國對

此似無明確門檻限制，而係交由支付機構認定對於使用者而言是否屬

於異常龐大或可疑交易。 

三、 紀錄保存制度 

國際上皆要求第三方支付機構負有保存使用者交易資料、業務資

料之義務，該年限多依 FATF之建議設為 5年，以有效防制洗錢，然

若相關法律規範保存年限較長或司法單位現正調查者，為符合其特殊

需求，則可能例外延長至超過 5年。此外為免使用者之個人隱私權於

洗錢防制機制中過度犧牲，以及杜絕支付機構濫用所保存資料，歐盟

更明確規範若超過法定年限，支付機構即應將資料予以刪除。 

第五節 小結 

觀察國際上之市場准入、使用者資金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

洗錢防制等機制後，各國雖因國情不同而著重之面向不一，然其法制

與監理皆有值得借鏡之處。關於市場准入機制之資本義務部分，若站

在協助中小型企業成長及鼓勵創新之角度觀之，過高之資本義務並不

利於第三方支付之發展及創新，應可透過其他如維持資產淨值或提供

擔保等制度，於增進中小企業成長同時兼顧市場安全之維護。 

就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之投資限制而言，國際上對於使用者資金

得否用於投資之規範未有共識，然從發展第三方支付之角度檢視，若

完全限制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投資，將閒置大量之使用者資金，不利

支付機構之運作。權衡使用者資金安全與資金妥善運用後，似應肯認

得將使用者資金用以投資於低風險、流動性佳之資產，並規範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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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此種模式較為可採。至於使用者資金利息歸屬部分，理論上使

用者資金所生之利息屬於法定孳息，應歸屬於使用者，惟若支付機構

支付利息予使用者，則可能有違法從事銀行業務之嫌。此外實際操作

層面亦有其困難存在，蓋每位使用者之資金於支付機構帳戶之多寡與

滯留期間皆不相同，且多屬小額交易，單筆產生之利息有限，若支付

機構需支付利息，分別針對各使用者每筆交易金額進行分配，操作成

本甚或高於利息收入總額。然若歸屬於支付機構所有，則可能使其不

當得利，甚或導致支付機構為追求利息收益而降低支付效率。是以美

國將使用者資金作為存款保險保險費之作法似較為妥適，此外亦有文

獻認為可將使用者資金利息作為第三方支付服務之風險基金274，設立

一專門之風險基金帳戶，用以確保第三方支付交易體系之穩定與安全
275，此一見解亦殊值傾聽。 

又觀察國際上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之維護隱私權部分，對於使用

者隱私權保障多以規範第三方支付機構蒐集、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

之要件，明確資料當事人之權利，例如對資料之接近使用權、於資料

提供予第三人時之拒絕權等，以及課予支付機構確保使用者資料安全

性之義務。而洗錢防制機制部分，由於第三方支付與金融機構難以完

全分開，因此國際上通常直接適用金融體系之洗錢防制措施。美國之

銀行保密法及愛國者法案課予金融機構一定之洗錢防制義務，故支付

機構亦適用之。除原有之洗錢防制體系外，歐盟於 PSD2 及 EMD 加

入洗錢防制之相關規定。中國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亦要求

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規定之洗錢防制措施，使第三方支付機構成為洗

錢防制過程中重要之一環。而國際上對於洗錢防制多遵循 FATF之 40

項建議及 9項特別建議，主要包括建立身分確認、交易報告以及紀錄

保存等制度，以杜絕不法資金之流動。 

 

                                                      
274

 張春燕，第三方支付平臺沉澱資金及利息之法律歸屬初探─以支付寶為樣本，河北法學，29

卷 3期，頁 78-84，2011 年。 
275

 王罡、李鍇樂，我國網絡第三方支付的發展及風險探析，中國信用卡，6 月號，頁 51-53，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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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灣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相關爭議 

從前，於未有法律明文規範下，第三方支付除面臨可能違反銀行

法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問題外，亦曾遭遇不得經營信用卡支付

業務之困境276，不僅限制第三方支付的發展並有管制過嚴之疑慮277。

因應此等情形，西元(下同)2010年 2月立法機關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

管理辦法第 26 條第 8 款規定，認如該信用卡交易金額已取得銀行十

足之履約擔保或全部交付信託，並經收單機構審核屬實，收單機構得

依特約商店指示將款項撥付予網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放寬使第

三方支付業者得經營信用卡支付業務278。同年 8月，行政院將第三方

支付服務之儲值業務，納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範圍。其後，行

政院著眼於促進臺灣相關產業發展及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決議擬定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2014 年 9 月通過金管會擬具公布的草

案，並經立法院 2015年 1月三讀通過，除開放基本之代收代付業務、

儲值業務、線下交易(Online to Offline,O2O)外，亦可用於購買主管機

關核准之低風險基金、簡易保險等金融商品。本章節將探究臺灣第三

方支付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訂定施行前之相關爭議問題，以主題式

分類為資金傳輸、收受存放資金、信用卡代收單與跨境交易，並評析

該等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是否已獲妥善解決，至於新法之介紹則留待下

一章節詳細論述。 

第一節 資金傳輸之相關爭議 

第三方支付機構(以下簡稱支付機構)所經營最主要業務即為提供

有關資金傳輸之服務，亦即透過第三方支付平臺，在付款人與受款人

間傳輸該筆交易款項以進行資金清算之服務，於臺灣常以「代收轉付」、

「代收代付」稱之，而其可能面臨之問題為是否與銀行法之「匯兌」

                                                      
27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7)年金管銀（四）字第 09700443310 號函。 
277

 賴文智，數字科技案攪動臺灣第三方支付的春水？，北科大專利技轉電子報，16 期，2014

年，http://www.is-law.com/post/4/1155(最後瀏覽日：2016/8/22)。 
27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金管銀票字第 09940004920 號函。 

http://www.is-law.com/post/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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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相符，而原則不得由非金融機構從事該業務。 

第一項 代收轉付之法律關係 

以代收轉付業務之法律關係而言，其流程必須由第三方支付機構、

付款人與受款人三方共同組成，故代收轉付制度之當事人法律關係得

以三方面進行論述，分別為付款人與支付機構之法律關係、受款人與

支付機構之法律關係及支付機構與交易雙方之法律關係，至於交易雙

方之法律關係多為成立買賣契約，自不待言。 

第一款 付款人與支付機構 

付款人利用第三方支付機構提供之代收轉付服務，作為給付價金

予交易相對人之方式時，付款人必須移轉價金至支付機構，再由支付

機構移轉予交易相對人，以完成代收轉付之流程。對此，支付機構與

付款人之法律關係可依據付款人移轉款項予支付機構及支付機構移

轉款項至受款人時，區分為內部與外部法律關係。 

首先，就內部法律關係而言，付款人委託支付機構代付價金前，

必須先行與支付機構簽訂委任契約，並授予支付機構移轉價金之權限，

依民法第 528條279雙方屬於委任關係，即付款人委託支付機構代收款

項，並於一定條件成就時將款項轉付給賣方，即為該委任契約之內容。

待支付機構接受付款人之委任後，得依據民法第 545條280向付款人請

求預付已發生之買賣價金，並依據付款人之價金移轉指示完成給付行

為。惟支付機構移轉價金前對付款人支付款項負保管責任，且必須依

據付款人指示移轉款項之債權予受款人，該行為屬民法 589條281之寄

託契約，又依民法第 603條282若寄託契約之標的物為金錢時，推定其

適用消費寄託契約規範。故支付機構收受、保管與移轉付款人支付款

項之行為，應為委任及消費寄託之混合契約。 

其次，以外部法律關係而言，付款人依據民法 167條283授與支付

                                                      
279

 民法第 528 條：「稱委任者，為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爲處理之契約。」 
280

 民法第 545 條：「委任人因受任人之請求，應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 
281

 民法第 589 條第 1 項：「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 
282

 民法第 603 條：「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 
283

 民法第 167 條：「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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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代理權，使支付機構得以付款人名義，代理付款人向受款人履行

支付價金行為284。付款人於買賣契約之給付價金義務，因授予支付機

構代理移轉價金權限及移轉價金行為而履行。 

第二款 受款人與支付機構 

受款人與付款人對於標的物種類與價金數額意思合致，買賣契約

即成立，而交易雙方因此買賣互負標的物移轉及價金移轉義務。支付

機構提供交易雙方之代收轉付服務，使付款人得藉由支付機構移轉價

金予受款人，受款人因此取得價金。換言之，代收轉付使交易雙方得

藉由第三者提供之價金移轉服務，完成契約價金移轉義務。受款人與

支付機構間，亦可區分為內部法律關係與外部法律關係。 

於內部法律關係中，支付機構受受款人之委任，代理受款人向付

款人收取價金，待支付機構收取價金後即通知受款人。由於支付機構

為受款人之受託人，依據民法第 541條第 1項285支付機構所收取之金

錢，應交付於委任人，是以付款人移轉價金至支付機構，基於支付機

構與受款人間之內部委任關係，即已履行付款人之移轉價金義務，故

出賣人取得支付機構已收取價金之通知，應負移轉買賣標的物所有權

予付款人之責任。另一方面，當支付機構收取付款人移轉之價金時，

即負擔保管受款人財產之責任，雙方應成立民法第 589條之寄託契約，

且依民法第 603條推定為消費寄託契約，故支付機構為受款人保管價

金應適用消費寄託契約之規範。而支付機構與受款人間之法律關係，

為具備委任及消費寄託契約型態之混合契約。 

就外部法律關係而言，買賣契約之相對人約定以代收轉付作為給

付方式時，即代表付款人向支付機構進行清償，等同向受款人為之。

以付款人之立場，支付機構已取得買賣契約之受款人授權，並具備代

                                                                                                                                                        
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284

 惟文獻上亦有認為，為清楚認定發生清償之時點與分配支付機構支付不能所生之交易風險，

第三方支付機構對於付款人交付款項之行為，僅係履行內部委任關係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

收取之金錢的交付義務，而無替付款人付款之意思，付款人亦無授予支付機構代理權之必要，詳

參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32-133。 
285

 民法第 541 條第 1 項：「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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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受款人向他人收取買賣價金之權限，當付款人移轉約定之價金數額

予支付機構，即屬向有受領權之人為清償，依民法第 309條規定對於

受款人應生清償之效力，亦即付款人即完成移轉交易價金之義務。 

第三款 支付機構與交易雙方 

第三方支付機構於代收轉付服務中，由於包含交易當事人委託第

三方支付機構完成交易款項之代收與代付，故文獻上有認為支付機構

同時與交易雙方分別成立委任契約，並於委任契約中授予代理權，換

言之，支付機構為雙方代理人286。又民法第 106條287禁止雙方代理，

故支付機構之雙方代理行為似因違反法律規定，有踰越代理權限之可

能而導致本人之權益受到侵害，應屬效力未定之法律行為。然代收轉

付之目的，即在於代理買賣契約相對人履行因買賣契約而發生之債務，

故支付機構代理買賣相對人之雙方代理法律效力，應於買賣雙方約定

清償方式時即已生效，亦即其由於代收轉付之目的係為履行雙方之債

務進而完成買賣契約，或謂此一雙方代理係得交易雙方之允諾，因此

依民法第 106條但書之規定，例外不受雙方代理之禁止限制。 

第二項 銀行法與主管機關見解 

按銀行法第 29 條規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並依

銀行法第 125 條規定，得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

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金。但現行銀行法並未對「匯兌」

明確定義，參照法院實務見解及台融局(ㄧ)字第 85249505號函釋288，

銀行法第 29條第 1項所稱之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傳輸，

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收付

異地間款項，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移轉之

行為。 

                                                      
286

 謝孟珊，同前註 110，頁 16。 
287

 民法第 106 條：「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 人

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 
288

 財政部(85)年台融局(ㄧ)字第 85249505 號：「銀行法上所謂「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

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

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至於私營兌換外幣業務，除

可能構成管理外匯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罪外，並無銀行法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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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見解，進行代收轉付之支付機構於資金傳輸過程中，並非透

過現金傳送，而係經由銀行存款帳戶或信用卡進行收款，為使用者進

行款項支付與收取清算之服務，以完成使用者間有關交易之債權債務

關係。故支付機構所進行之資金傳輸業務，確實符合匯兌之定義，與

銀行法第 29 條似有扞格之處，支付機構應不得經營該項業務。且實

務上亦認為，代理收付款項應屬匯兌業務，因代收款項乃是借助於兩

地銀行間資金清算之體系，辦理收受及解付之業務，其與匯兌業務同

為兩地資金之交流，資金清算過程與匯兌業務相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對於第三方支付原本持保

留態度，惟 2010 年金管會正式發金管銀票字第 09900373990 號函表

示資金傳輸並無違法之虞289：「第三方支付服務係基於買賣雙方之實

際交易後，透過銀行支付體系所為之代收轉付，並無涉及銀行法第 29 

條所定吸收大眾資金之疑慮，故係屬一般商業交易支付形態，尚無制

訂金融法規納入金融監理之必要。」從該函可以得知，有所疑慮之處

在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是否涉及銀行業務，若有則必須以銀行法管制，

反之，如未涉及銀行業務，則非金融機構之第三方支付機構所承辦之

代收轉付業務應為合法，不需事先申請許可。 

第三項 小結 

文獻上有認為支付機構進行資金傳輸之業務，應屬銀行法第 3條

所示之「代理收付款」，然該業務非屬銀行法第 29條所示匯兌之範圍

內，而不得經營之。其主要原因乃匯兌與代理收付款在本質上並不相

同，代理收付款需具有特定交易目的，亦即基於原因事實(實質交易)

而進行。簡言之，支付機構進行代理受款人收取付款人支付款項後，

若因該筆交易取消原因行為消滅，則價金移轉亦將失所附麗失其效力，

交易雙方不需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價金之返還。而匯兌則不問資

金傳輸背後的原因事實，具有無因性，乃是單純依照付款人之指示而

發動。 

                                                      
28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金管銀票字第 099003739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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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若同實務見解所示，則現今便利超商代收付款，由於亦是收取

付款人之交易款項後，經由超商之銀行帳戶轉帳予受款人，似亦屬於

匯兌之業務範圍，則該項業務之經營則早已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之規

定，應禁止經營之。故本論文以為上述法院以及台融局(ㄧ)字第

85249505 號函釋將代收轉付業務包括在匯兌業務範圍內，恐有過度

解釋之餘，金管銀票字第 09900373990號函肯定第三方支付中代收轉

付機制之合法見解較為可採。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後，其第 3條第 1項已規定得經營之

業務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

戶間款項移轉」，其中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即為代收轉付制度之明

文規範，故新法施行後代收轉付服務於臺灣已無合法性之疑慮，然僅

單純提供貨幣傳輸型服務之支付機構應不多見。 

又本條例第 3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如僅經營網路交易中之代理收

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且其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之一年日平均餘額未

逾新台幣 10 億元，即非本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應不受本條例

規範，仍由經濟部依既有機制進行管理，包括應符合經濟部公告之第

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依洗錢防制法辦

理洗錢防制事宜及依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

路交易評鑑要點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等。故電子

支付機構如非以第三方支付為主要業務，無提供預先儲值或帳戶間款

項移轉服務，而僅係便利網路交易附隨性地提供代收轉付服務，於經

營管理成本與法令監管密度之權衡下，仍有可能選擇採用單純代收轉

付型之營運模式。 

第二節 收受儲值款項之相關爭議 

第三方支付機構所提供之服務亦包含兩項業務，其一為收受儲值

款項服務，即在買賣交易前，使用者得將不定額之資金預先存放於該

機構之帳戶；其二為餘額支付服務，即將交易完成後使用者之貨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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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第三方支付平臺，以便未來支付之用。對於因透過第三方支付服

務進行交易收款而存放於第三方支付帳戶之款項餘額，一般稱為「自

然餘額」，其基於實質交易產生，並非向社會不特定多數人預收款項，

因此並無違反銀行法非銀行不得收受存款的規定，惟實際上由於支付

機構乃係對社會不特定大眾提供服務，雖屬自然餘額仍與儲值款項同

樣存放於第三方支付帳戶，消費者權益仍有特別保護必要。至於預付

儲值似與銀行法第 29 條有關「收受存款」之專屬業務有所牴觸，然

若將預付儲值之服務視為購買預付型商品，其服務內容亦可能涉及電

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等問題，故本論文以下將聚焦於第三方支付機構

收受儲值款項與銀行法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相關爭議。 

第一項 銀行法 

第一款 銀行法相關規定 

第三方支付除代收轉付資金外，國外多數機構亦提供儲值之功能，

讓使用者得將資金儲存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供未來交易之使用，然預

收款項可能觸犯銀行法明文禁止之違法吸金罪290。按銀行法第 29 條

及第 125條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

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違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非銀行違法吸金，除侵害人民財產外，亦對於社會秩序安定妨礙甚鉅，

因此乃透過系爭規定杜絕非法收受存款之風險。 

至於是否為「收受存款」，見諸於銀行法第 5條之 1與第 29條之

1規定。銀行法第 5條之 1規定，收受存款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

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其

可分為以下要件291：(一)對外公開表示受託收存資金款項292；(二)收

                                                      
290

 依據銀行法違法吸金罪之規定，可分為銀行法第 29 條之典型違法吸金罪與第 29 條之 1 的非

典型違法吸金罪，於此可能該當者為前者。蓋銀行法第 29 條之 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

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

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而目前儲值業務皆未約定或給付與本

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獲其他報酬。 
291

 金桐林，銀行法，三民出版社，七版，頁 43-44，2011 年。 
292

 參照司法院院字第 2033 號解釋對於公然之定義，指以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聞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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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款項或吸收資金293；(三)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

事項，惟不以給付利息為必要294。支付機構收受資金，係向不特定多

數使用者提供服務，屬公開表示收受資金款項之行為，而使用者不欲

使用儲值金額時，必然能把儲值金額完全取出，且支付機構對於存放

資金之使用者有無給付利息，皆不影響，故符合銀行法第 5條之 1規

定之要件。 

銀行法第 29條之 1復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

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

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

論。」。參照前述對於第三方支付之說明，消費者將資金置放於第三

方支付帳戶，以支付機構名義存放於銀行之情況有二，一為買賣交易

未產生前之儲值(預付儲值)，二為交易買賣完成之收款餘額存放於第

三方支付帳戶而未領取(暫留款項)。由於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立法目

的在於遏阻地下投資公司295，而支付機構之帳戶餘額並未提供利息與

使用者，且其向使用者收受資金為單純之金錢消費寄託，顯與銀行法

第 29條之 1規定要件不符。是以文獻上有認為，銀行法第 29條之 1

並非第三方支付帳戶儲值及餘額存放所須關注之法律議題，第三方支

付並未違反銀行法第 29條之 1
296。 

綜上可發現銀行法對於存款具有幾個重要特徵，首先對外公然表

示收存資金款項並約定返還，且無論是否計算利息。再者交付款項之

內容則不限財產、勞務或擔保之提供且屬於被動收受之性質。支付機

構提供存放資金之服務，無論預付儲值或餘額支付，皆屬於對使用者

                                                                                                                                                        
為已足，否則如企業收受職工儲蓄(即一般所稱員工存款)，實務上認為僅係私人間金錢消費借貸，

而非收受存款之行為。 
293至於應收多少人數或款項始足已達到既遂經營，財政部對此並未加以說明。有謂違法收受存款

之犯罪類型既屬結果犯，則只要有收受一人以上之資金款項即屬既遂；也有謂依不特定多數人而

論，至少應有三人以上者，始達既遂。一般認定只要有收受外來之現金、票據，或經放款轉帳而

負償還義務，即屬收受存款。 
294

 如約定不必返還本金或為相當於本金之其他給付者即為贈與，則非屬金錢消費寄託之吸收存

款行為。 
295

 蓋 1989 年時地下投資公司猖獗，嚴重響經濟金融秩序安定，為保障社會大眾權益，以及作為

主管機關取締非金融業不法吸收資金行為之依據，故增訂該條規定。 
296

 謝孟珊，同前註 59，頁 20。 



121 
 

收存款項，應屬銀行法所規定之收受存款之範圍，縱使第三方支付機

構皆透過使用者條款約定不給付利息抑或是限約定小額儲值，亦仍無

法避開銀行法對收受存款屬專營事業之規定，因此於銀行法規定下，

支付機構若仍執意經營收受儲值款項，則可能有觸法之嫌。 

第二款 國際立法例參考 

美國紐約州銀行局(New York State Banking Department，簡稱

NYSBD) 曾經表示 PayPal 收受使用者資金可能涉及不法銀行業務

(illegal banking activities)，然於 2002年經過調查後，變更見解轉而認

為其係以代理人之身分從事銀行業務，與銀行和存款戶間關係並不相

同，非屬金融機構，故不受相關法令之限制，其主要理由在於297： 

(一 )PayPal 所吸收之使用者資金並未出現於其資產負債表中。

(二)PayPal 僅為代理人(agent)，收取之資金皆存入銀行，其並未從中

獲取利益，與銀行吸收存款之後轉作放款獲利之行為有別。(三)從

PayPal 與使用者間服務契約觀之，紐約法下銀行與存款人間之債權債

務關係(debtor-creditor relationship)並不適用於 PayPal與其使用用者，

蓋二者應係成立代理關係(agency relationship)。(四)「擔任銀行之角色」

與 PayPal 係「在交易中擔任代理人而涉及銀行服務」之行為並不相

同。(五)無庸強制 PayPal 遵循相關銀行規範，蓋其並不會發生信用風

險、流動風險以及利率風險等銀行法規主要在處理之問題。 

歐盟則於 PSD 第 16 條第 2 款規定，第三方支付機構透過支付服

務向使用者收取之資金不構成歐盟銀行合併監理指令 (Banking 

Consolidation Directive
298

)第 5 條規定之存款。又參考英國 2000 年金

融服務暨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FSMA 2000)

第 22 條規定，所謂存款，乃是約定支付能於將來返還之一定金額，

不問是否支付利息或其他溢價，亦不論係基於要求、約定期限或特定

條件而返還299。因此，有無利息並非存款之判斷要件。然而，英國

                                                      
297

 “Selected regulatory development”, Scott A. Anenberg, 7 NO. 3 Elec. Banking L. & Com. Rep.24, 

2002.，轉引自謝孟珊，同前註 110，頁 24-25。 
298

 Directive 2006/48/EC. 
299

 (原文)Rights under any contract under which a sum of money (whether or not denominated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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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支付服務法(The Payment Service Regulations 2009)針對存款定

義作出補充，該法附錄六 (Schedule 6)增修 FSMA 2000 之命令

2001(Order 2001)第 9AB條，依該規定，基於英國支付服務法第 5條

目的，經許可之第三方支付機構，由使用者基於提供支付服務所收取

之資金，並不構成存款300。 

第三款 主管機關見解 

金管會曾於 2011 年 4 月 7 日之金管銀票字第 10000043180 號函

釋指出，第三方支付營運模式中，買方於進行網路實質交易後，支付

該次交易金額，或主動溢額支付與交易金額顯不相當之款項予第三方

支付機構，由該機構依買方指示撥付賣方之行為，係屬針對實質交易

之逐筆交付辦理代收轉付性質，為一般商業交易範疇，尚無違反銀行

法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問題。因此支付機構僅係對於實質交易

進行交易款項之代收轉付，此種資金傳輸模式主管機關持開放態度已

如前述，惟該函並未提及預付儲值之服務。 

該函末稱：「本案所涉及業者與客戶間權利義務關係、經營責任、

個人資料保護、消費糾紛處理、交易記錄保存機制與用戶資格審核及

身分認證問題，事涉電子商務交易之全面性管理，請本於電子商務主

管機關職權盡速訂定適當管理規範，以利業者遵循及市場健全發展。」，

認為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訂前，對於第三方支付法制仍有不足之

處，應補充訂定相關規範。 

金管會對於儲值業務之立場，於 2013 年 6 月 4 日發布之新聞稿

明確表示除第三方支付目前開放之業務項目外，其中第三點：「鑑於

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儲值業務，因具有收受存款性質，並屬金融核心業

務範疇，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落實洗錢防制及維護金融市場秩序等考

量，金管會主張非銀行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不得經營多用途支付使

                                                                                                                                                        
currency) is paid on terms under which it will be repaid ， with or without interest or a premium， and 

either on demand or at a time or in circumstances agreed by or on behalf of the person making the 

payment and the person receiving.  
300

 (原文)9AB.─ (1)A sum is not a deposit for the purposes of article 5 if it is received by an 

authorized payment institution， an EEA authorized payment institution or a small payment institution 

from a payment service user with a view to the provision of paym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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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儲值業務。」，故金管會曾對非金融機構之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事

儲值業務表達反對之立場。 

然 2013 年 8 月 7 日，行政院為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事儲值業務作

出定調，於行政院發布之新聞稿表明第三方支付儲值適用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其認為第三方支付服務屬於網路儲值，依據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第 14條規定：「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之交易方式，得採

行線上即時交易及非線上即時交易。」其適用模式已包含網路儲值，

是第三方支付機構於符合一定要件下，得適用電子票證之相關法制301，

以該條例作為法源基礎提供儲值服務。而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規

定，儲值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1萬元，業者資本額為新臺幣 3億元。此

外倘金融機構從事第三方支付服務，因用戶儲值之金額係存放於金融

機構中，享有存款全額保障，儲值上限額度依照認證強度不同，最高

可達新臺幣 20萬元302。 

第四款 小結 

從上述國際法制發展可窺見一個趨勢，基於提供支付服務收取之

資金並不構成「收受存款」。文獻上亦有認為存款的特徵之一為「交

付款項係無關於財產、勞務或擔保之提供」303，然而對於第三方支付

儲值服務之提供，各國皆有對應之法規要求必須取得相當營業許可始

得經營該項業務。因此文獻上有認為，參考國際金融法制趨勢，存款

之定義應排除基於特定支付目的之資金收取，不論是預先儲值或留存

款項皆係基於特定目的持有，因此應非銀行法第 5條之 1所規定之「存

款」304。 

此外亦有論者認為第三方支付儲值本質上係向未來不特定交易

                                                      
301

 第三方支付機構欲適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須符合以下要件：(1)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應予
符合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專業經營」電子票證業務之發行機構合作(換言之，第
三方支付機構不應兼營電子票證業務，或可另成立專業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儲值服務僅適用
於買方，賣方收受貨款仍使用一般帳戶(不得使用儲值帳戶)，以不違反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
理規則第 5 條「電子票證之交易，不得為電子票證間之資金移轉」之規定；(3)比照第三方支付
服務使用信用卡模式，由第三方支付機構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簽約，或為其特約機構(而非由 C2C

賣方個人擔任特約機構)。 
302

 廖和明，運用金融科技 開啟新藍海，臺灣銀行家，頁 80，2014年 5月。 
303

 蕭長瑞，銀行法令實務第二冊，華泰文化，七版，頁 5，2012年。 
304

 謝孟珊，同前註 59，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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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收貸款，介於吸收存款、預收貨款之中間行為，不屬於銀行法第 5

條之 1：「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存款或吸收資金」305。至於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之立法目的係為遏阻地下投資公司利用借款、收受投資、

使加入為股東等名義，大量吸收社會資金，以遂行其收受存款之實，

而經營其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故本質上銀行法第 5 條之 1 及第 29

條之 1非第三方支付預付儲值或餘額留存所應處理之法律問題。 

然從銀行法規範存款為銀行專屬業務以保護社會大眾之立法目

的觀之306，對於此類基於特定目的而向社會不特定大眾收取資金以提

供服務之行為，基於同樣理由仍有大眾權益保護需求，故仍應以適當

法制進行管理較為妥適，然監理強度應低於銀行等金融機構之監管307。

為此金管會係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作為第三方支付儲值之法源

依據，以符合銀行法第 29條所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使預付

儲值不至違反銀行法，至此收受儲值款項似無合法性層面之疑慮，惟

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作為依據是否妥適，則非無疑問。 

第二項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依金管會見解，第三方支付之儲值業務屬於多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乃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以下簡稱電子票證條例)所稱之電子票證，

而應符合電子票證之相關法制規範308。該條例第 4條規定，非經主管

機關核准，不得發行電子票證或簽訂特約機構，因此不論第三方支付

機構收受儲值款項是否為銀行法第 5條之 1所規範之存款，皆應符合

電子票證條例之規定，支付機構應經主管機關核准取得電子票證發行

機構之資格。由於第三方支付機構多未取得資格309，故有違反該條例

                                                      
305

 呂雪慧，第三方儲值全面開放，工商時報 A4/綜合要聞，2013年 6月 25 日。 
306

 陳冲，比較銀行法，國家圖書館，三版，頁 24，1998年，存款「因有公開表示之勸誘(Solicitation)，
亦因涉及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以及彼等對金錢返還之期待，構成『應受保障性』，從而方能說
明銀行業為何採取許可制且需接受嚴密監理之原因。」 
307

 謝孟珊，同前註 59，頁 22-23。 
308

 有相反見解認電子票證係為實體交易所設計，主要包括預付型交通電子票證及一般小額消費
使用，立法目的係為預付型交通電子票證能和一般小額消費、電子錢包整合使用，達到多用途支
付使用，故立法目的非為網路交易所設計，詳細論述見林祐任，同前註 22，頁 111。 
309

 電子商務公司 PChome 網路家庭曾經申請成為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但金管會認為與 PChome

簽約之特約機構除了店家以外亦有個人，因個人不符合機構之定義，最後未核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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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慮。 

第一款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相關規定 

第三方支付機構收受儲值款項是否應適用電子票證條例，學說上

容有爭議，茲分述如下： 

一、肯定說 

按電子票證條例第 3條規定，所謂之電子票證係指以電子、磁力

或光學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並含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卡片、

憑證或其他形式之債據，作為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工具。一般認為，所

謂「其他形式之債據」包含虛擬票證，故發行網路電子錢之業者應適

用電子票證條例310。該條例第 14 條另規定，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

之交易方式，得採行線上即時交易及非線上即時交易，其儲存金錢價

值之方式，得採重覆加值式或拋棄式。基此，可以得知電子票證條例

之規範主體為「預付式儲值票證」，且使用上不以實體卡片型態為限，

使用方式亦不限於線上或線下，可為記名或無記名之使用311。 

再按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第 4 條規定：「線上即時交易係

指持卡人利用電子設備或通訊設備，透過各種網路型態，經由特約機

構、加值機構或直接與發行機構即時連線進行交易者，包含特約機構

與發行機構間、加值機構與發行機構間、加值機構或特約機構與其所

屬之端末設備間之即時訊息傳輸。」。所稱網路型態包含「專屬網路」、

「網際網路」以及「行動網路」。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6 條亦規定：「發行機構所發行之電子票證使用於網際網路交易，應

先檢具營業計畫書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因此電子票證包含運用於網

路上，將金錢價值儲存於網路伺服器上之非實體網路電子票證，而第

三方支付機構線上多用途預付儲值應屬電子票證之「非實體票證」，

屬電子票證條例之管制範圍，是以支付機構經營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應

符合電子票證條例。依電子票證條例第 4條規定，發行電子票證應經

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違者依電子票證條例第 30條具有刑事責任。 

                                                      
310

 蕭長瑞，同前註 303，頁 329。 
311

 鄭苑瓊，簡評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科技法律透析，21卷 3 期，頁 5-6，2009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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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定說 

文獻上有認為312，電子票證條例其實從未考慮過將第三方支付一

併納入規範，故無第三方支付之適用。蓋電子票證係從交通電子票證

之觀點出發，是以該條例草案原先將主管機關訂為交通部，而非金管

會或經濟部(網路業主管機關)
313。而於三讀過程中，立委及官員均舉

國外著名之交通電子票證為例314，遍查立法院紀錄，亦從未提及如

PayPal 或支付寶等國外知名網路第三方支付機構。再者網路原生之第

三方支付並無卡片，僅有卡片形式之交通電子票證會有「持卡人」之

概念，而於電子票證條例中，持卡人此一名詞共出現十一次，於電子

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更出現十九次。甚至電子票證條例第 3條

直接將持卡人定義為：「指以使用電子票證為目的而持有電子票證之

人」，此亦證明電子票證條例未曾考慮將完全無卡片之第三方支付納

入管制範圍。至於電子票證條例第 3條所指憑證或其他形式之債據，

應解為與悠遊卡相同或類似之「含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

卡片交通電子票證，此憑證或債據雖未必為卡片形式，然至少係以有

形物搭載之方式315。又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所謂之「網際

網路交易」並非指第三方支付，而係指此種有形之電子票證有運用於

網路交易之可能316。易言之，若未來悠遊卡以晶片形式整合於手機行

動支付，悠遊卡作為特約機構之網際網路交易小額支付工具亦為法之

所許，然不可因此即謂電子票證已涵蓋網路第三方支付。 

第二款 主管機關見解 

行政院於 2013 年 8 月 7 日曾宣佈317，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312

 葉奇鑫、陳品安，同前註 73，頁 20-21。 
313

 立法院公報第 97卷第 21期委員會紀錄，頁 1-22。 
314

 例如新加坡 EZ-link，日本 Suica，首爾 T-money，上海公交卡，香港八達通等，詳參立法院
公報第 97卷第 21期委員會紀錄，頁 1-22。 
315

 立法院公報第 97卷第 30期委員會紀錄，頁 329，葉俊雄副局長詢問如果用手機(搭載是否也
算電子憑證)，丁守中委員回答：就是光學晶片，手機也是晶片夾在裡面。 
316

 例如銀行發行之金融卡透過讀卡機進行網路付款，此種使用模式即為有形卡片使用於網際網

路交易。 
317江院長拍板「第三方支付服務」之管理短期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做為非銀行第三方支
付儲值服務管理法源、中長期應制定專法」，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F8BAEBE9491FC830&s=E7A51BA28056D303(最後瀏
覽日：2016/8/22)。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F8BAEBE9491FC830&s=E7A51BA28056D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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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前，為使第三方支付儲值相關服務能在短期內僅速上路，一來將

請金管會儘速透過銀行公會推動金融機構「網路儲值支付帳戶」機制，

讓銀行與第三方支付機構合作提供儲值服務；二來，將以電子票證發

行管理條例為暫行法源，容許非金融業之第三方支付機構得提供網路

儲值服務，其重點內容包括：(一)第三方支付機構應與專業經營電子

票證業務之發行機構(以下簡稱「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合作，或可另

成立專業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亦即第三方支付機構不應兼營電子票

證業務；(二)儲值服務僅適用於買方，賣方收受貨款仍使用目前一般

帳戶，而不得使用儲值帳戶；(三)比照第三方支付機構使用信用卡之

模式，由第三方支付機構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簽約，成為其特約機構；

(四)單戶儲值金額上限為新臺幣 1萬元，業者資本額維持 3億元。行

政院以電子票證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發行機構發行電子票證之交易

方式，得採行線上即時交易及非線上即時交易」之規定，認其適用模

式已包含網路儲值，故以此作為開放第三方支付機構之法源依據，肯

認第三方支付預付儲值得適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第三款 適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缺失 

依金管會見解，第三方支付機構發展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似已無疑

問，然「儲值業務」與「第三方支付」係分屬於不同商業範疇，於國

際立法例上有將電子錢與第三方支付服務兩種業務分別規範318、亦不

乏有部分國家以同一部法規監管319，故第三方支付得僅適用電子票證

條例抑或尚須另行制定專法，換言之，究應採單一立法或分別規範始

                                                      
318

 例如電子錢於歐盟受「電子錢指令(E-Money Directive, Directive 2009/110/EC) 」規範，而第
三方支付在歐盟屬於支付機構(payment institution)，主要法規為「支付服務指令(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Directive 2007/64/EC，簡稱 PSD)」。雖然電子錢以及支付服務分屬兩部法規規範，但
依照 EMD 說明前言第 12 點，支付系統的營運也可交由電子錢機構經營，PSD 所規範的支付機
構(payment institution)包含電子錢機構。雖將電子錢另立規範管理，但兩部法規的規範架構以及
內容相當類似，EMD 於指令說明前言第 9點特別提到 PSD 關於支付機構的規定在不損及電子錢
機構於本指令的條文所享有的權利的前提下亦適用於電子錢機構，兩部指令應對應參照閱讀。 
319

 例如新加坡2006年「支付系統法(Payment Systems ACT)」將電子錢規範併入於支付系統規範，
依照第2條第3款，本法所稱之「支付系統」皆包含儲值工具營運系統(a system that operates a stored 

value facility)。依照該法第 2 條第 1款，支付系統係指資金移轉系統(fund transfer system)或促進
金錢流通的其他系統，包含任何與此系統相關的任何工具或流程。中國大陸的非金融機構支付服
務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包含網路支付、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
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支付服務，將資金移轉與儲值工具以同一部法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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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善臺灣第三方支付之法制尚非無疑。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本質，係

以資金移轉服務為基礎，而電子票證則係以預付儲值功能為基礎，二

者雖得結合並存於同一套系統運作，然就法制上仍有無法契合之處，，

故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前，儲值業務之開展困難度極高。而

電子票證條例僅就預付儲值進行規範，於法律適用上仍顯不夠周全，

其不妥之處如： 

一、帳戶間無法進行資金移轉 

金管會認為以電子票證條例作為第三方支付制度之暫行法源時，

儲值服務僅適用於付款人，受款人不得使用儲值帳戶，蓋電子票證發

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5條規定，電子票證之交易，不得為電子票證

間之資金轉移。換言之，適用該規則將禁止無實質交易之帳戶間資金

移轉，支付機構並不得經營該項業務，主管機關進而限制儲值服務僅

適用於付款人，受款人收受貨款不得使用儲值帳戶而僅能使用一般帳

戶，亦即與一般傳統交易方式無異，此將降低賣方使用第三方支付服

務之意願320，並限制支付機構發展相關資金傳輸之業務321。且觀察國

外知名第三方支付機構如 PayPal、支付寶，其特色之一即係付款人得

於第三方支付機構開設獨立帳戶，並儲值一定金額，於購物時以之進

行付款，受款人亦得透過於該機構開立之帳戶收受款項，全部交易過

程均得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之架構下完成，故適用電子票證條例而無法

直接於帳戶間進行資金移轉，應與第三方支付之本質有違。 

 

                                                      
320

 馮國昌、江欣玲，台灣第三方支付制度初探，全國律師雜誌，19 卷 2 期，頁 39，2015 年 2

月。 
321

 蓋第三方支付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之最終目的，為達成將第三方支付帳戶轉型成為使用者之個

人電子錢包，使其不必受限於特約商店得直接進行 C2C 之交易行為。若電子帳戶間無法進行資

金移轉，無法實踐個人對個人間電子商務支付交易，等同扼殺儲值服務轉型為電子錢包之可能性。

由於電子票證設計之運作制度，乃專為發行機構、使用者與契約商店間交易之三方法律關係，與

C2C 電子商務模式僅具第三方支付機構、買方與賣方的運作模式不同。電子票證提供商品或對

價服務之一方須與發行機構簽約成為特約商店，依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

發行機構簽訂特約時應確實審核，並加強教育訓練及稽核管理，且定期查核特約機構，以保障持

卡人之權益。該規範完全無法應用於 C2C交易模式，此因 C2C交易之每個使用者都可能為買方

或賣方，無法以傳統特約商店思維管理，遑論對所有使用者實施所謂定期查核。而支付機構僅為

提供資金移轉服務，更無權強制進一步對於賣方進行教育、稽核、管理，因此在適用上更顯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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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儲值金額與單筆交易上限過低 

電子票證條例第 13 條規定，電子票證之儲存金額，不得超過新

臺幣(下同)1 萬元，觀察目前網路交易平臺之商品項目分類，商品金

額至數萬元者比比皆是，1萬元之儲值限額，明顯與使用者需求不符。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前，金管會係以「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

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作為替代方案，設立三級分類，透過

銀行開立實名制儲值支付帳戶，進行不同等級之認證程序以確認使用

者身分，從最寬鬆之手機或電子郵件身分認證至最嚴苛之自然人憑證

驗證，儲值金額分別可達 1萬元、10萬元及 20萬元限制322。惟此帳

戶性質為銀行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乃銀行與第三方支付機構合作

提供之服務，於此規定下第三方支付機構收受儲值款項之性質早已非

電子票證之範圍。 

又依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第 5 條規定，一般之小額交易，

電子票證僅能支付於單筆消費金額在 1千元以下之交易，若需不限金

額交易，則屬第二級電子票證規範。又該準則第 12 條規定，第二級

電子票證應符合第 6條之安全規定，且經安全認證之晶片卡，或是用

戶代號與經安全認證之動態密碼產生器323，該規定導致使用電子票證

進行線上購物單筆無法超過 1千元，若超過則須有電子票證發卡公司

發行之實體晶片卡或密碼驗證器方得進行交易。是以使用者若欲進行

不限金額之消費，必須完成繁瑣複雜之申辦程序，不僅增加使用者進

行交易之困難性，更減損線上儲值使用之方便性及誘因。  

對此金管會亦透過「銀行網路儲值帳戶」開放交易金額上限，網

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第 4條第 2項規定三等級之認證儲

值支付帳戶單筆交易限額，第一、二類為 5萬元，第三類則為 1萬元；

日交易限額部分，第一、二類為 10 萬元，第三類仍為 1萬元；月交

易限額部分，第一類為 20萬元，第二類為 10萬元，第三類為 3萬元。

且同一客戶於同一銀行開立多個儲值支付帳戶，個別儲值支付帳戶不

                                                      
322

 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第 4 條。 
323

 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第 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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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該類型限額；該戶總限額不得超過客戶個別儲值支付帳戶中之

最高類型限額。雖然於此範本下單筆交易金額上限有所增加，然該法

規適用主要仍針對銀行開立帳戶而非一般業者，因此對於一般電子票

證發行機構得否準用非無疑義。 

三、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原則應專營電子票證業務 

電子票證條例第 7 條規定，發行機構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

並專業經營電子票證業務。如欲兼營，應依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

理規則第 15 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提撥最低營運資金新臺幣 3

億元專款經營，且其營業及會計必須獨立。由系爭規定得知，非銀行

發行電子票證時，僅限專營電子票證業務之股份有限公司方得為之。

因此，除非經金管會核准，第三方支付機構並無法兼營提供電子票證

服務，若主管機關核准兼營，其營業與會計仍須獨立出公司業務之外。

惟該條例第 7條既要求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原則不得兼營其他業務，金

管會卻同時表示第三方支付機構不應兼營電子票證業務與第三方支

付機構亦應適用電子票證相關法制，其論理邏輯似有矛盾之虞324。且

許多第三方支付機構，早已因經營其他業務而受法規約束，若再對其

施加電子票證相關規定之義務，似與既有法律規定重複規範，適用上

不免多有繁瑣。 

第四款 小結 

第三方支付與電子錢雖屬不同支付模式，分別以資金移轉及預付

儲值功能為基礎，然二者得分開營運，亦可結合並存以同一套系統運

作。臺灣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定前已經具備電子錢之法律規範

即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由於金管會承認非實體票證網路多用途儲

值為電子票證，屬於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射程範圍。任何人欲提

供網路多用途儲值服務，仍應符合電子票證條例暨相關法制要求，因

此第三方支付於無專責法律之情況欲提供網路儲值服務，亦應符合電

子票證條例之規定。 

                                                      
324

 馮國昌、江欣玲，同前註 320，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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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參考 2012 年底為解決第三方支付信用卡 C2C 刷卡問題，

由第三方支付網路平臺擔任信用卡特約商店之模式，行政院於 2013

年 8月 7日指示，由第三方支付網路平臺擔任電子票證之特約機構，

接受網路儲值支付，以解決第三方支付希望透過非金融業者提供儲值

支付需求。故支付機構若欲自行提供網路多用途儲值服務，應另成立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並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發行非實體之電子票證，

由支付機構擔任電子票證特約機構接受非實體電子票證支付，再將款

項支付予受款方(第三方支付機構使用者)。 

然電子票證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早於 2009 年 1 月 23 日公布施行

時即已存在，何以直至 2013 年 8 月，方以系爭規定作為開放第三方

支付機構之法源依據，且依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5條規

定，電子票證之交易，不得為電子票證間之資金移轉，是電子票證並

無法符合以資金移轉為主要功能之第三方支付儲值需求。除此之外，

依電子票證條例第 7條，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應專營電子票證業務，如

欲兼營應依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15 條經主管機關核准，

指撥最低營運資金新臺幣 3億元專款經營，且其營業及會計必須獨立。

因此除經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原則上支付機構無法兼營提供電子票

證服務。 

故於不自行成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前提下，第三方支付機構勢

必須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合作，成為其特約機構。對主管機關而言，

或可達集中管制之目的，然對使用者而言，除需支付第三方支付機構

之交易手續費外，同時亦需變相負擔支付機構支付予電子票證發行機

構之費用，亦即需負擔雙重交易成本，如此勢必影響使用此服務之意

願。為此第三方支付機構多與銀行合作，使用銀行提供之網路儲值支

付帳戶，而非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合作，成為其特約商店。由此更可

見，第三方支付適用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確有如削足適履，難謂

合理。 

上述問題，即便金管會雖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訂定前，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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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解決第三方支付預付儲值之問題，惟電子票證對於第三方支付機

構及其欲推行之業務而言，仍然設限重重。況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

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乃依據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

異常交易管理辦法訂立之自律規範，最終法源仍歸屬於銀行法之架構，

僅透過行政命令勉強解釋出得以適用之規範，並未了解臺灣第三方支

付專屬法制建立之需求，亦未根本解決第三方支付法制規範散落於不

同法源之缺失。 

職是僅將電子票證條例作為第三方支付之法源仍有不足，應有制

訂第三方之付專法之必要性及實益存在，而金管會作出如此解釋僅係

為使第三方支付預付儲值服務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前之過

渡期間內先予以合法化，此乃不得已之舉，釜底抽薪之作法仍為制定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其相關子法，將第三方支付徹底法制化以杜

爭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後，其第 3條第 1項已規定得經營

之業務不僅包括基於實質交易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更明訂得預

先吸收社會大眾資金即收受儲值款項與從事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

轉，是支付機構收受儲值款項至此已有合法依據，且不論使用者為付

款人或受款人，皆得使用該項服務。 

至於針對第三方支付適用電子票證條例之缺失，新法已明訂支付

機構得從事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開放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款項移

轉。儲值金額上限部分，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為 1萬元，蓋其僅得用

於實質交易支付款項，第二、三類電子支付帳戶則以 5萬元為限，儲

值金額較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少。而

電子支付帳戶間之單筆交易以新台幣 5萬元為限，然依據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9條規定，不同電子支付機構之電子支付帳戶間，

無論是否為同一使用者所開立，均不得為款項移轉，故電子支付機構

移轉款項之付款人與受款人，必須為同一支付機構之使用者。 

至於月交易限額部分，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之付款金額，以 3萬元為限；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收款及付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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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 30 萬元為限。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

收款及付款金額係由電子支付機構與使用者約定，個人使用者電子支

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 100萬元為限；非個人使

用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則分別以 1000 萬元

為限。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5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以股份有

限公司為限，原則應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例外於經主管機關許可

方得兼營如電子票證之其他業務。而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與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9、40、41 條明文規

定得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 

第三節 信用卡代收單之相關爭議 

傳統之信用卡交易流程，係由消費者向發卡單位申請，經該機構

徵信審核後發卡，消費者即可持該卡至特約商店消費。而店家欲接受

信用卡消費，需與收單機構簽約成為旗下特約商店，收單機構將提供

信用卡單據兌現服務，並於每次交易收取手續費。於消費者刷卡時，

特約商店將與收單機構要求授權，收單機構於收到該通知後再傳送至

專業信用卡組織之授權系統。專業信用卡組織於收到授權訊息時依發

卡機構設定之授權標準決定是否代為授權，若發卡機構查核本次交易

係於持卡人之信用額度內將給予授權碼。特約商店便根據該授權碼製

作簽帳單交予持卡人簽名，最後將商品、發票連同信用卡及簽帳單持

卡人存根聯交予持卡人完成簽帳消費。 

交易完成後特約商店會定期將客戶交易資料及相關單據送至收

單機構請款，收單機構於經審核交易資料及簽帳單無誤，扣除一定比

例手續費將消費簽帳款支付予特約商店。而收單機構於墊款後，會將

交易資料送至發卡機構請款，發卡機構於無扣款原因時將償還收單機

構所代墊之款項。是以信用卡收單業務，最主要為收單機構與特約商

店兩方，由二者簽約提供信用卡收單業務服務。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訂定施行前，信用卡發卡單位於進行第三方支付之代收轉付服務時，

乃以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以及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臺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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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約商店自律規範進行規範。 

第一項、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依據舊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325第 2 條及第 24 條之規定，僅

明文要求收單機構於簽立特約商店時，應確實徵信，並加強教育訓練

及稽核管理，其並未對「特約商店」為定義，因此第三方支付機構是

否屬於特約商店以及收單機構得否與其簽約，並無明確答案。而第三

方支付機構於法未明文禁止之情形下，即扮演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間

之金流平臺，由收單機構先支付價款予第三方支付機構，支付機構再

將款項撥付給特約商店。 

惟 2008年 12月 15日金管會發金管銀(四)字第 09700443310函予

銀行公會表示：「為健全信用卡市場發展，保障持卡人權益，收單機

構對於特約商店之請款，應直接撥付予該特約商店，不得撥付予第三

人」，說明當中並提到「持卡人以信用卡向特約商店購買商品或服務

時，信用卡業務機構係代持卡人墊付消費款項，該款項本應撥付予特

約商店，以完成持卡人履約之責任，故收單機構所簽訂之特約商店，

應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人，且將消費款項直接撥付予該特約商店，以

保障持卡人權益。」第三方支付機構雖與收單機構簽訂契約成為特約

商店，然其並非商品或服務之提供人，惟若依該函內容認僅能將款項

直接撥付予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則第三方支付服務將難以於信用卡

業務中發展。 

為健全信用市場之長期發展及保障持卡人權益之目的，於電子支

付機構管理條例訂定前，明確信用卡收單機構與第三支付機構間之法

律關係應有其必要性，故金管會於 2010 年 2 月 2 日發布金管銀票字

第 09940000540 號令，修正信用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2條及第 26條，

除明確定義特約商店為：「與收單機構簽訂契約，並接受持卡人以信

用卡支付商品或服務之款項者」，亦考量目前網路交易模式，提供商

品或服務之特約商店多係利用第三方支付機構所建置之平臺進行信

                                                      
325

 2003 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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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交易，故於第 26 條第 7 款增訂收單機構應與該類網路平臺業者

訂定合約，且於第 8 款規定：「收單機構應撥付予特約商店之款項，

不得直接撥付予第三人。但網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就使用該平臺

接受信用卡交易之特約商店，如該信用卡交易金額已取得銀行十足之

履約保證或全部交付信託，並經收單機構審核屬實者，收單機構得依

特約商店指示將款項撥付予網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而前揭金

管會認為「收單機構對於特約商店的請款不得撥付第三人」之函釋亦

於 2010年 9月 29日宣告不再援用326。 

依據修正後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網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

業者之具有申請特約商店資格賣家與收單機構簽訂特約商店契約，該

信用卡交易金額已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或全部交付信託，並經收

單機構審核屬實者，收單機構得依特約商店指示將款項撥付予網際網

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然接受持卡人以信用卡付款之商家仍需與收單

機構簽約成為特約商店，始有第三方支付代收信用卡款項之情形發生，

惟中小型賣家之規模、營業金額等根本無法達到銀行之收單門檻，欲

成為特約商店極其困難，是以網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仍無法提供

未具有申請特約商店資格賣家線上刷卡之金流服務。 

職是之故，為因應國內電子商務市場對於第三方支付服務之需求，

2012 年底行政院鬆綁第三方支付機構之信用卡支付限制，僅需收單

機構認定第三方支付機構之業務為「提供支付資訊加值及整合服務」，

則信用卡支付業務模式即可運作，易言之，金管會肯認第三方支付機

構得擔任信用卡特約商店，為使用者代為收受並交付信用卡款項，至

於銀行得自行評估風險決定是否與第三方支付機構簽訂特約商店合

約327。2014 年 1 月 7 日金管會發布之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4670 號

令，亦順應修正後之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328，寬認信用卡交易款項得

                                                      
32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金管銀票字第 09940004920 號。 
327

 第 三 方 支 付 服 務 ， 行 政 院 科 技 會 報 新 聞 稿 ， 

http://www.bost.ey.gov.tw/News_Content.aspx?n=5331137415276DD6&s=31A28AAF26010C75( 最
後 瀏覽日：20168/22)。 
328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3)年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4670 號令發布第 2、26條之修正條文，其

修正條文內容及修正說明如下：一、第 2 條修正後規定：「十一、特約商店：指與收單機構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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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付予第三方支付機構。 

第二項 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臺業者」

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 

2013年銀行公會訂定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

付服務平臺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以下簡稱自律規範)
329，進一

步針對收單機構與第三方支付機構所簽訂之特約商店合約所應行注

意事項，包括合作條件、簽約及管理作業、交易款項保障、對付款人

之保障等其他管理事項為細緻化規定，欲以該自律規範維護信用卡收

單業務之交易秩序，保障持卡人、特約商店與收單機構等三方權益。 

自律規範第 2 條規定網路代收代付平臺業者(以下簡稱平臺業者)

須獨立於商品或服務之交易雙方以外，由交易雙方委任，接受付款人

將交易款項交付予平台業者於銀行所開立之專用存款帳戶內，並逐筆

於付款人取得商品、獲得服務、一定天期屆滿或一定條件成就後，始

得將該交易款項轉付予受款人。除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26 條

第 1項第 8款規定情形外，收單機構需與平台業者簽訂特約商店契約，

始得接受其就持卡人以信用卡支付之交易款項進行請款。 

又自律規範第 4條規定，收單機構應要求並確認平臺業者就所代

收代付之信用卡交易款項，需取得銀行十足履約擔保或全部交付信託，

且所簽訂履約擔保之銀行應符合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故至此已

有明文規範網路金流服務提供業者得提供線上刷卡服務予未具有特

約商店資格之受款人，惟收單機構應與網際網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簽

                                                                                                                                                        
契約，並接受持卡人以信用卡支付商品或服務之款項者。但收單機構與特約商店屬同一人者，得

免簽訂契約。」，其修正說明為鑑於現行實務上信用卡收單機構經核准辦理「網路交易代收代付

服務」等其他業務，亦有接受持卡人以信用卡支付款項之需求，惟因二者屬同一法人，且無法「簽

訂契約」，爰配合酌修第 1 款及第 11款「信用卡」及「特約商店」之定義文字。二、第 26條修

正後規定：「收單機構辦理收單業務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收單機構所辦理其他業務經主管

機關核准接受持卡人以信用卡支付款項者，不在此限」；其修正說明亦同於第二條之修正理由認

為信用卡收單機構與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業者屬同一法人，因此與原第 1項所定收單機構簽訂

第三人為特約商店之作業 模式有別，爰增訂第 1項但書及第 3 項規定，明定收單機構擬接受持

卡人以信用卡支付所辦理其他業務之款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明定收單機構應遵循之相

關特約商店管理事項，並應建立部門間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機制，以落實對該類特約商店之管

理。 
329經銀行公會 101年 11月 29日第 10屆第 5次理事會議核議通過，並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

年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0530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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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契約，並且須符合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

務平臺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第 4 條收單機構應要求並確認平

臺業者就所代收代付之信用卡交易款項，已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或

全部交付信託，且所簽訂履約保證之銀行應符合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

辦法第 26 條第 2 項之規定。 

自律規範第 7條另規定，收單機構應確實要求平臺業者僅得基於

實質商品或服務交易，辦理逐筆代收轉付行為，不得涉及無實質交易

基礎之資金傳輸；平臺業者如接受付款人於交易前預先支付一定款項，

以供日後交易價金之支付，而合作前應先確認平臺業者已依電子票證

發行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對於受款人之管理及對付款人之保障，亦有明確之規範。如自律

規範第 5 條規定平臺業者應要求受款人就所銷售之遞延性商品或服

務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履約保證(含信託)，並應揭露該履約保證資訊

予付款人知悉，以及應要求受款人就因付款人使用信用卡而知悉關於

付款人之ㄧ切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須保守秘

密。又如第 6條規定平臺業者應於交易時告知付款人該信用卡交易之

特約商店為平臺業者及受款人資訊，並應依據信用卡國際組織規定，

於請款資料及持卡人帳單等揭露該等資訊，以及應建立交易雙方交易

糾紛處理機制，並應告知付款人有關平臺業者就該交易款項轉付予受

款人之相關條件等權利義務約定事項及交易糾紛處理程序。此外付款

人使用信用卡付款時，倘發生符合各信用卡國際組織規定之扣款情事

時，平臺業者應依據信用卡消費爭議帳款處理機制負擔特約商店之責

任，不得要求付款人與受款人自行處理該等爭議款項退款事宜。 

第三項 小結 

第三方支付機構從事代收轉付服務時，與信用卡收單機構間之法

律關係可明確地適用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以及信用卡收單機構

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臺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等

約束，且其中明確規定付款人與受款人於使用代收轉付服務之相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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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與義務，使之得以受到保障。而收受儲值方面，由於過去金管會曾

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作為第三方支付之暫時法源，故自律規範規

定應先確認平臺業者是否已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規定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 

綜上就第三方支付機構信用卡代收單服務之發展，於 2010 年即

確定該業務為合法，支付機構得擔任信用卡代收單之角色，然整體業

務運作仍需解決特約商店資格之問題，直至 2012 年行政院邀請相關

業者、銀行、各部會主管機關就此議題商討，以及 2013 年之信用卡

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臺業者」為特約商店自

律規範，第三方支付機構信用卡代收單服務始邁入新的里程碑。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後，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

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臺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更名為信用卡收單

機構簽訂「提供代收代付服務平臺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並修

正部分條文。值得注意者如第 3 條第 11 項增訂平臺業者不得接受其

他平臺業者(包括電子支付機構)簽約成為受款人。 

為確認平臺業者就所代收代付之信用卡交易款項，第 4條增訂平

臺業者應定期提供信託或履約保證金額予收單機構，並由收單機構定

期查核。第 5條關於受款人管理部分則增訂較多規範，與洗錢防制機

制相關者為明訂平臺業者應對受款人建立交易與請款異常情事之監

控機制及定期查核（書面及實地查核）管理機制，並保存查核紀錄，

月交易之平均銷售額未達新臺幣 8 萬元者則以電話照會進行抽查，

如發現受款人有異常情形應視情節輕重進行必要處置。 

此外亦增訂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相關規定，如平臺業者應採取控

管措施，防止受款人之刷卡設備遭破壞、偷竊交易資料或擅自修改相

關程式，並應要求且確認受款人不得有將特約商店代號或刷卡設備借

讓予他人使用，或向他人借入特約商店代號或刷卡設備之情事，以保

障使用者交易安全與隱私權。第 7條則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平臺

業者提供儲值業務依規定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且收單機構本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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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所簽訂之平臺業者符合各項法規，將收受儲值款項部分增訂應確認

是否符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第四節 跨境交易之相關爭議 

由於跨國網路交易之頻繁，使用國外支付機構所提供之支付服務

實屬無法避免。本土電子商務業者如欲打破實體國界，擴張事業版圖

至海外，在物流方面勢必需與海外當地業者合作；然而於金流方面，

若得與國際支付機構合作，提供消費者多種幣別以及安全支付管道，

將可減少相當之營運成本並提高購物網站之國際市場接受度。跨境支

付服務，原依銀行法第 29 條為銀行專屬業務，故非銀行之第三方支

付機構似應禁止經營相關業務，然若法律另有規定則得例外允許經營，

故本論文以下將介紹新舊法中關於跨境支付服務之規定。 

第一項 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相關規定 

經濟部為協助輔導資料處理服務業者經營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

金代收轉付服務，符合相關洗錢防制與消費者保護等要求，協助業者

永續經營。經濟部與中央銀行等單位制定出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

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330
(以下簡稱評鑑要點)，使取得評鑑合格證

明之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從事代理申報結匯之服務，境外付款人支付

交易款便得透過合格業者進行匯兌，交付予境內受款人。依該評鑑要

點，向經濟部申請並通過評鑑即得以業者名義辦理跨境代理結匯業務，

與銀行合作以資料處理服務業之名義，代理申報結匯。 

依評鑑要點第 2 點規定，所稱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

係指仲介者所提供網路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價金收支服務；所稱服務使

用者，係指利用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者。2013 年 7 月 31

日中央銀行為配合評鑑要點之規定，以台央外伍字第 1020032695 號

公告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部分條文及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

                                                      
330

 經濟部於 2012 年 10 月 3 日公告，並於 2013 年 5 月 29 日修訂，經濟部並經 2013 年 5 月 31

日發函經商字第 10202408843 號，通知全國各縣市政府、中央銀行、法務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法務部調查局、經濟部法規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中華無店面商務發展協

會、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等，修正前述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140 
 

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331。 

其中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 27 點亦

說明銀行業受理公司受託依申報辦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辦理新臺幣結

匯(結匯幣別不含人民幣)並以受託人名義辦理申報時，應分別受託結

匯類型，確認無誤後始得辦理。因此對於資料處理服務業者代理使用

者之跨境網路商品或服務實質交易價金之結匯之要求，須提出業者填

報之申報書、經濟部核發並在有效期間內之評鑑合格證明、結匯授權

書(業者與使用者簽訂之契約已明文授權由業者辦理結匯者，得以業

者出具已獲授權辦理結匯之聲明書代替)及結匯清單(內容包括使用

者名稱、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交易商品名稱或服務類別、結匯幣別

及金額)即可進行結匯。並要求結匯清單所列委託結匯金額應與實際

結匯金額相符，如發現所列委託結匯金額、內容有不合理、異常者，

應請業者提供其留存資料及相關證明檔，經確認與申報事實相符後，

始得受理。 

評鑑要點雖不具法律拘束力，惟透過中央銀行發布之銀行業輔導

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 27 點便產生實質拘束效果，

如未取得經濟部核發並在有效期間內之評鑑合格證明，支付機構不得

以受託人名義代為進行外匯申報。換言之，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取得經

濟部評鑑合格證明後，得代服務使用者辦理跨境網路商品或服務實質

交易價金之結匯，並以自己名義申報。該評鑑要點分別針對公司體制、

專用帳戶、註冊使用、簽約義務、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義務、資料留

存義務、洗錢防制義務等進行約束。並就跨境結匯之法律關係進行管

制。 

針對境外支付機構欲提供臺灣居民跨境支付服務，依評鑑要點第

三點規定資料處理服務業者應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外國公司

應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並在中華民國辦理分公司登記，故境外支付機

構欲以自己名義受託進行外匯申報，應於臺灣設立分公司或子公司。

                                                      
331

 2013年 8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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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電子支付機構機構管理條例施行前，支付機構於資料處理服務

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之規範下，對於跨境資金移轉，

代理結匯等業務經營上須透過評鑑要點配合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

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管制，而非以法制常規管理。 

然以此迂迴之方式進行支付機構跨境交易管理是否妥適尚非無

疑，又臺灣對於境外網站未進行屏蔽限制，若境外支付機構不欲於臺

灣設立分公司，透過與銀行合作，並以銀行名義進行外匯申報而實質

上提供臺灣居民跨境支付服務，或提供不涉及外匯申報之境內支付服

務，即難以評鑑要點相繩，為避免支付機構脫法提供跨境支付服務，

主管機關應審慎監理，故 2014 年經濟部增訂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時，於應記載事項第五點規定匯率之計算

規定：「第三方支付業者受託處理網路交易涉及外匯收支或交易之申

報，消費者應委託業者或合作銀行向中央銀行申報，並同意提供辦理

結匯所需之資料。已取得經濟部發給之資料處理服務業受託處理跨境

網路交易評鑑合格證明者，應載明其評鑑合格證明之經營範圍及有效

期限。」 

第二項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相關規定 

對於網路交易所涉及之業務領域，區分為境內業務及跨境業務，

為避免箝制電子支付商務發展本條例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從事境外

款項移轉服務，使支付機構得提供境內及境外之使用者利用電子支付

服務進行款項移轉。依據本條例第 22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境

內業務，其境內使用者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應以新臺幣為之。

若為辦理跨境業務，其與境內使用者間之支付款項、結算及清算，得

以新臺幣或外幣為之；對境外款項收付、結算及清算，應以外幣為之。 

然因國際間款項移轉涉及各國外匯管制範疇，且外匯制度涉及各

國銀行清算之機制，為兼顧電子支付商務之發展與外匯安全控制，就

跨境交易方面本條例第 4 條規定支付機構為消費者進行跨境交易業

務時，必須依照中央銀行有關外匯管理之辦法為之。故本條例將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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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涉及外匯業務之主管機關規定為具備外匯管制權限之中央

銀行，並規範應依據中央銀行之外匯相關規範，作為支付機構經營境

外資金移轉之管理規範。 

另就境外支付機構，本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其非依本條例申

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於臺灣境內經營本條例所定業務。至

如境外機構依本條例申請許可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電子支付機

構後，該設立之電子支付機構性質即屬本國公司，已非屬境外機構。 

又為落實系爭規定，該條第 2項規定任何人不得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而

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臺灣境內從事本條例所定業務之「相關行

為」，包括目前非金融機構依據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

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經該部審查合格後，與中國大陸地區

支付機構合作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或銀行經主

管機關同意後，與中國大陸地區支付機構合作辦理收付款項業務等行

為。 

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

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第 4條第 1項更細部規定相關行為包括：(一)

提供客戶就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入或匯出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

(二)提供收款方客戶就在臺無住所境外自然人，於我國境內利用境外

機構支付帳戶進行實體通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入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

(三)提供客戶就提領境外機構支付帳戶餘額，匯入我國境內銀行之客

戶同名存款帳戶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四)提供客戶或接受客戶委託

就前三款服務所生款項匯入或匯出，辦理結匯及外幣匯款服務。(五)

提供金融機構就第一款至第三款服務所生款項匯入或匯出，辦理集中

支付作業程序及跨行金融資訊網路系統介接、資訊傳輸交換服務。(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行為。 

申請主體方面，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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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銀行、金融資訊服務事業332及資料處理服務

業者333等機構，得申請與境外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相關行為之核准。依該辦法第 6條規定，與境外機構合作或

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應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並取得核准函後，始得辦理。大陸地區機構單獨申請或與臺

灣人合作從事本條例所定業務者，須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 72及 73條之規定辦理。蓋目前中國大陸地區尚未開放境外機

構投資，以及金管會表示中資來台投資勢必要重啟談判，故有關中國

大陸地區欲申請許可及任何人與中國大陸地區支付機構合作等，應依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 

第三項 小結 

 網際網路商業活動之跨國提供非獨為第三方支付所有，然由於其

具有金融活動之性質，較一般商業活動之管制嚴苛，是以對於境內支

付機構所施加之監管若排除提供境內服務或跨境服務之境外支付機

構，不僅構成社會風險，亦可能導致境內支付機構至境外設置以規避

國內法規。對此經濟部曾以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

評鑑要點配合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之措

施，對涉及境外支付業務之管制賦予實質上拘束力，然此種迂迴之方

式並不利主管機關監理，雖其後於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明文應符合評鑑要點之規範，惟仍有所不足。 

是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訂定施行後，不僅就電子支付機構從事

境外交易有詳細規範，對於境外支付機構欲從事境內支付服務亦有明

文。此外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

                                                      
332

 指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所定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考量金融

資訊服務事業(目前為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得針對金融機構提供集中支付作業程序及跨行金

融資訊網路系統介接、資訊傳輸交換服務，故將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納入核准對象範圍。 
333

 指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本條例施行前領有經濟部核發評鑑合格證明或

本條例施行後獲經濟部推薦之資料處理服務業者。資料處理服務業者依據經濟部所訂定資料處理

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經該部審查合格，或另依該部所規劃機制獲該部推薦

後，亦得與境外機構合作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故將資料處理服務業者納入

核准對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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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之制訂，更可體現出主管機關欲協助國內電

子支付機構發展境外合作業務之政策，至此境外交易之監理徹底法制

化，未來電子支付商務將如何發展則留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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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介紹與評析 

電子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興科技之應用已逐漸改變支付模式與

型態，除傳統由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外，因受到國際上容許非金融

機構從事支付服務發展之影響，國內部分非金融機構業者，基於因應

電子商務及小型或個人商家之支付需求，就由網路資訊或通信技術之

運用，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參與支付服務之提供，形成一般

所稱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新興支付型態。 

政府為協助金流服務發展，近年來已陸續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

理辦法，容許網路交易平臺服務業者得代收信用卡款項及開放網路交

易平臺業者與信用卡收單機構擔任特約商店，並建置「儲值支付帳戶」

機制，滿足金流服務之儲值功能需求，且透過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網

路交易代收轉付服務，促進金流服務市場之健全發展。惟對於非金融

機構以網路虛擬帳戶方式辦理儲值及非基於實質交易之資金移轉等

業務，尚乏適當法律依據；另對於銀行等金融機構以非存款業務之網

路虛擬帳戶方式提供金流服務，亦欠缺明確規範，爰有必要針對非金

融機構(即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兼營之銀行等金融機構辦理電子

支付金流服務，制定專法規範334。 

於專法制訂過程中，原以經濟部為主管機關，由其訂立「非金融

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草案」，然於 2014年 4月由行政院指

示改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擔任第三方支付服務

專法主管機關，遂重新檢視與調整經濟部所草擬之法案內容，專法合

計 6章共 56 條。其中保留經濟部草案部分內容，並重新定義電子支

付機構。此外仍維持經開放線下交易之支付服務，並就最低實收資本

額及儲值限額進行調整。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為因應臺灣網路金融

發展之一大突破，其所採取態度、管制方式，及其後與實務將如何相

互作用、帶來如何的影響與發展，值得持續追蹤觀察，並作為他種網

路金融型態管制的試金石。 

                                                      
334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總說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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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籌劃之第三方支付專法，終於 2015 年 2 月 4 日由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2581 號令公布全文 58 條，並由行政院院臺金

字第 1040010316 號令定自同年 5 月 3 日施行。其內容包含第一章總

則之電子支付機構之定義及業務項目、第二章申請及許可、第三章監

督及管理，又分為二節即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與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第四章公會、第五章罰則及第六章附則。本條例之目的有二，其一為

健全電子商務金流之支付服務，協助電子商務發展；其二為開放第三

方支付業者業務經營，提升民眾對網路交易之信賴度，有利青年網路

創新創業。 

關於相關授權之法規命令，金管會遵照行政院院長指示，於總統

公布後三個月內全力完成。其中 16 部相關子法，包含：一、非銀行

支付機構儲值款項準備金繳存及查核辦法；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第三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三、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

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四、電子

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五、電子支付機

構專用存款帳戶管理辦法；六、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第

六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七、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

作業基準辦法；八、電子支付機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九、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十、電子支付機構清償基金組織及管理

辦法；十一、電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項；十二、電

子支付機構支付款項信託契約不得記載事項；十三、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十四、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不得

記載事項；十五、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使用者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

資料要點；十六、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誠如之前所述，第三方支付之定義眾說紛紜，然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對其仍無明文規定。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總說明，第三

方支付之交易型態於臺灣，應係指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參與

支付服務之提供，其業務範圍從單純代理收付款項，逐漸衍生至預收



147 
 

社會大眾資金之儲值及非基於實體交易之資金移轉等；且伴隨行動電

話或其他可攜式設備之普及，支付服務發展趨勢，亦由網路(線上)交

易之支付，延伸至實體通路(線下)交易之支付。又參諸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3 條規定335及其立法理由336僅將專營之

電子支付機構定義為「非金融機構」，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相區別，而

其業務項目包含以實質交易為基礎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吸

收社會大眾資金之「收受儲值款項」及非以實質交易為基礎資金移轉

之「電子帳戶間款項移轉」等，涉及金融特許範疇，業務型態介於銀

行等收受存款機構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間，基於衡平各類型金融機

                                                      
335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本條例所稱電子支付機構，指經主管機關許可，以網路或電

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以下簡稱電子支付

帳戶），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於付款方及收款方間經營下列業務之公司。

但僅經營第一款業務，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不包括之：一、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二、收受儲值款項。三、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業務。前項但書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屬第一項但

書者，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團體於限期

內提供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相關資料及說明；必要時，得要求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提供

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336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立法理由：「一、本條例以電子支付機構為規範對象，並採『許

可制』，期能於適當監督管理機制下，健全其經營及發展業務，提供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

爰於第一項定明電子支付機構之定義：(一)序文所定電子支付機構，限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為

中介』方式提供服務，非透過該方式提供服務者，尚非本條例規範之對象。另基於本條例規定電

子支付機構之業務項目，包含實體通路交易(線下交易)之支付服務 (即 O2O，Online To Offline)

型態，故所定『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電子設備不限於傳統桌上型電腦，

亦包含行動載具(例如平板電腦、行動電話等可攜式設備)或其他得以連線方式傳遞訊息之設備亦

屬之。又所定『電子支付帳戶』，其性質屬記錄資金移轉及儲值情形之網路帳戶，與於銀行等金

融機構所開立實體存款帳戶不同。(二)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量，並避免對既有單純提

供代理收付款項業者造成過大影響，爰於但書規定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

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團體)，非屬本條例所規範之電子支付機構。

上述非屬本條例所規範對象，係回歸一般商業管理，即仍由經濟部依既有機制進行管理(包括遵

循經濟部訂定公告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洗錢防制法辦理

洗錢防制事宜及依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從事跨境網

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等)。 (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列舉電子支付機構業務項目，包

括基於實質交易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預先吸收社會大眾資金之收受儲值款項 及電子支付

帳戶間款項移轉；其中第三款之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係以非基於實質交易之資金移轉為範

圍，故不含第一款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另為因應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創新與發展之可能，於

第四款保留未來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 業務之空間；惟得由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業務，仍應以電

子支付機構定義下所衍生支付相關業務為範圍，不得涉及授信、金融商品銷售等業務之辦理。二、

為資明確，以利執行，第一項但書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於第二項授

權由主管機關定之。三、屬第一項但書者(即非屬本條例所規範對象)，可能因業務成長，致所保

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之一定金額，而為本條例所規範之適用對象，須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爰為第三項規定。四、為落實監理及維持市場秩序與公平競爭目的，主管機關對於

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是否逾一定金額，有進一步查明之需要，爰為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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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間之監理強度，對於電子支付機構採取適度之監理337。 

本論文於前章節中已提及本條例部分規定，以下則將細部介紹本

條例中關於電子支付機構之規範及其相關授權命令，分別依照市場准

入、使用者資金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與洗錢防制等四個面向切入，

其後再與國際立法例比較並予以評析。 

第一節 市場准入機制 

第一項 規範介紹 

一、許可制度 

本條例第 3條規定338，電子支付機構須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

經營業務，蓋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範圍，除實質交易款項之代理收付

外，尚包括預先吸收社會大眾資金之收受儲值款項及非基於實質交易

之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等，已涉及金融特許業務之辦理，為維護

金融市場秩序與安定及保障社會大眾權益，故採取「許可制」。 

其開放之業務範圍有四：(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二)收受儲

值款項；(三)帳戶間資金移轉；(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業務之概括

條款。故依上述業務範圍，電子支付機構可從事包括網路虛擬交易與

實體通路交易(即線下交易 O2O,Online to Offline)，從而使未來的以行

動載具如手機或其他穿戴式設備可操作之「行動支付」方式亦已包含

於本條例規範範圍中。 

                                                      
337

 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量，並避免對既有業者造成過大影響，對於僅經營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主管機關規定之一定金額者，不予納入電子支

付機構之範圍，由經濟部進行一般商業管理。 
338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規定：「本條例所稱電子支付機構，指經主管機關『許可』，以

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以下簡稱

電子支付帳戶），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於付款方及收款方間經營下列業務

之公司。但僅經營第一款業務，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不包括之：一、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二、收受儲值款項。三、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業務。前項但書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計算方式及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屬

第一項但書者，於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逾主管機關規定一定金額之日起算六個月內，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主管機關為查明前項情形，得要求特定之自然人、法人、

團體於限期內提供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相關資料及說明；必要時，得要求銀行及其他金

融機構提供其存款及其他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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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業者僅辦理本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款代收代付業務且其代理

收付之總餘額未逾新臺幣 10 億元339，則尚不屬於本條例所定義之電

子支付機構，此時其管理機關仍為經濟部，並應遵循經濟部所制定之

「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與不得記載事項」之要求提

供服務契約內容，依立法說明係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量，

對於規模較小者尚無需以金融機構之高密度監理對待之340，故未來之

第三方支付系統即可能分流為「小規模低密度管理由經濟部以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進行業務行為管理」，以及「大規模高密

度之金融監理模式」，以較為複雜之相關法令與業者內稽內控等制度

監理之341。 

本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另規定：「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四款業務，以有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為限。」蓋電子支付機

構以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為其必要業務項目，收受儲值款項及電子

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等業務，屬衍生之附隨業務性質，故於第三款規

定經營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定業務之電子支付機構，以有辦理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為

限。 

申請主體部分，依本條例第 5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限於以「股

份有限公司」之組織型態，且基於區隔金融業務與非金融業務間之風

險，避免主管機關監理範圍擴及其他非金融業務，除依第 9條規定經

主管機關依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核准，以及經主管機關許可

兼營者（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外，應

專營第 3條第 1項各款業務，並不得經營未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342。

                                                      
339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 3條規定：「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但

書所定待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十億元。」 
340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例條第 3 條立法理由一、(二)參照。 
341

 林國彬，2015年臺灣金融五法評析簡介，月旦財經法雜誌，36 期，頁 13，2015 年 5月。 
342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規範，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範圍僅得從事代理收付實

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故電子支

付機構從事之業務風險並不涉及授信業務與其他高風險業務。立法者考量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與金

融機構經營業務不同，防範風險規劃不能以相同標準規範。遂利用電子支付機構之經營業務，將

不同型態之組織進行分類，避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受到等同金融機構之監理標準。再者，專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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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本條例規範主體大致可區分為三：(一)符合本條例第 3條之

規定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之機構，專營第三方支付服務，非屬

金融機構；(二)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第三方支付服務之銀行、 郵局

等金融機構，在本身既有的金融管制規範下，凡經營第三方支付服務，

亦需依照本條例之規定經營業務，並受其管束343；(三)兼營本條例規

定之第三方之支付業務之電子票證機構，亦需準用本條例之規定344。 

申請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許可應檢具之書件依本條例第 10 條

第 1 項規定包括：(一)申請書；(二)發起人或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證

明文件；(三)發起人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錄；(四)資金來源說明；(五)

公司章程；(六)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範圍、業務經營之原則、方針

與具體執行之方法、市場展望、風險與效益評估、經會計師認證得以

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七)總經理或預

定總經理之資料；(八)業務章則及業務流程說明345；(九)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各關係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約定書或其範本；(十)經營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及安全控管作業說明346。(十一)經會計師

認證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交易之結算及清算機制說明。(十二)經會計

師認證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擔保契約或其範本；

(十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則依該條第 3、4 項規定347僅須檢具部分書件，與

一般申請者有別。 

                                                                                                                                                        
子支付機構因經營收受儲值款項之業務，立法者參酌行政院立法草案之提議，比擬電子票證管理

條例第 7 條：「發行機構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並專業經營電子票證業務…」規範，限制專

營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範圍，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僅得經營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各款業務。 
343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9 條。 
344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0 條。 
345

 應記載下列事項：一、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二、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三、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稽核制度。四、洗錢防制相關作業流程。五、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六、會計制度。七、

營業之原則及政策。八、消費者權益保障措施及消費糾紛處理程序。九、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十、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346

 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同業公會或其他適當機構協助檢視，並提出審查建議。 
347

 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

第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一款、第十三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或理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

機關為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申請兼營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業務之許可，應檢具第一項第一款、第

五款、第六款、第八款至第十三款規定之書件及董事會會議紀錄，向主管機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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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於符合其取得許可時之狀況下適時

開始營業，其自取得許可後六個月內，應檢具本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

所規定之書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業執照，包括：(一)營業執照

申請書；(二)公司登記證件；(三)會計師資本繳足查核報告書；(四)

股東名冊；(五)董事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設有常務董事者，其常

務董事名冊及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六)監察人名冊及監察人會議紀

錄；(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書件。惟考量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取得

許可後，有需要較長期間進行經營準備等正當理由之情事，另於第 2

項規定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延展期限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

為限。為維護取得營業執照之正當性，避免延宕開業情事，系爭條文

第 5項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主管機關核發營業執照後六個

月內開始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予延展開業，延

展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二、資本義務 

(一)實收資本額要求 

本條例第 7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5

億元。但僅經營第 3條第 1項第 1款業務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

幣 1億元。其立法理由表示，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無論係向社會

大眾收受或保管儲值款項、移轉支付款項等，均涉及大量金流事項處

理，必須具備專業之業務經營能力、健全之財務狀況、完善之資訊安

全管理及妥適之風險控管措施等，始能維持業務之穩定與安全運作，

並維護社會大眾權益，故應具有一定之資力。而考量未來社會經濟情

況變遷及業務實際需要調整之可能，主管機關有權調整門檻與限期命

業者增資，未依限完成增資者並得勒令其停業，且電子支付機構之公

司組織不得以募集方式設立，發起人必須於發起時一次認足股本。 

依據本條例第 3條之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規範而論，可分為代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服

務。惟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電子支付機構，其保管金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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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主管機關規範之標準時，得排除於本條例規範之範疇內，應回歸一

般商業管理規範或依據經濟部制訂之規定進行辦理。立法者應係認為

僅經營代理收付款項之電子支付機構，無須以嚴格門檻作為進入電子

支付市場之限制，且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經營，無須額外添購專

業設備及資源，其經營成本較其他種類之電子支付業務低廉，故降低

僅提供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限制，使代理

收付實質交易款項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 億

元。 

於最低資本額限制，立法者認為應以電子支付機構之實收資本與

收受交易款項額度之關聯，作為調整電子支付機構之營運能力規範。

蓋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因收受保管不特定使用者交易款項，將累積鉅額

保管款項，使用者交付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保管款項將超過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自有之資本。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取超過自有資本之支付款項

時，若其支付能力發生瑕疵，使用者之風險將因該支付機構之支付能

力不足而提昇，進而影響電子支付市場之穩定與電子商務之發展。 

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支付款項超越自有資本，而導致使用者

風險提昇， 本條例第 23條第 1項規定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

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

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此一規定具有類似資本適足率或自有

資本比率之概念，係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對外收取之資金超過其自有

資本時之償付不能風險過大，同條第 2項規定若機構不符合主管機關

所定之標準者，主管機關有權命該機構為限期增資或降低其收受使用

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並有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之權力，依立法

理由之說明包括停止或限制業務、控管交易限額等。 

又為避免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因財產、業務顯著惡化發生經營危

機，而影響使用者權益，本條例第 36 條另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

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未依限補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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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者，得勒令其停業。 

(二) 提撥準備金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之營業項目，包含收取使用者儲值款項服務，

雖非銀行法等法令所稱存款，但電子支付機構所從事之電子支付服務，

應為提供使用者多用途支付工具之範疇，具有交易中介、替代通貨之

功能。為保持儲值款項之高度流動性，本條例第 19 條規定與電子票

證發行管理條例及保險事業依照保險法之規定類似，電子支付機構必

須依法另提撥準備金，其提撥比率、方式、調整及查核等均依非銀行

支付機構儲值款項準備金繳存及查核辦法辦理，該辦法第 3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非銀行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預先存放於電子支付帳戶，

以供與電子支付機構以外之其他使用者進行資金移轉使用之款項者，

金額折算為等值新臺幣後，超過新臺幣 50億元部分，應繳存準備金。

該辦法第 4條另規定，繳存比率應比照中央銀行公告之當時銀行業準

備金之比率。屬新臺幣者，比照活期存款準備率；屬外幣者，比照外

匯存款準備率。故電子支付機構應繳存之準備金部份僅為預收款項，

預收款項之準備率應比照銀行活期存款準備率(25%)，且支付機構應

提存之準備額，為收受儲值款項後各月每日平均額超過新台幣 50 億

元之部份。 

三、退場機制 

為避免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其負責人或職員潛逃出境或脫產，

本條例第 37 條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因業務或財務顯著惡化，

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使用者權益之虞時，主管機關得通知有關機

關或機構禁止該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其負責人或職員為財產移轉、

交付、設定他項權利或行使其他權利，或函請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

負責人或職員出境，或令其將業務移轉予其他電子支付機構。專營之

電子支付機構因解散、停業348、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349、命令解散

                                                      
348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停業之原因：(一)第 7 條第 4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之實收資本

額未達主管機關依第 2 項調整之金額者，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辦理增資；屆期未完成增資者，主

管機關得勒令其「停業」。(二)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前項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得限

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依期限補足資本者，主管機關得勒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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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由，致不能繼續經營業務者，應洽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其業務，

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洽其他電子支付機構承受

其業務，由主管機關指定之。 

第二項 比較與評析 

一、許可制度 

規範主體部分，除美國與歐盟外，有關經營第三方支付業務之主

體原則上皆僅限於非金融機構。而在法規架構下，本條例之規範主體

原則上亦以非金融機構為主，並順應國際潮流採取「許可制」。而有

關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等相關金融機構

之經營監理則透過準用本條例中監督管理章節進行業務上管理。此規

範架構與中國較為近似，皆以非金融機構之監督管理為目的進而制定

第三方支付專法，對於金融機構則另有專法進行管制。然歐盟之支付

服務指令(PSD2)則係涵括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二者皆以同一法源

作為依據，僅依照不同經營支付服務主體分別設有不同之監標準。對

此，本條例之修訂因考量到非金融機構與金融機構本質上之不同，乃

專責設定其權利義務關係，是以得較同時納入金融機構與非金融機構

之統一法源更明確地制定出專屬之監理基準。 

又第三方支付服務本屬銀行得經營業務，此為銀行法所明定；其

使用者使用銀行所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時乃係以儲存於銀行帳戶之

                                                                                                                                                        
「停業」。(三)第 52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經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關限期令其改正而

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人、「停止營業」

或廢止許可。 
349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定撤銷或廢止許可之原因：(一)第 12 條第 4 項規定，專營之電子支

付機構取得營業執照後，經發現原申請事項有虛偽情事且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

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二)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專

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於第一項或前項所定期間內申請營業執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三)第 12 條第 6 項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未依前項規定期限開始營業者，主管機關得「廢

止」其許可及營業執照，並令限期繳回營業執照，屆期未繳回者，註銷之。(四)第 35 條第 1 項

第 2款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違反法令、章程或其行為有礙健全經營之虞時，主管機關除得

予以糾正、令其限期改善外，並得視情節之輕重，為下列處分：二、「廢止」專營之電子支付機

構全部或部分業務之許可。(五)第 52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經依本條例規定處罰後，經主管機

關限期令其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責令限期撤換負責

人、停止營業或「廢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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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進行轉帳，儲值資金則儲存於線上儲值帳戶中，與其他存款相同，

仍受銀行法與相關法規監理，並受存款保險保障。且銀行無論資本規

模、監理密度、財務要求均與非銀行從事電子支付有所不同，則本條

例中再規定銀行得兼營此一業務，並設有準用規定之立法模式是否妥

適，非無探求之餘地。換言之，本條例係於銀行外例外開放符合一定

資格及要求之機構得經許可後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然於此例外中又

再納入銀行從事該等業務之規範，是否造成體系上之混淆，不無疑問。

再者，觀察國際上立法例，如美國統一資金服務法(UMSA)、中國非

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等，均將該法定位為規範「非銀行」從事

第三方支付服務之相關規定，使得該法不適用於銀行提供相同服務。 

二、資本義務 

資本義務部分，本條例第 7條要求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5億

元，高於中國之淨資產要求 3000 萬人民幣 (約新臺幣 1.5 億元)、美

國之淨資本額要求 2萬 5千美元(約新臺幣 800萬元)、歐盟之最低持

有資本要求 5萬歐元(約新臺幣 175萬元)等之資金門檻。企業界多反

應本條例之資本額門檻過高，形成企業參與經營第三方支付之法規障

礙，且金融機構之資本額、資本適足率規定，係因金融業者有放款業

務等需求，方須以此等規定保證其還款能力，但電子支付機構所收到 

之儲值款項將有履約保證或信託保障，因此最低實收資本額之限制對

保護使用者之意義便降低許多，又臺灣許多經營網路金流之科技公司，

資本額皆不足 5億，設下過高之 5億資本額經營門檻，乃傷害產業、

妨害創新之作法。 

是以截至 2016 年 7 月，僅有歐付寶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樂

點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智付寶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連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核准為電子支付機構，然

皆尚未開業。況且資本額之意義亦非僅代表公司之資產總數，公司之

實質資本數額並非形式資本之數額得以彰顯，實質資本較強調公司須

有一定穩固財產基礎，以保障債權人。是無論形式資本如何龐大，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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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實質資本已然虧損殆盡，則該形式資本對債權人亦毫無實益可言350，

故高額之資本額並非必然等於優秀之償付能力。真正為確保機構履約

能力，以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履約保證、支付款項運用加以限制等作

為，輔以對機構風險控管、資訊安全管理、經營能力檢驗等監控機制，

相信更能達成穩定經營及維護使用者權益。是以對支付機構之資本額

設立如此高之門檻，是否有其實益存在，頗值深思。 

然文獻上對此有反對意見，並認為上述主張恐有誤會開放第三方

支付之本意351。按開放第三方支付業務並非為鼓勵企業搶進經營電子

支付機構參與業務，當然於企業主能夠符合相關規範之情形下，各自

依其商業評估決定是否參與此一業務之經營並使市場產生競爭，包括

品牌競爭與服務品質之競爭，不僅對企業經營本身帶來價值之提升，

亦提高消費者之選擇多樣化。 

惟本條例之通過主要目的係為提高網路交易或線下交易之金流

便利性與安全性，而為達成此一目的，且電子支付在性質上係具有預

先收取使用者款項，再於未來不特定時點依使用者指示給付第三人或

本人之特質，是以電子支付機構本身之經營誠信、資本適足性、內稽

內控經驗、金流管控經驗等，對於使用者預先存放之款項安全性具有

高度重要性，故適當之市場准入管制自有其必要。 

至於 5億實收資本額必須經由市場實證經驗始可論斷，是否太高

或太低尚言之過早，或許未來市場經營者發現有數量龐大之使用者參

與，造成收取款項與實收資本額之倍數比過大而經主管機關命其增資

時，業者尚有增資義務，故就此資本額門檻是否妥當適，仍有待未來

市場實證分析再為判斷。 

為確保第三方支付機構之資金能力，本條例第 19 條規定於許可

經營期間須透過一定金額之準備金繳交以及限制餘額款項與實收款

項之比例倍數，與中國之實繳餘額與客戶備付金日均餘額比例規範類

                                                      
350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版，頁 229，2015 年 9 月；王文宇，

公司法論，元照出版社，三版，頁 222-227，2006 年 8 月。 
351

 林國彬，同前註 341，頁 15。 



157 
 

似，皆使支付機構之資本與暫留於第三方支付平臺上之資金總額相互

影響，以避免支付機構經營超越自身能負荷之資金管理風險。準備金

制度乃因應銀行緊急資金需求而創設，金融機構因收取多數不特定人

之存款作為放款獲利資金來源，而存戶之存款地位等同銀行債務，若

銀行無法足額清償存戶債權時，將導致銀行失去社會大眾對金融機構

之信任。 

故大多數國家皆利用準備金制度，規範各國內銀行之流動資本與

相對負債比率達到最低標準，並針對各種支付服務作出不同比率之流

動準備金比率，用以確保銀行之流動資產充足，避免社會大眾失去對

金融機構之信心352。然歐盟除繳交風險準備金之規定，亦針對不同之

年度月均交易量或相關重要指標之程度，要求不同層級之最低持續資

本額度，方得針對不同業務能力之支付機構提出合適之法規限制。抑

或如同美國一般僅就商業據點之多寡，要求其繳交保證金並設有上限，

亦屬基於支付機構之經營能力為不同程度之要求。 

本條例第 36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累積虧損逾實收資本額二分之

一者，應立即將財務報表及虧損原因，函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限

期令其補足資本或限制其業務，未依限補足資本者，得勒令其停業。

按電子支付機構之儲值款項係專戶信託或專戶存放，且限於專款專用，

此外僅有一定比率之款項得進行保守型之資金運用，在如此嚴密之資

金動用管制下，欲產生累積虧損達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必然係長期

之過程，而不大可能為短期內之重大財務變化或業務變化所導致353，

故通常情況下本條發生之客觀狀況應非短期發生之問題。 

然本條例中主管機關已有財務業務檢查、立即糾正措施等必要之

監理手段可供運用，則主管機關應於較早時期就為必要之介入，而不

應待其累積虧損超過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時，始採取命其限期增資之

處分等，若主管機關已發現支付機構連續數年處於虧損，即應就其業

                                                      
352

 黃志典，貨幣銀行學，前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85，2007年 9月。 
353

 當然亦有可能電子支付機構超額動用資金並投資於高風險例如國內外股市等，此種情形本屬

例外惟非絕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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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財務為檢查以瞭解其原因，必要時並為其他處分，以避免本條累

積虧損達二分之一實收資本額事實之發生，方為妥適。 

 

三、茲將各國市場准入機制比較統整表格如下： 

 

 美國 歐盟 中國 臺灣 

法源依據 統一資金服

法 

 

電子錢指令 

支付服務指

令 

非金融機構

支付服務管

理辦法 

 

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 

 

機構性質 非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 非金融機構 非金融機構 

經營制度 許可制 許可制 許可制 許可制 

創辦資本 2 萬 5 千美

金 (約新臺

幣 80萬元) 

 

電 子 錢 機

構：35萬歐

元 (約新臺

幣 1225 萬

元) 

支付機構：5

萬歐元 (約

新臺幣 175

萬元) 

 

全國：1 億

人民幣 (約

新臺幣 5 億

元) 

區域：3 千

萬 人 民 幣

(約新臺幣 1

億 5千萬元) 

 

原則：新臺

幣 5億元 

僅經營代收

轉付業務：

新臺幣 1 億

元 

例外：視社

會經濟情況

及實際需要

調整 

主管機關 聯邦財政部 

各州政府 

各會員國監

理部門 

中國人民銀

行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持續資本管

控方式 

保證金制度 

成立時 5萬

美金，新設

分支機構為

持續資本 

電 子 錢 機

構：6 個月

內，已發行

實質資本額

控制 

不得少於銀

行暫收款專

必要時得就

支付機構收

受支付款項

總餘額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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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美金，

同一州之最

高 總 額 為 

25萬美金 

但未兌現之

電子錢總額 

2% 

支付機構：

MethodA、 

B、C 

戶 90 日內

平均額 10% 

司實收資本

額或淨值之

倍數予以限

制 

補足資本命

令權 

退場機制 V V V V 

表一、市場准入機制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節 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 

第一項 規範介紹 

一、儲值與交易限額 

本條例第 15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新臺幣及

外幣儲值款項，其餘額合計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 5萬元，辦理每一使

用者之新臺幣及外幣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每筆不得超過等值新

臺幣五萬元，且此總額得由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調整之354。依立法

理由之說明係將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定位屬「小額零售支付及資金移

轉」之性質，並避免過多資金存放於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故衡酌實

際業務需求，規定收受儲值款項限額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限額
355。而為避免使用者使用信用卡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等方式，

透過電子支付機構進行套取現金之不當行為，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

規則第 12 條第 1 項定明使用者不得以信用卡進行儲值及電子支付帳

戶間款項移轉。 

考量不同使用者對帳戶之交易功能及交易額度有不同之需求，電

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身

分確認辦法」)第 17條規定依身分確認之嚴謹程度，定明各類電子支

                                                      
354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5 條第 1項至第 4項。 
355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5 條立法理由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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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帳戶之每月交易限額：(一)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代理收

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萬元為限；儲值餘額以

等值新臺幣一萬元為限。(二)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收款及

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三)第三類電子支付帳

戶：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及付款金額，由電子支付

機構與使用者約定之；個人使用者每月累計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 100萬元為限；非個人使用者

每月累計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

臺幣 1000 萬元為限。茲將各類電子支付帳戶儲值與交易限額彙整表

格如下：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使用對象 自然人 自然人及法人 自然人及法人 

身分確認資訊 使用者個人身

分資訊及通訊

方式 

使用者個人身

分資訊、通訊方

式、金融帳戶 

使用者個人身

分資訊、通訊方

式、金融帳戶。

強制使用者必

須親自辦理或

提供政府機關

發給之電子憑

證 

帳戶交易權限 僅具支付功能 支付及收款功

能 

支付及收款功

能 

儲值限額 新臺幣 1萬元 新臺幣 5萬元 新臺幣 5萬元 

電子支付帳戶

間款項移轉單

筆限額 

無 

 

新臺幣 5萬元 新臺幣 5萬元 

月交易總額限 轉付款項：新臺 支付款項及收 代收轉付：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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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幣 3萬元 

 

受款項(不論代

收轉付或電子

帳戶間款項移

轉 ) 分別不得

超過 新臺幣 30 

萬元 

 

人間約定 

電子帳戶間款

項移轉： 

個人：新臺幣

100萬元 

法人：新臺幣

1000萬元 

表二、各類電子支付帳戶儲值與交易限額(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此外為控管電子支付帳戶之風險，身分確認辦法第 18 條規定，

同一使用者於同一電子支付機構開立一個以上之電子支付帳戶時，各

帳戶收款及付款金額不得超過該帳戶類別之限額，歸戶後總限額不得

超過該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中最高類別之限額。而該辦法

第 19 條亦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收受儲值款項及電子支付帳戶間

款項移轉業務，應符合本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限額規定，

並得於限額範圍內對使用者進行分級管理。 

二、帳戶分離、信託保障與履約保證 

(一)帳戶分離 

為保障使用者權益，確保支付款項安全，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

受使用者之支付款項與其自有財產應分別管理，順應帳戶分離之國際

潮流，故本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所收取之使用者

儲值款項「應存入其於銀行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確實於

電子支付帳戶紀錄之付款項金額及移轉情形」，同條第 2 項並規定銀

行必須對電子支付機構於該帳號內之款項動用移轉等予以記錄並向

主管機關定期陳報356。為落實專用存款帳戶之開立及其監督、管理，

第 3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專用存款帳戶開立之限制、管理與作業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電子支付機構專用存款帳戶管理辦法357，依該辦

                                                      
356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1、2項。 
357

 本辦法分為五章，計三十四條，其要點如下：一、本辦法用詞之定義（第二條）。二、電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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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僅得選擇一銀行為管理銀行358，各幣別

管理帳戶以一戶為限，且應於該管理銀行開立收益計提金帳戶及自有

資金帳戶，且各幣別帳戶以一戶為限。該辦法第 16 條另規定，電子

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之支付款項，應確實於使用者之電子支付帳戶內

記錄支付款項金額，並區分代理收付款項及儲值款項，存入其於專用

存款帳戶銀行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支付

款項，應與其自有資金及收益計提金359分別儲存及管理。 

而與本條例第 16條相呼應者為本條例第 18條之規定，基於定性

電子支付機構非銀行業，不得從事存款收付行為，故當使用者擬提領

其儲值於電子支付機構帳戶內之款項時，電子支付機構不得以現金支

付，而必須將款項自其銀行帳號轉入使用者之金融機構相同幣別帳號，

此一規定具有洗錢防制之目的，並使實際資金流向及歸屬得以確認
360。 

(二)信託保障 

為確保使用者支付款項之安全，本條例第 20 條規定，電子支付

機構就其所收取之使用者儲值款項總額扣除應提列準備金後，併同代

                                                                                                                                                        
付機構應依本辦法規定配合專用存款帳戶銀行辦理支付款項之存管、移轉、動用及運用作業(第

三條)。三、管理銀行及合作銀行之辦理事項(第四條及第五條)。四、電子支付機構僅得選擇一銀

行為管理銀行，各幣別管理帳戶以一戶為限(第七條)。五、電子支付機構得視業務需要選擇合作

銀行，於單一合作銀行之各幣別合作帳戶以一戶為限(第八條)。六、管理銀行之應具備條件(第十

條)。七、申請開立管理帳戶及合作帳戶之應檢具書件(第十一條)。八、與管理銀行及合作銀行所

簽訂契約之應包括事項(第十二條)。九、專用存款帳戶之名稱(第十三條)。十、電子支付機構開

立、新增、銷戶或異動管理帳戶、收益計提金帳戶、自有資金帳戶及合作帳戶之函報主管機關備

查(第十四條)。十一、專用存款帳戶之銷戶(第十五條)。十二、電子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之支付

款項，應區分代理收付款項及儲值款項，存入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與其自有資金及收益計

提金分別儲存及管理(第十六條)。十三、支付款項存入專用存款帳戶之期限及存於管理銀行之比

率(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十四、收益計提金帳戶及自有資金帳戶之管理作業（第二十二條及第

二十三條）。十五、管理銀行及合作銀行辦理款項支付、撥轉及資金調撥之作業管理(第二十四條

及第二十五條)。十六、電子支付機構將專用存款帳戶款項撥轉予其他電子支付機構之禁止(第二

十六條)。十七、電子支付機構應與管理銀行建立帳務核對機制，並將相關資料報送管理銀行（第

二十七條）。十八、專用存款帳戶銀行應遵循事項、資料保存及通報義務（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

二條）。十九、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準用本辦

法專用存款帳戶之相關規定(第三十三條)。二十、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三十四條）。 
358接受開立專用存款管理帳戶之銀行，專用存款管理帳戶係指於管理銀行開立得以現金與轉帳方

式辦理支付款項收取作業，及以跨行或自行轉帳方式辦理支付款項支付作業之活期存款帳戶。 
359

 支付款項運用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益。 
360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8 條立法理由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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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收付款項，應全部交付信託361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擔保362，作為

其未來履約責任之擔保。完全地將使用者款項以及電子支付機構之自

有資金分別管理，以確保未來使用者可以無虞地贖回其停留於第三方

支付平臺上之資金。以該條文之立法目的而言，電子支付機構因收受

不特定使用者款項，其中包含使用者之儲值款及支付款，若電子支付

機構之支付能力發生瑕疵，將影響多數電子支付制度之使用者權益，

故本條例除規定前述提撥準備金機制外，另要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必

須與金融機構間成立保證履約機制及利用信託機制保障使用者財產

權益。 

主管機關另以行政命令制定電子支付機構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

事項，於該規定說明專營電子支付機構進行信託之範圍包含代理支付

款項、已扣除提列準備金之儲值款項及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補足之資本

額。該規範限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運用信託款項權力，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僅得依據使用者支付指示，對信託財產進行使用及移轉363。且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得依據主管機關之規範，於一定比例內以主管機關

指定之方式，利用信託款項進行運用及收益。 

(三)履約保證 

電子支付制度之運作具有替代實體通貨進行支付之特性，並仰賴

經營機構之穩定健全營運，若發生營運困難則使用者將受到財產上損

失。電子支付機構保障使用者資金，除信託外另有銀行履約保證付款

機制。其特色為電子支付機構若陷於無支付能力時，得由與電子支付

機構簽訂履約保證之銀行，替代該電子支付機構為使用者支付交易款

項，作為清償使用者與電子支付機構之債務關係。 

                                                      
361指與專用存款帳戶銀行簽訂信託契約，以專用存款帳戶為信託專戶。 
362

 指與銀行簽訂足額之履約擔保契約，由銀行承擔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使用者之履約擔保責

任。 
363

 電子支付機構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一）交付信託之支付款項，

除下列方式外，委託人不得指示受託人動用：1.依使用者支付指示移轉支付款項。委託人應依使

用者之支付指示，通知受託人進行支付款項移轉作業，不得有遲延支付之行為。2.使用者提領支

付款項。受託人應將使用者提領之支付款項，轉入委託人提供該使用者之銀行相同幣別存款帳戶，

不得以現金支付。3.依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為之運用。4.前目所生之孳息或其他收益分配予受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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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履約保證機制為電子支付機構與銀行間成立民法第 739條364

之保證契約，其債權人為使用者，債務人為電子支付機構，由銀行擔

任該保證契約之保證人。故電子支付機構因收受支付款項對使用者負

擔債務，而該債務因保證契約之成立，由銀行保證支付電子支付機構

之債務履行能力，若支付機構發生債務履行困難，則由銀行負清償責

任。職是之故，本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即利用銀行履約保證

機制，要求電子支付機構必須與銀行成立保證契約，由銀行擔保電子

支付機構對其使用者資金管理風險，倘電子支付機構於日後發生債務

不履行，將由締約銀行付清償之責。 

而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違法未依本條例第 20 條交付信託或取得

銀行十足履約保證，導致日後發生違約，嚴重損害消費者之權益，本

條例第 38 條規定應由電子支付機構共同提撥資金建立清償基金，用

以填補消費者之損失。亦即電子支付機構必須依據收受款項之額度，

依比例每年提撥資金加入清償基金組織。 

本條係為創設電子支付機構最低限度之使用者保障機制，因支付

機構涉及風險較高，並非一般金融機構皆有意願與非金融機構成立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簽訂款項信託契約或履約保證契約，是以本條例另

設清償基金制度供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及其他電子支付機構共同設立

清償基金，將單一電子支付機構之風險由其他同業分攤。另依電子支

付機構清償基金組織及管理辦法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

之清償基金須成立專屬組織管理，並由各電子支付機構指派代表管理，

基金之目的則係為向使用者清償電子支付機構因喪失清償能力之債

務。清償債務及維持該組織運作之資金來源，源自電子支付機構依規

定提撥之金額與孳息，故依系爭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

應依據前一年度之營業收入作為提撥清償基金之計算額度。 

三、投資限制 

為保護使用者權益，避免支付款項遭恣意挪用，本條例第 21 條

                                                      
364

 民法第 739 條：「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

行責任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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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列舉有下列情事電子支付機構始得動用銀行專戶之款項：1.使用

者支付指示移轉支付款項；2.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3.依第 2 項至第

4 項所為支付款項(即儲值款項)之運用及其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分

配或收取。本條不僅限制電子支付機構使用支付款項之能力範圍，並

要求主管機關制定相關管理規範，定期查核電子支付機構之營業狀況。

主管機關據此增訂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電子支付機構專用存

款帳戶管理辦法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授權規

定事項辦法，並限制電子支付機構管理及運用使用者支付款之範圍。 

關於代理收付款項，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利用其進行投資或其他

操作，本條例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限以專用存款帳戶儲存及保管，不

得為其他方式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銀行為其他方式之運用。專

營電子支付機構因保管使用者之代理收付款項，而取得該款項之占有

權，然代理收付款項多為使用者已發生實質交易行為，故留存電子支

付機構之時間較為短暫。然為降低代理收付款項使用者之風險，本條

例要求電子支付機構利用專用存款帳戶方式進行保管，直接排除運用

該款項之可能性。 

為落實款項分別管理制度，電子支付機構必須於銀行開設專用存

款專戶作為收受使用者支付款之金融帳戶，並依據使用者存入之用途

分別管理，而儲值款項惟尚未發生交易行為之款項，且使用者利用該

款項之時間屬於未確定之狀態。對於使用者儲值款項，電子支付機構

得於扣除準備金後之餘額，並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

第六項授權規定事項第 3條第 2項規定，以該餘額之 60%作為運用儲

值款項進行投資之上限。且依本條例第 21 條第 3 項規定，僅得進行

保守型資金運用從事低風險投資，不得別有其他動用目的，以確保電

子支付機構能夠應付高速之流動性要求，並確保消費者權益。其運用

限於銀行存款365、購買政府債券、國庫券或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或經

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金融商品。 

                                                      
365

 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本條例第

21 條第 3 項第 1 款所稱銀行存款，不包含專用存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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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雖得運用使用者儲值款項購買低風險之金融商品，

然依電子支付機構專用存款帳戶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

構仍不得實際運用儲值款項，必須藉由帳戶存款銀行進行投資行為，

並由該專戶存款銀行管理其收益。此外為避免支付款項之運用損害使

用者權益，本條例第 21 條第 7 項規定，依第 2 項及第 3 項運用支付

款項之總價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價，如有低於投入時金額之情

形，應立即補足。 

又依本條例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專用存款帳戶銀行運用信託財

產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扣除成本、必要費用及

耗損後，依信託契約之約定，分配予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366。運用支

付款項所生之孳息或其他收益，雖歸屬於電子支付機構，惟因電子支

付機構存管支付款項未另向使用者支付利息367，為衡平使用者與電子

支付機構間權益，並使孳息或其他收益之歸屬合理，該條第 5項復規

定，電子支付機構所從事之資金運用或所得之孳息或其他收益，應計

提一定比率之金額(不得低於 50%
368

)，於存管銀行再另以「收益計提

金帳戶」369儲存，作為回饋使用者或其他主管機關規定用途使用370（例

如支付保證手續費、會計師查核費用等）。 

第二項 比較與評析 

一、儲值與交易限額 

本條例第 15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新臺幣及

外幣儲值款項，其餘額合計不得超過等值新臺幣 5萬元，辦理每一使

                                                      
366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1 條第 4項規定參照。又條文中之「耗損」所指為何，在會計上及

法律上之定義如何，有待確認。 
367電子支付機構利用銀行專用存款帳戶作為保管使用者支付款項之帳戶，管理銀行因收受電子支

付機構保管之使用者支付款，必須計算支付款之利息至專戶，電子支付機構為專用帳戶之用戶，

具有該帳戶之管理權限，依據民法第 541條規定及民法第 599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似應返還使

用者財產所生之孳息。 
368

 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電子支付

機構依本條例第 21 條第 5項計提孳息獲其他收益之比率，不得低於 50%。 
369

 電子支付機構專用存款帳戶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5 款：「指電子支付機構於管理銀行開立，專用

以儲存依本條例第21條第5項規定運用支付款項所得孳息或其他收益應計提金額之存款帳戶。」 
370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1 條第 5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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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之新臺幣及外幣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每筆不得超過等值新

臺幣 5 萬元。此一規定搭配本條例第 23 條自有資本比率之規定，顯

然寓有降低消費者受損可能性與受害額度之政策考慮以及小規模商

業之考慮在內，且可能認為隨著網路銀行之普遍接受性，消費者及使

用者對電子支付機構進行後續或連續性之儲值應無太大困難或障礙，

故而設定此一帳戶及單筆交易之限額，似有監理之正當性。 

惟文獻上認為系爭條文於規範強度上容有討論空間，蓋第三方支

付及網路交易已不再侷限於小規模商業，超過帳戶內之總餘額或單筆

交易之限額並非難事，例如高單價商品若單筆價值或整筆交易總額超

過上開限額，便無法透過電子支付機構進行交易，又倘若消費者為網

路頻繁使用者，亦將面臨高頻率之儲值操作，或於不同帳戶間進行資

金移轉，對使用者而言欠缺便利性。或有謂同一使用者得於不同電子

支付機構開設帳戶，即可解決上述問題，然由使用者帳戶管理效率角

度觀之，實不應鼓勵甚或迫使消費者須於不同電子支付機構同時開設

帳戶，導致其管理成本增加，且消費者可能較信賴具有信譽之機構，

而不願於不知名之機構另外開設儲值帳戶371。 

誠然基於避免個別電子支付機構陷於償付不能與降低個別消費

者受損害之總額，本條規定之個別消費者儲值限額似言之有理，然若

可透過分級帳戶管理之方式達成安全與使用者效率兼顧，應對機構及

使用者創造出雙贏之局面。是以有關儲值總額與單筆交易限額之管制，

似可再區分為「法人使用者」、「高頻率個人使用者」及「一般個人使

用者」，進行分級儲值總額與「單筆」交易限額分級管理之規定372，

以提高消費者便利性及帳戶管理之效率。 

二、帳戶分離、信託保障與履約保證 

關於國際上對於存放資金之保障作法，首先嚴格規定該筆資金並

非屬於支付機構自有資金，要求需與金融機構合作，設立專屬資金帳

戶統一保存，使其獲得金融機構相關法規保障。甚或進一步交付銀行

                                                      
371

 林國彬，同前註 341，頁 17-18。 
372

 亦即法人使用者最高、高頻率各人使用者次之，一般個人使用者再次之的分級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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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保管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擔保，以確保該筆款項將不會隨著支付

機構破產而受到無法贖回之困難。故本條例第 16 條規定與美國、歐

盟與中國之立法例皆相通，其核心精神皆是強制隔離使用者資金與支

付機構自有資金，並於銀行開立專款帳戶取得信託或是十足保證，惟

立法上建議或可參考美國法制為該筆專戶款項進行投保，以保障使用

者最終取回資金之權利。又電子支付機構依本條例第 16條與第 20條

於金融機構開設存款帳戶，並取得金融機構足額履約保證或以交付信

託之方式加以保管，金融機構此時不僅負有保管款項之義務，同時亦

有依支付機構匯入或指示匯出款項定期為計算之義務，故電子支付機

構與金融機構應成立民法第 603條金錢消費寄託以及民法第 528條委

任之混合契約。 

又電子支付機構若與金融機構就相關款項簽訂信託契約以信託

專戶方式保管，因該等款項最終仍應歸屬於交易當事人，依信託法第

17 條規定應以交易當事人為信託財產受益人之一。然電子支付機構

支付款項信託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 條規定：「應載明以電子付機構為

委託人及受益人……。」，則於支付機構管理發生破產、解散、無支

付能力等情事時，交易當事人是否對於信託財產有受益權或對於受託

保管之金融機構有可直接行使之權利，法令上仍存有模糊空間。蓋本

條例第 21 條第 9 項雖規定使用者就其支付款項，對專營之電子支付

業務所生之債權有優先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但稅捐稽徵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勞動基準法亦規定於一定條件

下，勞工薪資有與擔保物權所擔保之債權相同之最優先受償權，則彼

此間之優先受償順序似仍有疑義存在373。 

而就本條例第 38 條規定清償基金之設置，文獻上認為似有疊床

架屋之嫌，蓋電子支付機構之設立係採許可制，依本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申請許可時即須檢附經會計師認證

之支付款項保障機制說明及信託契約、履約保證契約或其範本。又依

                                                      
373

 胡大中，同前註 56，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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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第 11 條規定，申請書件內容有虛偽不實者，主管機關得不予

許可。復依本條例第 20 條第 6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儲值款項

與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且

應於到期日 2個月前完成續約或訂定新契約，並向主管機關報備；未

依規定辦理者，不得受理新使用者註冊及收受原使用者新增之支付款

項。 

是以依現行條例設計，電子支付機構於申請時若未檢附信託或履

約保證相關文件時，主管機關得不予許可，營運後，亦需於到期日 2

個月前取得續約或訂定新契約，否則將不得受理新款項。此外電子支

付機構倘違反本條例第 20 條規定，負責人將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罰金。因此現行法制下，無論於營運前或營運中均設有相當機

制，賦予主管機關嚴格監督之權限與責任，避免電子支付機構未取得

信託或履約保證者即進行營運或受理新業務或收受新款項。是以主管

機關落實監理執行後，於現行嚴密機制層層把關下，應無「支付機構

未依第 20條交付信託或取得履約保證」之虞374。 

再者，本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要求電子支付機構所收受之支付款

項應存入銀行開設之專用存款帳戶，以與其自有財產分別管理，以保

障使用者權益，依同條第 2項，專用存款帳戶之銀行並有協助主管機

關管理之義務。本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至第 6 項對於支付款項之運用

設有嚴格限制，電子支付機構並不得任意運用。且為避免支付款項之

運用損害使用者權益，並於該條第 7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依規定運用

支付款項之總價值，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評價，如有低於投入時金額

之情形，應立即補足。上開對於支付款項之保管、運用與補足機制應

足以確保支付款項之安全。 

且同條第 9項規定使用者對於支付款項有優先於電子支付機構其

他債權人及股東受償之權利，於該機制下，縱若電子支付機構確實出

現財務困難之情形，則因支付款項受不得任意運用與專用帳戶保管之

                                                      
374

 林育廷，臺灣第三方支付中介之管理與規範，全國律師雜誌，19卷 2期，頁 52-54，2015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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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且使用者又擁有優先受償權，則消費者之權利應已受妥適保障。

職是，主管機關為防範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損害消費者權益，

於本條例已有嚴格之管理規定375，因此於主管機關嚴格監督下應不致

發生本條例第 38 條「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

約……」之情形。而如前所述銀行亦得兼營電子支付業務，惟本條例

第 39 條並未規定銀行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時應就餘額為信託或取得銀

行之十足履約擔保，蓋銀行之資本適足率受到更高度之監理，就電子

支付之餘額並未占其存放款總額之太大比率，故無須另為履約擔保之

必要，惟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在向銀行取得十足之履約擔保方面，即

為另外之成本且為無可避免之成本，是否會對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產

生太大之負擔，有待未來實證數字始能進行觀察。 

三、投資限制 

本條例對於暫留於支付機構之資金提供一定程度之使用可能性，

得進行特定低風險投資行為，其與美國、歐盟允許投資之規範近似，

若留存資金數量達到一定程度，縱使是低風險投資亦得帶來可觀的收

益，此舉將提升進入支付服務產業之動機並且增加電子支付機構經營

收益來源。反觀中國，明文禁止挪用使用者之暫留資金，暫留資金之

使用採取保守態度。由此可見，立法上若一律不允許支付機構以保管

之款項進行投資而僅得保存於銀行帳戶者，雖較能避免資金遭挪用或

投資失利之風險，但亦有閒置資金之弊病，且支付機構如未能藉由投

資另行增加利潤者，勢必將提供服務之成本轉嫁向消費者收取之費用

中，反而導致使用者利用支付服務之成本。 

反之，如容許支付機構以保存款項進行適度投資，不僅可活絡投

資市場，亦使支付機構降低項使用者收取之費用，其結果未必不利於

使用者。然由於利用使用者所暫留之資金進行投資，仍伴隨著投資失

                                                      
375

 如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3 條即規定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

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

使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不符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之限制者，

主管機關得命其限期增資或降低其所收受使用者之支付款項總餘額，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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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風險，因此如何於投資獲利與消費者保護間取得平衡，即有賴相關

法規之制定。但此一方式亦使第三方支付除原有代收轉付款項或履約

擔保之功能外，更兼有類似投資機構或信託基金之角色，此對於金融

市場秩序有何影響，尚須留待未來觀察。綜上，繳存於支付平臺上之

資金日漸龐大，若將資金存放銀行或從事他項投資皆有機會獲得鉅額

利益，惟有關該筆資金之使用原則上僅使用者本人始得進行，支付機

構利用該筆資金再進行投資之行為應予禁止，然本條例與美國、歐盟

皆允許符合特定條件時，得對於低風險、高流通性之項目進行投資，

使滯留於支付平臺上之資金得以獲得充分利用，如此之立法方式順應

國際潮流頗值讚許。 

就利息部分，學理上皆認為原則應歸屬於使用者，然由於支付機

構經營業務收受之資金為數甚多且金額不大，若給予使用者利息機構

經營成本過高，惟本條例第 21 條將利息規範予支付機構亦非妥適，

又按授權子法雖須計提不得低於 50%之比例作為回饋使用者或主管

機關規定用途使用，然電子支付機構據此至多竟得坐收高達 50%之利

息收益，對消費者似有欠公允，故本論文於立法層面建議未來修法似

可考慮規定儲值預收金額所生利息應累計為儲值金額供未來使用，甚

或仿照美國之存款延伸制度為使用者投保，從而支付機構所制定之定

型化契約條款不得約定上開利息歸機構所有，若未修法則建議金管會

於授權子法規定代收款項所生利息收益應計提之回饋比例不低於 70

％或更高之比例，以求其平。  

四、茲將各國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比較統整表格如下： 

 

 美國 歐盟 中國 臺灣 

帳戶分離 專款專戶 專款專戶 專款專戶 專款專戶 

投資限制 限 於 定 存

單、首順位

金融債券、

限於各會員

國指定之低

風險、安全

必須全部存

入備付金帳

戶，禁止以

代收轉付：

不得使用 

儲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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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儲備銀

行 承 兌 匯

票、政府公

債、應收帳

款、管理投

資公司所發

之股票或憑

證等，惟投

資總額不得

逾存放資金

20%，一次

性 不 得 逾

10% 

性高、流動

性 佳 之 資

產，投資總

值累計不得

超過其自有

資產之 20

倍 

 

任何形式挪

用 

 

限於銀行存

款、政府債

券、國庫券

或銀行可轉

讓 定 期 存

單、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

其他金融商

品。以扣除

準備金後之

餘額 60%作

為上限 

利息歸屬 不提供利息

予使用者 

不提供利息

予使用者 

未明文規定 電子支付機

構 

風險控制 存款延伸保

險制度(Pass 

Through 

Insurance 

Coverage) 

應投保或提

供其他與該

機構非同一

集團之保險

公司或信用

機構同等效

力之擔保，

如存入足夠

之風險準備

金 

應當按季計

提風險準備

金，開立備

付金收付帳

戶合作銀行

少於 4 家

（含）時，

計提比例是

備付金銀行

帳戶利息總

額的 10％ 

1.收受儲值

款項合計達

新臺幣 50

億元，應繳

存足額之準

備金，繳存

比率應比照

中央銀行公

告之當時銀

行業準備金

之 比 率

(25%) 

2.儲值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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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應提列

準備金之餘

額，併同代

理收付款項

之金額，應

全部交付信

託或取得銀

行十足之履

約保證 

表三、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比較(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三節 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第一項 規範介紹 

一、維護交易安全 

為確保消費者之權益，提升支付服務品質，本條例第 26 條定明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為此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5 點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

約範本第 18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服務網頁載明紛爭解決機制

之聯絡方式，且因支付機構僅係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並不涉及實

質交易法律關係，惟為保障使用者以該平臺進行支付之權益，進而使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能蓬勃發展，支付機構經任一使用者請求協助時，

應將爭議事項之內容通知各該使用者，但並不因此即負有責任。另電

子支付機構於爭議處理程序中，有權暫時留存爭議款項，直至使用者

間達成合意，或是相關法律程序已經完成並提出證明時，始無息返還

爭議款項予付款方或收款方。 

支付錯誤之處理方式則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事項第 6點以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9條規定，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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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錯誤如係因不可歸責於使用者之事由所致者，電子支付機構應協

助使用者更正及提供必要協助。電子文件錯誤如因係可歸責電子支付

機構之事由所致者，電子支付機構應於知悉時立即更正，並同時以雙

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使用者。電子文件錯誤如係因可歸責於使用者之事

由所致者，倘屬使用者申請或操作轉入電子支付帳戶帳號或金額錯誤，

致誤轉電子支付帳戶帳號或金額，經使用者通知後，電子支付機構應

立即協助處理，包括依據相關法令提供該筆款項之明細及相關資料、

通知各該使用者協助處理與回報處理情形。 

偽冒或未授權交易則依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

項第 7 點以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0 條規定，使用

者對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服務所提供之帳號、密碼、憑證或其他足以辨

別身分之工具負有妥善保管之義務，不得以任何方式讓與或轉借他人

使用，以作為後續如有被冒用或未授權使用時，使用者之責任範圍。

而為避免損害擴大並合理兼顧電子支付機構與使用者間之權益，規定

電子支付機構或使用者於發現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持有之電子

支付帳號、密碼或憑證等資料，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時，

應立即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他方停止電子支付機構服務並採取防

範措施。 

電子支付機構於接受通知前，對於因第三人使用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服務已發生之損失，由電子支付機構負擔。但有下列任一情形者，

不在此限：(一)電子支付機構可證明損失係因使用者之故意或過失所

致。(二)使用者未於電子支付機構依雙方約定方式通知核對資料或帳

單後○○日(不得少於 45 日)內，就資料或帳單內容通知電子支付機構

(本公司)查明；惟使用者有特殊事由(如長途旅行、住院等致無法取得

通知且經使用者提供相關文件者，以該特殊事由結束日起算○○日(不

得少於 45日)。但電子支付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相較於

使用者，電子支付機構因較有資源與能力就相關冒用或盜用帳號進行

調查，故針對冒用、盜用事實調查所生之費用應由電子支付機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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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由於電子支付機構原則上應持續提供使用者其帳戶遭不法使用

時之聯繫方式，以利使用者即時通知電子支付機構為相關補救措施，

是以電子支付機構應於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服務網頁明顯處，載明使用

者帳號、密碼等資料被冒用、盜用或發生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時之

通知方式，包含電話、電子郵件信箱等資訊，除有不可抗力或其他重

大事由，受理通知之服務時間應為全日全年無休。故已發生之損失原

則由應電子支付機構負擔，例外於電子支付機構可證明損失係因使用

者故意或過失導致，或使用者未於電子支付機構約定方式通知核對資

料或帳單後一定期日內，就資料或帳單內容通之電子支付機構查明，

始得要求消費者負擔損失，然電子支付機構應持續提供聯繫管道以利

使用者即時通知。 

此外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第 2 點並規定，

不得約定在電子支付機構未辦妥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因第三人冒用

或盜用，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所採取之防範措施前，使用

者因此所生之損失一律由使用者負擔。該事項第 3點亦規定，不得約

定電子支付機構就使用者使用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服務所生之爭議不

負責任。其第 5點並規定，不得約定電子支付機構得不經通知而任意

終止或解除契約。不得約定預先免除電子支付機構終止或解除契約時

依法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第 9點亦規定，不得記載電子支付機構僅

負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又為維護使用者權益，並明確電子支付機構

與使用者之舉證責任歸屬，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16條規定，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電子支付帳戶偽冒交易之爭議應負舉證之責，如有

不可歸責使用者之事由者，應承擔該交易之損失。 

二、維護隱私權 

有鑒於隱私權之保障及使用者對其往來交易等資料控制處分權

之尊重，本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

者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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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外376，應保守秘密。而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保有使用者之個人資料，

係為提供支付服務相關事宜使用，除予以保密外，不宜再為第三人利

用，故該條第 2項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利用使用者個人資

料為第三人從事行銷行為，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6 點及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9 條則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保障使用者個人資料。對於使用者之往來

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

保守秘密。使用者同意電子支付機構得於法令許可特定目的範圍內，

自行或委託第三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且同意電子支付機

構得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其他有關機

構查詢使用者資料，並將前述資料及交易往來紀錄交付或登錄於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或其他依法令應交付或登錄之機構。 

由於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前，多會要求使用者設立

個人虛擬帳戶或取得會員資格，故關於消費者留存於第三方支付系統

下之帳號或相關資料，支付機構應負有妥善保管以避免遭第三人破解、

入侵及竄改之義務。為避免資訊系統因運作、傳輸或處理等錯誤，影

響服務之穩定與安全並衍生相關糾紛，本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專

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負責資料傳

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金管會並應本條授權公告電子支付機構資

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辦法，賦予電子支付機構建置一定安

全等級之資訊系統保護措施義務377。 

                                                      
376

 為此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使用者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要點第 3 及第 4 點規定，司法、

軍法、稅務、監察、審計及其他依法律規定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構)，應正式備文洽電子支付機構

查詢使用者之往來交易資料或其他相關資料。該要點第 5 至 7 點則規定，其他機關因辦理移送行

政執行署強制執行、偵辦犯罪或為執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必要，應具函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同意後，再洽相關電子支付機構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使用者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

料予各機關（構）時，應善盡告知保密之義務。各機關(構)對於因查詢所得使用者之資料，應建

立相關管理機制，以確保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之隱私權。 
377

 依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辦法第 6、7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辦理代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或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轉移時，應依該辦法採用規定之安全交易設計，代理

實質交易收付款每筆付款金額未達新台幣五千元，或每日付款金額未達新台幣二萬元，或每月付

款金額未達新台幣五萬元者，僅須採固定密碼驗證即可；每筆付款金額達新台幣五千元以上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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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8點及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1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之保護

措施或資訊系統之漏洞所生爭議，由電子支付機構就該事實不存在負

舉證責任。如有不可歸責使用者之事由者，由電子支付機構承擔該交

易之損失。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乃藉由系爭規定要求支付機構維護資

訊系統安全以及負擔因資安漏洞所生損害之規定。 

第二項 比較與評析 

一、維護交易安全 

本條例第 26 條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

爭解決機制，然此處之紛爭解決機制為何，條文並未清楚定義，本論

文雖將該條置於維護交易安全部分介紹，然電子支付機構應其業務之

特殊性，所面對紛爭可能有二：(一)客戶使用電子支付機構之服務衍

生爭議；(二)電子支付機構之使用者因交易所生糾紛。若為前者，則

因金管會 2015 年 5 月 1 日公告之金管法字第 10400545924 號函378認

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3條第一項之金融服

務業」，未來發生爭議，將可循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向金融評

議中心提起申訴及評議。 

依該法第 13 條規定，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

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 30 日內為適當

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

                                                                                                                                                        
新台幣五萬元，或每日付款金額達新台幣二萬元以上未達新台幣十萬元，或每月付款金額達新台

幣五萬元以上 未達新台幣二十萬元者，需使用簡訊發送之一次性密碼驗證；代理實質交易收付

款或使用者進行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每筆付款金額達新台幣五萬元以上，或每日付款金額達

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或每月付款金額達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者，應採用晶片金融卡產生交易驗證

碼或採用其他電子支付機構與使用者約定使用實體裝置產生之一次性密碼驗證，或採用含有登入

密碼、實體支付裝置、使用者生物特徵中至少其中兩項以上之驗證技術；使用者進行電子支付帳

戶間款項每 筆付款金額達新臺幣五萬元，或每日付款金額達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或每月付款金

額達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者，則必須以臨櫃核對身分受理使用者交易，或使用符合電子簽章法之

安全設計以進行交易。另關於使用者儲存於電子支付機構中資料之保護，該辦法第 13、14、18、

21 條亦對電子支付機構規定了個人資料、機敏資料、金鑰管理、作業環境、網路管理與資訊安

全事故管理等應遵循之規範，以保護使用者使用電子支付機構支付及儲存款項時的交易安全。 
378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條第一項之金融服務業，並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四年五月三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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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

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60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金融消費者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者，爭議處理機構之金融消費者

服務部門應將該申訴移交金融服務業處理。則依此規定，縱本條例第

26 條非指使用者與電子支付機構間之紛爭處理機制，電子支付機構

亦當設置客訴及紛爭處理機制以符合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若為

後者，則涉及電子支付機構應否涉入使用者支付之原因關係爭議。 

按過去第三方支付規範，向有支付關係與原因關係分離之原則379，

然第三方支付因其交易模式之特殊性，除提供支付功能外亦可提供履

約擔保功能，則隨所提供擔保之不同，電子支付機構涉入使用者間交

易亦有所差異；如受款人出貨後即可撥付，或須待付款人收到貨品確

認無誤後方撥付，甚或需待網路購物猶豫期間經過後始撥款。然若電

子支付機構涉入實質交易提供擔保者，則應除提供使用者與電子支付

機構間紛爭解決程序外，亦應建置相當機制以處理使用者間之爭議，

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之紛爭解決機制應與其提供之履約擔保強度成正

比，方為妥適。 

支付錯誤部分參照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6

點與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9條規定之處理方法，區分

為不可歸責於使用者、可歸責於電子支付機構、可歸責於使用者之錯

誤處理方式，然未就所造成之損害明定由何人負擔責任及其分擔比例。

而就帳號安全性與被冒用之處理方式，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7 點與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0 條

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或使用者於發現第三人冒用或盜用使用者持有之

電子支付帳號、密碼或憑證等資料，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

時，雙方皆負擔立即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他方停止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服務並採取防範措施之義務，且電子支付機構於接受冒用通知前，

對於因第三人使用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服務已發生之損失，原則由該機

                                                      
379

 例如票據關係與原因關係分離；再如信用卡交易中，除少數例外，持卡人並不得以與出賣人

間之爭議主張拒絕付款或要求暫停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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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負擔。 

參考歐盟及美國之立法例皆明確將使用者與第三方支付機構間

之權利關係、風險分擔以及分擔比例明文化，避免支付機構得透過定

型化契約或使用者條款之方式，制訂有利於己之權利義務關係及風險

分配責任，美國甚至要求支付機構於未授權交易負擔較使用者更重之

責。雖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將有關之權利義務關係，明文於主管機

關所訂立之定型化契約範本，惟其內容仍未如歐美各國明確規定如何

處理未授權交易之風險分配，換言之，本條例僅有針對帳號冒用之處

理方法規範，雖如同外國立法例均有以是否通知支付機構發生非授權

交易作為責任區分之標準，然對於消費者例外可能負擔損失之情形，

並未設有消費者之責任上限或依照消費者有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有

不同之責任程度。 

是以當發生未授權交易時，使用者與電子支付機構間之責任分擔

極有可能將由定型化契約條款解釋，而電子支付機構即可透過定型化

契約條款之制定，減輕或者是規避自身之責任，令消費者負擔全額之

損失或賠償責任。故本條例對於消費者保護仍有不夠完善之處，此部

份亦得參考美國與歐盟，將賠償責任明文化，使電子支付機構於制訂

定型化契約條款時，不得做出違反合理及公平之條款內容。 

二、維護隱私權 

維護隱私權部分，綜合國際立法例，對於使用者隱私保障多以規

範第三方支付機構蒐集、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之要件、明確資料當

事人之權利，如對資料之接近使用權、在資料提供給第三人時之拒絕

權等，另外也課予支付機構確保使用者資料安全性義務。鑒於隱私權

之保障及使用者對其往來交易等資料控制處分權之尊重，本條例第

28 條參酌銀行法第 48 條第 2 項、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2 條第 1 項、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7條第 2項等金融法規，明文規定支付機構

對於使用者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之保密義務，電子支付機構

提供使用者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要點亦配合該條規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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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料之相關要件。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

定型化契約範本對此亦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保障使用者個人資料。對於使用者之往來交易資料及

其他相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若有違反並負有賠償責任。故相較於維護交易安全部分，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針對維護隱私權之消費者權益保障更為周全，使用者資訊

外流風險之監管亦較為完善。 

三、茲將各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比較統整表格如下： 

 

 美國 歐盟 中國 臺灣 

原則賠償程

序 

2 日 內 通

知：50美元 

2到 60日通

知：500 美

元 

60日內怠於

通知：視情

況加重其責

任 

通 知 送 達

後：由支付

機構負擔全

額損失  

通 知 送 達

前： 

使用者至多

僅須負責 50

歐 元 之 損

失，剩餘部

分則由支付

機構補足 

 

對不能證明

客戶原因導

致的資金損

失及時先行

全額賠付 

 

電子支付機

構於接受通

知前，對於

因第三人使

用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服

務已發生之

損失，由電

子支付機構

負擔 

 

例外 支付機構得

證明若使用

者於 60 日

內通知將不

若使用者有

故意詐騙或

重大過失，

應就損失全

得證明係由

客戶原因導

致時，由客

戶負責 

電子支付機

構可證明損

失係因使用

者之故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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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發 生 損

失，則使用

者須承擔所

有損失 

額負責  過失所致；

使用者未於

依雙方約定

方式通知核

對資料 

舉證責任 支付機構 支付機構 支付機構 支付機構 

隱私權維護

規範 

V V V V 

表四、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比較(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四節 洗錢防制機制 

第一項 規範介紹 

為配合防制洗錢，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1 條規定，電

子支付機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作業應符合洗錢防制法相關法

令規定，並建立下列措施，即依洗錢防制法第 6條規定訂定防制洗錢

注意事項，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一、建立電子化監控機

制，自動監控及分析疑似洗錢交易。二、建立發現符合疑似洗錢交易

表徵之處理機制。三、確實留存必要交易紀錄。四、指定專屬單位負

責訂定防制洗錢政策及內部管制程序。五、定期實施防制洗錢查核。

是以其中亦應包括身分確認、交易報告與紀錄保存等制度。 

一、身分確認制度 

為落實執行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於 2012 年 2 月

發布之防制洗錢／打擊資助恐怖主義國際標準第 10 項建議，有關禁

止匿名或明顯利用假名開設帳戶之要求，以確保若有犯罪或不法情事

發生時，得以追查交易人，本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專營之電子

支付機構應建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於使用者註冊時確認其身分，

並留存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所得之資料；使用者變更身分資料時，亦

同。為確保電子支付機構保存使用者註冊時所提供之資料達法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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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減少營業風險或爭議，該條第 2項並規定，所得資料自電子支付

帳戶終止或結束後應留存至少 5年380。 

此外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3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接受

使用者註冊，應依下列方式辦理：(一)依身分確認辦法之規定認識使

用者身分、留存使用者身分資料及確認使用者身分資料之真實性；使

用者變更身分資料，亦同。(二)對異常申請情形建立管理機制，防杜

人頭帳戶。(三)向使用者提醒，如利用電子支付帳戶為非法使用，應

負法律責任。至於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

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第 15 條亦規定，經核准機構與境

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應

建立客戶身分確認機制，並留存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之資料；客戶

變更身分資料時，亦同。其所得資料，於契約關係消滅後，至少應留

存 5年。該客戶身分確認機制之建立方式、程序、管理、確認客戶身

分程序所得資料範圍等相關事項準用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

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身分確認辦法)。 

  身分確認辦法第 3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註冊時，

應依該辦法規定認識使用者身分、留存使用者身分資料及確認使用者

身分資料之真實性；使用者變更身分資料，亦同。電子支付機構應要

求使用者提供真實之身分資料，不得接受使用者以匿名或假名申請註

冊。使用者於利用電子支付機構進行款項支付前，必須向選定之電子

支付機構進行註冊程序，由使用者提供個人身分資訊供電子支付機構

查核，身分確認辦法第 6條以下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必須依據使用者提

供之資料，進行使用者使用電子支付服務權限分類，電子支付機構於

收取使用者個人身分資訊後，應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通

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等資料，包括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存款帳

戶資料、電子支付機構交換有關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0 條

                                                      
380

 因此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3 點第 1 項與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

範本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本公司)應留存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及執行各項

確認使用者身分程序之相關紀錄，留存期間自電子支付帳戶終止或結束後至少 5年。但其他法規

有較長規定者，依其規定。使用者變更身分資料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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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之資料、當事人請求加強身分確認註記資

料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等，以確認使用者之註冊資料是否屬

於異常交易之帳戶。 

電子支付除作為支付工具外，使用者亦得藉此成為款項之收取使

用者，故電子支付機構須將收款使用者列為身分確認制度內之主體，

並應依據使用者提供之資訊，進行收受款項總額上限之衡量依據，以

進行洗錢防制。依身分確認方法第 15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針對

收款使用者從事不法洗錢行為之風險進行控管，包括指派專員定期審

查收款使用者之使用狀況，確認為正常使用電子支付工具，並於內部

建立風險評等機制，以降低收款使用者之單次交易金額與提存保證金

等限制收款能力之措施減免風險。且電子支付機構必須透過實地訪視

機制，實際評量收款使用者之風險等級。 

又為防杜人頭帳戶，身分確認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使用者申請

註冊時，如有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等情形時，電子支付機構

應拒絕其申請，以防制犯罪及保障使用者權益。對於疑似不法或異常

之申請，該條第 2項並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得依具體情況判斷拒絕使用

者申請之情形。故使用者不論為收款或付款方，皆須提供真實可查驗

資訊作為註冊時提出之資料，電子支付機構負身分查證義務，不得接

受使用者以虛偽身分資訊作為註冊資訊。 

為貫徹身分確認制度以利電子支付機構確實掌握使用者身分資

料變更之情形，並避免使用者身分資料變更後未通知電子支付機構，

身分確認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負「定期提醒使用

者更新身分資料」之義務，須不定時更新使用者身分資訊，要求電子

支付機構必須參酌使用者之使用狀況是否涉及洗錢犯罪活動或參與

高風險性款項移轉行為，主動追蹤客戶資料。為避免電子支付帳戶遭

不法利用，致影響當事人權益該條第 2項定明電子支付機構應採一定

方式持續性審查使用者身分資料，對於使用者變更基本身分資料、交

易時間間隔過長及其他疑似不法之情形，應再次要求使用者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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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程序。該條第 3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審查使用者身分資料，除

核對身分證明文件及登記證照等相關文件之方式外，得以要求使用者

補充其他身分資料、以電話、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聯絡使用者、實地

查訪使用者及向相關機構查證等方式，再次進行識別及確認使用者身

分。且為避免身分不明之帳戶影響交易安全，該條第 4項規定電子支

付機構對於使用者未配合再次確認身分之程序時，應暫停其交易功能。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另利用身分確認制度，反向設計洗錢防制

措施，該規則第 13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將電子貨幣兌換為實體貨幣

(退款)時，須利用可追索資金流向之方式移轉款項，包括將資金匯入

使用者之實體金融機構帳戶或將款項退還至信用卡機構，不得以現金

支付。此為利用資金流向交互稽查，並不定期追蹤使用者資訊，作為

降低使用者帳戶成為洗錢犯罪工具風險之措施。 

考量不同使用者對電子支付帳戶之交易功能有不同之需求，依身

分確認之嚴謹程度，身分確認辦法明定三類電子支付帳戶之權限分

類： 

(一) 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 

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為基本電子支付功能使用帳戶，個人使用者

381僅得使用電子支付機構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及儲值功

能，無收款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付款功能。由於交易金額較

低，且未具收款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付款功能，所造成之風

險疑慮降低，是以身分確認辦法第 8條規定其申請註冊及開立帳戶，

僅須確認較為普遍之行動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信箱或社群媒體帳號

等通訊方式，並輔以向相關機關查詢身分證明文件資料作為身分確認

之程序。 

主管機關為避免本類電子支付帳戶成為洗錢犯罪之初步工具，導

致不法資金流入金融機構，規範本類電子支付帳戶必須利用得追索資

金來源及流向之金融支付工具，包含信用卡支付或銀行機構之存款轉

                                                      
381

 指自然人之使用者，包括外國自然人及大陸地區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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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以作為使用者支付款項之方式，因申請本類電子支付帳戶之金融

工具須利用使用者之真實身分資訊，得使司法機關較為較易追查異常

交易之使用者資金來源。身分確認辦法利用限制本類電子支付帳戶之

收款功能作為控制措施，且限制支付款項額度以避免從事鉅額款項交

易，是身分確認辦法第 17 條第 1 款限制本類電子支付帳戶單月代理

收付款項總金額為新台幣 3萬元為限，儲值餘額則以新台幣 1萬元為

限。蓋主管機關認為本類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為個人使用居多，且提

供之身分驗證資訊未包含可辨識真實身分之金融帳戶資訊，故限制最

高交易額度以作為控制風險措施。 

(二) 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 

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具備電子之款項之收款、付款及儲值功能，

使用者得利用開立本類電子支付帳戶進行儲值款項及使用代理支付

款項服務，且得收取其他使用者移轉之資金。由於較第一類帳戶增加

收款之功能而具備較完整之電子支付使用權限，主管機關為達成減少

本類電子支付帳戶之使用風險目的，遂於身分確認辦法第 9條第 1項

規定其申請註冊及開立帳戶除比照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之要求外，增

加應確認使用者本人金融支付工具之身分確認程序，作為電子支付機

構得確認之憑藉。該條第 2項並規定金融支付工具以存款帳戶、信用

卡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金融支付工具為限，但不包含未以臨櫃或

符合電子簽章法之憑證確認身分後所開立之存款帳戶。 

且因本類電子支付帳戶具備收受款項之功能，身分確認辦法第 12

條規定「非個人使用者」於提供相關登記證照獲准許設立之文件，開

放其申請註冊使用本類電子支付帳戶。本類電子支付帳戶因結合金融

機構構發行之金融工具作為身分驗證資料，且其資金來源與流向皆得

利用註冊之金融工具進行查詢，故身分確認辦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定

本類電子支付帳戶得利用電子支付制度進行收款與付款行為，並開放

該帳戶每月累計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新台幣 30萬元為限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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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鮮少利用電子支付功能進行款項交易額達每月新台幣 30 萬元，該

支付帳戶之開放目的，應為主管機關為開放個人型網路交易販售者得利用電子支付制度進行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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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 

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之權限最為廣泛，得由個人及非個人使用名

義向電子支付機構申請註冊使用。又因本類電子支付帳戶具備較高之

使用權限，考量其風險超過第一、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應採取更嚴

謹之身分確認程序，故身分確認辦法第 10條與第 13條規定其申請註

冊及開立帳戶之身分確認程序除比照第二類帳戶之要求外，增加應以

臨櫃審查或符合電子簽章法之憑證確認使用者身分資料之確認程序，

並要求電子支付機構應依其所訂定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

注意事項規定，確認使用者之實際受益人。 

而身分確認辦法第17條第3款規定本類電子支付帳戶使用者每月

代理收付款項交易總額限制，得依據電子支付機構與使用者之協議約

定，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服務之總額限制，則依據使用者之身分

類別作為規範。個人使用者，每月款項移轉分別以收款及付款累計金

額進行計算，單一款項總額每月不得超過新台幣 100萬元；非個人使

用者則每月不得超過新台幣 1000 萬元。本類電子支付帳戶，主要使

用者為具規模個人網路販賣者及大型網路交易商店，因該電子支付帳

戶具備款項收付功能，且交易總額限制高於前述兩種電子支付帳戶，

符合較具商業規模之企業或個人網路販賣者使用。 

二、交易報告制度 

由於第三方支付涉及收受民眾高額款項及金流移轉，為防止第三

方支付成為洗錢防制之漏洞，法務部及經濟部於 2014年 2月 19日發

布法務部法令字 10204554850號及經濟部經商字第 10202146100號，

正式宣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亦適用洗錢防制法有關金融機構之規定，

因此，電子支付機構即負有申報交易之義務。又為強化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助恐怖主義機制，並健全電子支付機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主

管機關參酌「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範本」與中

                                                                                                                                                        
行為，個人型網路交易者因網路交易需求，使用之電子支付帳戶必須兼具支付款項及收付款項之

功能，但其交易額度未達商號之需求量，為限制個人型網路交易者之風險，並考量該類型使用者

對於電子支付制度提供之服務需求，制訂交易量及風險性介於個人與商號間之電子支付帳戶，作

為提供個人型網路交易販售者及小型網路商店之電子支付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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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新加坡、美國、香港及澳洲等國相關實務規定及 FATF40項建議，

依洗錢防制法第 6 條規定及金融機構對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

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訂定電子支付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

主義注意事項範本(以下簡稱防制洗錢範本)。 

針對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防制洗錢範本第 7條規定對達新臺

幣 50 萬元以上之單筆現金收入之交易申報，應依金融機構對達一定

金額以上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申報辦法第 3條規定，確認使用者

身分並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且須於交易完成後 5個營業日內以媒體申

報方式，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若具正當理由無法以媒體方式申報，

得報經法務部調查局同意後以書面申報。 

至於疑似洗錢交易該範本於第 8條規定使用者有關交易如有特殊

情形，應特別注意，若認有疑似洗錢或資恐之交易，除應確認使用者

身分並留存交易紀錄憑證外，應自發現之日起 10 個營業日內向法務

部調查局辦理申報。其特殊情形如：(一)同一電子支付帳戶於同一營

業日之現金存入交易，累計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且與過往交易紀

錄相較異常。(二) 電子支付帳戶突有不尋常之大額款項存入、移轉或

提領，且該電子支付帳戶並未有實質交易行為，或者實質交易行為與

存入金額顯不相當，或與過往交易紀錄相較異常。(三) 使用者提領款

項或實質交易退款時經常要求變更約定之存款帳戶。(四)開立電子支

付帳戶後立即有與使用者身分或營業性質顯不相當之大額款項存入，

且又迅速移轉。(五)電子支付帳戶密集存入多筆小額款項，並立即以

大額、分散方式移轉，僅留下象徵性餘額，而與使用者之身分或營業

性質顯不相當。(六)使用者經常於相關電子支付帳戶間移轉大額資金。

(七)電子支付帳戶常有頻繁不正常的退款作業。(八)自洗錢或資恐高

風險國家或地區383匯入之交易款項。 (九)交易最終受益人為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函轉外國政府所提供之恐怖分子或團體；或國際洗錢防制

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組織；或交易資金疑似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與恐

                                                      
383

 將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轉國際防制洗錢組織所公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有嚴重缺失之

國家或地區、及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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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活動、恐怖組織或資恐有關聯。(十)電視、報章雜誌或網際網路等

媒體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該涉案人在電子支付機構從事之存入、移

轉或提領等交易。 

電子支付機構對上述情形以外之其他經認定有疑似洗錢或資恐

交易情形者，不論交易金額多寡，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交易未完

成者，電子支付機構亦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三、紀錄保存制度 

依據 FATF第 10、11項建議及其註釋之要求，留存客戶審查及交

易紀錄憑證應以法律規範，且應包括未完成之交易，為符合國際標準

之要求，本條例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留存使

用者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

紀錄；未完成之交易，亦同。上述國際標準要求相關必要交易紀錄至

少應保存5年，惟該要求僅係最低門檻，若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

自依各該其他法規之規定，是該條第 2項規定，前項必要交易紀錄，

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保存五年。但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

依其規定384。身分確認辦法第 21 條亦規定，電子支付機構辦理代理

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及提領

電子支付帳戶款項應保留必要交易紀錄之軌跡資料至少五年以上，並

應確保其真實性及完整性，以供帳務查核與勾稽，其範圍如下：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留存付款方支付工具種類、帳號或卡號、支付金額、支付幣別、

支付時間、付款方與收款方電子支付帳戶帳號、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結

果；發生退款時，留存退款方式、退款金額、退款幣別、退款時間、

退款金額入帳之支付工具種類、帳號或卡號及交易結果。 

(二)收受儲值款項業務 

                                                      
384

 為此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14 條與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第 17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本公司)應留存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之帳號、交易項目、日期、金 額、

幣別及其他主管機關所規定應留存之必要交易紀錄至少五年，但其他法規有較長之規定者，依其

規定；未完成之交易，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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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儲值方式 、收受儲值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帳號、儲值金額、

儲值幣別、儲值時間、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結果；辦理外幣儲值，留存

用以存撥儲值款項之銀行外匯存款帳戶帳號。 

(三)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 

留存付款方與收款方電子支付帳戶帳號、移轉金額、移轉幣別、

移轉時 間、交易手續費及交易結果。 

(四)提領電子支付帳戶支付款項 

留存提領支付款項之電子支付帳戶帳號、轉入之使用者本人銀行

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之帳號、提領金額、提領幣別、提領時間、交易手

續費及交易結果。  

又為確保能夠迅速遵循權責機關對相關資訊之請求，並足以重建

個別交易，及作為犯罪行為之起訴證據，防制洗錢範本第 10 條規定

對於保存與使用者往來相關文件及交易之紀錄憑證，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一)對國內外交易之所有必要紀錄應依身分確認辦法第 21 條規

定至少保存五年，且確保能夠迅速遵循權責機關對相關資訊之請求，

並足以重建個別交易，及作為犯罪行為之起訴證據。(二)對達一定金

額以上通貨交易，其確認紀錄及交易憑證，以原本方式至少保存五年。

確認使用者程序之紀錄方法，由電子支付機構依本身考量，根據全公

司一致性做法之原則，選擇一種紀錄方式。(三)對疑似洗錢或資恐交

易之申報，其申報紀錄及交易憑證，以原本方式至少保存五年。(四)

下列資料應自電子支付帳戶終止或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結束後留

存至少五年：1.於使用者註冊或變更身分資料時，確認使用者身分程

序所得之資料。2.電子支付帳戶檔案。3.業務往來資訊，包括對複雜、

異常交易進行詢問取得之背景或目的資訊與分析資料。 

至於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經核准機構與境外機構合

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相關行為，應留存客

戶交易項目、日期、金額及幣別等必要交易紀錄；未完成之交易，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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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該交易紀錄於停止或完成交易後，至少應留存 5年。但其他法規

有較長之規定者，依其規定。經核准機構對於留存必要交易紀錄之範

圍與方式，準用身分確認辦法之規定。 

第二項 比較與評析 

洗錢犯罪行為已成為各國主要金融犯罪防治之課題，各國際組織

皆建議各國必須利用客戶身分鑑別（Know Your Customer,KYC）制度，

作為各國洗錢防治之控制措施及政策385。金融機構為直接與客戶接觸

之單位，賦予其查核使用者身分權限，得減少主管機關分析可疑犯罪

資訊之成本，故利用金融機構進行使用者身分確認制度為洗錢防制規

劃之主要措施，應賦予主動瞭解客戶之確實身分資訊與存、匯款項目

的之責任，並於可疑交易發生時，具備向各國金融監理主管機關回報

之義務。各國主管機關於獲得金融機構回報可疑交易時，將針對該客

戶之交易紀錄及身分進行查驗，確認該客戶是否從事洗錢犯罪行為。 

由於第三方支付具準金融之性質，不易與金融機構完全分開，各

國對於第三方支付的洗錢防制機制通常直接適用金融體系之洗錢防

制措施。國際上對於洗錢防制則多遵循 FATF 之 40 項建議及 9 項特

別建議，從身分確認、交易報告與紀錄保存等制度著手，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對該等制度多參考國外立法例而有完備之規範，如何落實

則有待金融實務運作發展。 

一、身分確認制度 

就身分確認制度而言，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

限額管理辦法依使用者權限區分三類電子支付帳戶，並從寬至嚴地相

對應規範身分確認程序，較國際上立法例更為細緻化，中國新增訂之

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亦是如此。電子支付機構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範本第 4 條更明訂確認使用者身

分之時機、確認及再次確認使用者身分之方式與程序，對於電子支付

                                                      
385

 李智仁，論銀行之防制洗錢課題與確認客戶身分義務，銘傳大學法學論叢，6 期，頁 96，2006

年 6月。 



191 
 

機構之查證使用者身分責任極為重視，以預防不法洗錢。 

二、交易報告制度 

而交易報告制度部分，防制洗錢範本第 7條明文電子支付機構達

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申報義務，然依身分確認辦法第 17 條規定

應僅有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有可能單筆交易金額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

上而須申報。蓋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僅具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

款及儲值功能，無收款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付款功能，而每

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以新臺幣 3萬元為限；第二

類電子支付帳戶雖具收款功能，然每月累計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新

臺幣 30 萬元為限，故第一及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之單筆交易金額根

本無法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主要使用者為

具規模個人網路販賣者及大型網路交易商店，因該電子支付帳戶具備

款項收付功能，且交易總額限制係由使用者與電子支付機構自由約定，

主管機關欲對該類帳戶嚴格監督自有其必要性。 

防制洗錢範本第 8 條則詳細規定疑似洗錢交易申報義務，除第 1

項第 1款規定同一電子支付帳戶於同一營業日之現金存入交易，累計

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且與過往交易紀錄相較異常者，僅可能於第

三類電子支付帳戶發生外，其餘之不尋常大額交易或異常交易情況則

於三類型之電子支付帳戶皆有發生可能。值得注意者為縱交易未完成，

電子支付機構亦負申報法務務調查局之義務，並須持續性監控。 

三、紀錄保存制度 

至於紀錄保存制度，本條例與相關授權命令皆參照國際標準，交

易紀錄應保存 5年，而使用者身分相關資料、帳戶檔案及業務往來資

訊的保管期間為自使用者關係結束後至少 5年，而針對不同業務範圍

所應留存之資料不盡相同，自不待言。 

四、茲將各國洗錢防制機制比較統整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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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歐盟 中國 臺灣 

法源依據 銀行保密法 

愛國者法案 

反洗錢與反

恐怖融資指

令 

支付服務指

令 

支付機構反

洗錢和反恐

怖融資管理

辦法 

 

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

及授權子法 

 

身分確認制

度 

V V 帳戶分級 帳戶分級 

交易報告制

度 

10000美元 支付機構判

斷 

支付機構判

斷 

新臺幣 50

萬元 

紀錄保存制

度 

原則 5年 原則 5年 原則 5年 原則 5年 

表五、洗錢防制機制比較(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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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網際網路帶動電子商務發展，亦隨之衍生新問題。對付款人而言，

其無法實際檢視商品，僅能參考受款人提供之資訊進行判斷，資訊之

不對稱，使付款人可能需額外負擔詐欺、商品瑕疵而需退換貨之風險，

此外金融資料於網路上傳輸亦使付款人需承擔外洩之風險。對受款人

而言，資訊不對稱對於新興店家往往因評價不足無法讓付款人安心購

買而限制其發展，而網路交易多以信用卡為主要金流方式，然欲成為

特約商店須通過銀行資本額、資訊安全技術及風險控管能力之審核，

對中小企業和新興店家皆非易事。 

於此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機構應運而生，資金傳輸型模式中，支付

機構與銀行簽約成為特約商店，店家再分別至支付機構進行註冊，成

為次級特約店而得接受信用卡付款，免去銀行審核；此外支付機構將

交易整合至其設計之介面，利用資訊專長提升資訊安全管理，降低信

用卡等金融資料外流之風險；履約擔保型模式中，支付機構進一步作

為付款人與受款人之中介者，預先保留付款人資金，待受款人出貨經

付款人確認無誤後，始移轉資金予受款人。支付機構透過此方式為交

易雙方進行擔保，降低網路交易資訊不對稱之風險。 

 國際上對於第三方支付相關法制與監理早已建置多年，臺灣雖早

於西元(下同) 2001 年即已有支付機構開始經營業務，惟相關法規適

用未臻明確，導致經營第三方支付業務陷入灰色地帶。其中有關代收

轉付業務之經營因涉及到價金代收以及資金傳輸業務，似與銀行法第 

29 條所規定專屬銀行經營之匯兌業務有牴觸之虞。雖文獻上有認為

代收轉付之服務需有交易原因作為基礎，與無須交易原因之匯兌業務

不同，但於法規未明確規範下是否得以經營仍非無疑。 

此外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於第三方支付服務中，乃驅動快速便捷支

付之主要原因，然銀行法明文禁止非銀行業者收受大眾存款，是以對

於支付機構影響甚鉅，雖主管機關曾解釋得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作為暫時法源，鬆綁第三方支付管制，使金融業與非金融業皆得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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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儲值等代收存放資金業務。但於資金限制、申辦手續、儲值上限、

支付上限等規定繁雜且嚴格，對於電子商務追求快速便利的支付服務

而言仍十分不便。 

至於支付機構與信用卡支付機構間法律關係，雖然得透過其他法

律依據解決，但於未有專法統一適用之情況下，對支付機構發展仍存

在相當程度之阻礙。而涉及跨境交易時，雖有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

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配合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

易應注意事項而有實質拘束力，然為避免支付機構之脫法行為，仍有

待制定第三方支付專法進行解決。 

面對以上層層困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配合相關授權子法規

範，提供電子支付機構之經營者與使用者較為完善之法律環境，明文

業務許可要件、最低資本額限制、使用者資金保障與管理運用，並進

一步明定使用者與電子支付機構間定型化契約範本，作為訂定使用者

條款之標準，於第三方支付服務發展以及使用者保護間取得平衡。同

時針對有關代收轉付業務、無交易基礎之電子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與

收受儲值業務之合法性議題進行解釋，納入合法經營業務。 

參考各國立法例，皆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之市場准入、使用者資

金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及洗錢防制等機制為明文規範，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亦是如此。本論文嘗試借鏡外國法制及臺灣現有法制，為

臺灣發展第三方支付法制與監理提出幾點建議。 

一、 市場准入機制 

就立法設計而言，美國、中國以及臺灣均考量非金融機構與金融

機構本質上之不同，制訂專屬非金融機構之第三方支付法規，而與歐

盟迥異。關於業務經營方面，無論美國、歐盟、中國甚或臺灣，對於

基本之代收轉付、無實質交易基礎之資金移轉、收受儲值業務等皆明

文規定得以經營，並且將第三方支付之適用範圍擴張至實體的線下支

付。此外有關資本義務，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具有更嚴格之門檻限

制，似已影響第三方支付產業市場進入以及未來發展，其手段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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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所需需求之目的尚非無疑，然是否有再調整之必要，視未來電子

支付商務市場發展而定。 

二、 使用者資金管理機制 

第三方支付特點之一為吸取大量使用者資金，關於停留於第三方

支付平臺上之資金，國際上雖分別使用不同監管方式，但皆明文要求

支付機構須於合作銀行開立專屬帳戶存放使用者資金，嚴格監督自有

資金與使用者資金之區隔。並且針對該筆款項交付信託、銀行履約保

證、甚至為其投保以維護使用者之權利。此外關於留存資金之再投資

行為，美國、歐盟與臺灣皆允許對於低風險之項目進行投資，中國則

明文禁止之，因此有關再投資之議題，臺灣係採取相對開放之態度進

行立法。各國立法上對使用者資金保障與利用之立法方向極為近似，

透過法規之建置以避免使用者之資金遭到不肖支付機構利用。 

而有關儲值總額與單筆交易限額之管制，最高僅達新臺幣 5萬元，

似不符現今網路交易實際情形，建議可再區分為「法人使用者」、「高

頻率個人使用者」及「一般個人使用者」，進行分級儲值總額與「單

筆」交易限額分級管理之規定，以提高消費者便利性及帳戶管理之效

率。又立法者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經營電子帳戶間非因實質交易之款

項移轉服務，卻限定使用者僅得將款項移轉至同一電子支付機構之電

子帳戶中，無疑限制電子支付機構之款項移轉服務僅得於內部之使用

者電子帳戶進行流通。於此規範下，電子支付機構所能經營之業務受

到完全侷限，因使用者必須因應法令之規範，而至各不同電子支付機

構開設電子帳戶，才能有效利用電子支付制度進行付款及收款。如此

將減少使用者利用電子支付服務意願。 

至於立法院於審議本條例時自行增設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收入

成立清償基金之規定，看似更為保護使用者權益，惟此一規定所欲防

免之未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之情況，於主管機關審查申

請經營電子支付機構許可應檢具文件時即得經由實質審查排除之，因

此該規定似有疊床架屋之嫌，立法建議上應得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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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將使用者存放資金之利息規範予支付機構並非妥適，雖按授權

子法雖須計提不得低於 50%之比例作為回饋使用者或主管機關規定

用途使用，然電子支付機構據此至多竟得坐收高達 50%之利息收益，

對消費者似有欠公允，故於立法層面建議未來修法似可考慮規定儲值

預收金額所生利息應累計為儲值金額供未來使用，甚或仿照美國之存

款延伸制度為使用者投保，以求其平。  

三、 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 

使用者與第三方支付機構間權利義務關係主要係透過定型化契

約約定，由於條款之設計支付機構具有相當大之決定權，因此許多使

用者若不仔細詳加閱讀，將會陷自身於不利之地位。雖然臺灣之立法

例中已有「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電子支付機

構業務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

本」等相關法規可以適用，然此僅就定型化契約中權利義務關係提供

最基本之制定建議，特別於發生帳號冒用或錯誤支付之情況，電子支

付機構仍對於風險分擔以及損害賠償比例之條款有著極大解釋權，是

以應參考美國與歐盟之立法例，得將消費者賠償上限與風險分擔比例

直接明文規範於第三方支付之相關法規，以保護使用者權益。 

四、 洗錢防制機制 

由於第三方支付具準金融之性質，不易與金融機構完全分開，各

國對於第三方支付的洗錢防制機制通常直接適用金融體系之洗錢防

制措施。國際上對於洗錢防制則多遵循 FATF 之 40 項建議及 9 項特

別建議，從身分確認、交易報告與紀錄保存等制度著手，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於紀錄保存制度與國際立法例一致，而身分確認與交易報

告制度之規範則較國際上更為縝密、細緻，至於如何落實則有待實務

運作發展，並仰賴支付機構與主管機關間之配合。 

除上述建議外，第三方支付相關規範對於第三方支付機構之名詞

及定義並未統一，如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之「I301040 第三方支

付服務業」、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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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代付服務平台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

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其使用名稱及定義皆不相

同，為免導致法規適用歧異，似應重新全盤檢視與調整相關法規之使

用名詞及定義。 

臺灣電子支付制度之施行，雖然晚於其他國家之電子支付制度起

始時間，惟立法者仍應參酌國際上之電子支付規劃制訂相關規範，以

使電子商務市場具備完善之法規而蓬勃發展。就各國金融工具發展狀

況而言，目前主要趨勢為分散銀行業務之專屬性，除高風險性之金融

工具仍係由銀行及金融機構專營外，其餘較低風險之金融服務則開放

得由非金融機構組織經營，其中即包括第三方支付服務。而國際上之

金融相關規範皆隨經濟市場而逐步調整，並以降低風險為主要目標。

換言之，各國立法者除授權主管機關得因應經濟市場及金融市場之變

化而作出臨時性之開放或限制命令外，更時常依據主管機關及經營機

構之需求，修正或新增相關之法令，以應對瞬息萬變之金融市場需求，

使法規得隨市場之變動與時俱進。希冀未來臺灣之第三方支付法制與

監理，亦能順應世界潮流，藉由立法者、主管機關與電子支付機構三

方之相互配合，進而帶動電子支付商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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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楊彪，中國第三方支付有效監管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1月。 

17.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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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18. 蔡虔霖，洗錢防制法之實用權益，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9月。 

19. 蕭長瑞，銀行法令實務第二冊，華泰文化，七版，2012年。 

(二) 期刊論文 

1. 丁華明、童寧，歐美第三方支付監管政策借鑒，互聯網金融，

2014年。 

2. 王文宇，網路金融的發展與法制，月旦法學雜誌，238期，2015

年 3月。 

3. 王志誠，美國金融隱私權保護法制之發展，臺灣金融財務季刊，

7輯 1期，2006年。 

4. 王罡、李鍇樂，我國網絡第三方支付的發展及風險探析，中國

信用卡，6月號，2007年。 

5. 王興詠、林佩諭、張尹，第三方支付產業現況與發展，彰銀資

料，63卷 1&2期，頁 1，2014年 1、2月。 

6. 朱績新、章力、章亮亮，第三方支付監管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

中國金融，12期，2010年。 

7. 李莉莎，第三方電子支付風險的法律分析，暨南學報，161期，

2012年 6月。 

8. 李智仁，第三方支付的中國經驗觀察，萬國法律，191期，2013

年 10月。 

9. 李智仁，第三方支付與存款保險保障標的之認定，月旦法學雜

誌，238期，2015年 3月。 

10. 侍安宇、遲淑華，台灣銀行業跨足第三方支付業務之評估，存

款保險資訊季刊，25卷 2期，2012年 6月。 

11. 林育廷，臺灣第三方支付中介之管理與規範，全國律師雜誌，

19卷 2期， 2015年 2月。 

12. 林國彬，2015 年臺灣金融五法評析簡介，月旦財經法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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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期，2015年 5月。 

13. 胡大中，第三方支付中之消費者保護機制，月旦法學雜誌，248

期，2016年 1月。 

14. 胡湘湘，科技激發金融產業新價值，臺灣銀行家，2014 年 4

月。 

15. 孫春艷，第三方交易平臺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法治與經濟，

8期，2013年 8月。 

16. 張春燕，第三方支付平臺沉澱資金及利息之法律歸屬初探─以

支付寶為樣本，河北法學，29卷 3期，2011年。 

17. 張郁芝，我國發展電子商務之現況與未來趨勢─以第三方支付

為例，經濟研究第 14期，2014年 6月。 

18. 許親嘉、金欣怡、張貴珍、張飴倫、林佳慧、張裕昇，電子現

金在實體市場之行銷推廣組合研究─以 Mondex 電子現金卡為

例，遠東學報，22卷 2期，2005年 6月。 

19. 郭鵬，個人信息及其歐盟保護，政法學刊，28 卷 1 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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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馮國昌、江欣玲，台灣第三方支付制度初探，全國律師雜誌，

19卷 2期，2015年 2月。 

21. 葉奇鑫、陳品安，銀行法、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與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之法律辨異─兼論數字科技案，全國律師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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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廖和明，運用金融科技 開啟新藍海，臺灣銀行家，2014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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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趙昕、王靜，金融監管的新課題：第三方網上支付平臺，上海

金融，9期，2006年。 

24. 蔡宗霖，從美國 PayPal 經驗與歐盟支付服務指令論我國第三

方支付服務之現狀與未來，科技法律透析，21卷 10期，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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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為討論中心，萬國法律雙月刊，191期，2013

年 10月。 

28. 蘭立宏，利用互聯網支付系統洗錢犯罪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

學學報，3期，2011年。 

(三) 學位論文 

1. 吳信璋，第三方支付法制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7月。 

2. 李佳穎，跨國非常規交易之研究─以我國境外金融業務為中心，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3. 李俊平，第三方支付法律制度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

位論文，2012年 11月。 

4. 李智仁，論銀行之防制洗錢課題與確認客戶身分義務，銘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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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志，電子商務中第三方支付平臺法律問題研究，安徽大學法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10月。 

6. 汪志，電子商務中第三方支付平臺法律問題研究，安徽大學法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10月。 

7. 林祐任，電子商務中關於第三方服務之法律關係─以 PayPal

與 8591網為例，國立台北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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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柯佾婷，論第三方支付平臺相關爭議─以損失風險分配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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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經濟法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3月。 

11. 陳金磊，網絡金融中第三方支付及其相關法律規範，湖南大學

經濟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4月。 

12. 陳維濱，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模式的選擇及風險防範，華僑大

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3月。 

13. 馮馨儀，電子付款與轉讓之法律問題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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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熊愛卿，網際網路個人資料保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0年。 

15. 鄭昱仁，非常規交易與洗錢防制之研究，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

士論文，2010年。 

16. 鍾瑜，電子金流法制之研究─以第三方付款機制為中心，南台

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1月。 

(四) 研究出版品 

1. 經濟部 2008 年電子商務法治及基礎環境建構計畫跨國電子商

務金流法制規範研究報告。 

2. 立法院公報第 97卷第 21期委員會紀錄。 

3. 立法院公報第 97卷第 30期委員會紀錄 

(五) 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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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例」做為非銀行第三方支付儲值服務管理法源、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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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賴文智，數字科技案攪動臺灣第三方支付的春水？，北科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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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1 年首次發放第三方支付業務許可證以來，截至 2015 年 3

月 ， 已 有 270 家 企 業 取 得 牌 照 ，

http://www.haixiaol.com/n350890.htm。 

2. 2015 年第一季度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現狀分析，

http://big5.askci.com/chanye/2015/07/06/84258q0om.shtml。 

3. 王家宜，歐盟網路安全策略(Cyber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http://www.nccst.nat.gov.tw/ArticlesDetail?lang=zh&seq=1361 

4. 我國立法層面外資第三方支付企業難以獲得牌照，

http://www.wyzhifu.com/yjwendang/801.html。 

5. 我 國 為 何 對 第 三 方 支 付 外 資 准 入 實 施 限 制 ，

http://www.wyzhifu.com/yjwendang/802.html。 

6. 第 一 銀 行 「 跨 境  e 支 付 」 介 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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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三 方 支 付 服 務 ， 行 政 院 科 技 會 報 新 聞 稿 ， 

http://www.bost.ey.gov.tw/News_Content.aspx?n=533113741527

6DD6&s=31A28AAF26010C75 

8. 經 濟 部 ， 中 華 民 國 電 子 商 務 年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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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max-results=12  

(七) 行政機關函釋 

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3)年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4670 號

令。 

2.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0)年金管銀票字第 10000043180 號

函。 

3.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2)年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0530 號

函。 

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7)年金管銀（四）字第 09700443310 號

函。 

5.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金管銀票字第 09900373990 號函

令。 

6.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9)年金管銀票字第 09940004920號函。 

7.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9 年 8 月 12 日金管銀合字第 

09900300970 號函釋。 

8. 財政部(85)年台融局(ㄧ)字第 85249505號。 

9. 經濟部(101)年經商字第 101024428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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