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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P2P 個人網路借貸(Peer-to-Peer Lending)平台，即為媒合個人對個人借

貸的網路平台；有閒置資金者，可透過網路平台，挑選自己願意資助的對象，

將資金借給資金需求者，以獲得報酬；資金需求者，則可利用此網路平台，尋

找願意提供資金者，以滿足借款需求。其中，借款利率由 P2P借貸平台業者依

據其計算方式評估訂定；因此，對投資人來說，P2P借貸平台成為另類的理財

管道；對借款者來說，則成為新興的融資方式。2016年可說是台灣 P2P網路借

貸元年，LnB信用市集、鄉民貸等 P2P借貸平台相繼成立，設計差異化的營運

模式，提供台灣大眾新型態的借貸與投資服務。  

    本研究以個案式的實務分析及驗證，運用平台策略的相關理論為基礎，並以

商業模式之要素作為分析架構，探討個案公司 LnB信用市集、鄉民貸及 FundPark

創辦人創建平台時的動機與目標，如何增進平台參與者互動，替用戶解決問題，

並共同創造價值。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總結如下： 

(一)台灣 P2P借貸平台發展之可能性。 

(二)個案公司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於台灣發展遇到的問題及比較。 

 

 

關鍵字：P2P借貸、平台策略、平台商業模式、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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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er-to-Peer lending platform (P2P lending platform will be 

used as the abbreviation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e practice of 

lending money to individuals through online services that match 

lenders with borrowers. Investors holding idle capital can choose the 

target on the website to lend money and gain higher returns; while 

the borrowers’ funding needs can be satisfied by the mechanism of 

the P2P lending platform. Thus, the P2P lending platform has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idea that finance has to be handled 

throug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P2P lending industry in Taiwan have been developed since 

2016, the first and second P2P lending companies: Lend & Borrow(LnB

信用市集) , Lend(鄉民貸) were founded during 2015 and 2016, which 

were devoted to offering reasonable interest rates for lenders and 

borrower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latform strategy and the factors of 

business model,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object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founders when they founded the P2P lending companies, and 

discusses how they increase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layers in the 

platform ecosystem, with the case study of P2P lending companies--

Lend & Borrow(LnB 信用市集) , Lend(鄉民貸) and FundPark.  

    Therefore,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P2P lending platform in Taiwan. 

2.The comparison of the business model, and the obstacles that the 

P2P lending companies faced in Taiwan. 

 

 

Keywords：Peer-to-Peer(P2P) Lending, Platform Strategy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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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Zopa is the pioneer of peer-to-peer lending, which uses the 

internet to cut out the banks entirely. It matches savers with 

individuals who want to borrow, leaving out the bank and offering 

better rates all round.”— The Guardian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因應網際網路(Internet)興起與資訊科技進步，衍生出「互聯網+金融」的

概念，即基於互聯網技術提供的金融服務；透過導入資訊科技，不僅改善舊有

的金融服務，更提供更新興的金融服務方式。互聯網金融的範疇中，本研究將

以 P2P個人網路借貸(Peer-to-Peer Lending)為主要研究內容。 

    P2P 個人網路借貸(Peer-to-Peer Lending)平台，即為媒合個人對個人借

貸的網路平台；有閒置資金者，可透過網路平台，挑選自己願意資助的對象，

將資金借給資金需求者，以獲得報酬；資金需求者，則可利用此網路平台，尋

找願意提供資金者，以滿足借款需求。其中，借款利率由 P2P借貸平台業者依

據其計算方式評估訂定；因此，對投資人來說，P2P借貸平台成為另類的理財

管道；對借款者來說，則成為新興的融資方式。圖 1-1為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

台商業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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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全球第一家 P2P借貸平台 Zopa 於英國創立，而後美國也出現具

代表性的 P2P借貸平台廠商，如 2006年成立的 Prosper、2007年上線的

Lending Club等；中國第一家 P2P借貸平台業者拍拍貸則於 2007年於上海成

立，同期，宜信、紅嶺創投等平台也陸續出現，此後，P2P借貸平台便在中國

高速發展，各家業者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截至 2014年年底，中國 P2P 網路借貸

平台數量已達到 1575 家，每月資金成交額更超過 370億人民幣；發展至 2017

年 4月，已有 68個國家設立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其中，更有多家 P2P借貸

平台業者已進行股票上市，例如：2014年全球 P2P借貸領導廠商 LendingClub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業者 OnDeck Capital 也於 2014年上市；中國大

陸 P2P業者宜人貸則於 2015年 12月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台灣首家 P2P借貸平台為 2015年 10月成立的 LnB信用市集及隔年 3月上

線的鄉民貸，直到 2016 年 8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 P2P借貸並無違法，且

不另設專法管制後，才有越來越多業者投入此金融創新應用。 

    台灣 P2P借貸平台營運至今，代表性業者已立下初步的里程碑。本研究選

擇三家具備不同 P2P 借貸營運模式的台灣 P2P 借貸平台業者，作為研究對象，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資金提供者 

(理財人) 
P2P網路借貸平台 

1.借款人

公布貸款

項目。 

2.理財人

尋找借款

項目。 

3.透過平台.理財人放款。 

4.透過平台.借款人還款(本金+利息)。 

圖 1- 1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商業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翁書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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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平台策略及商業模式的分析架構，經由深度訪談探討其設計平台策略的背

後考量因素，並了解目標研究對象於目前台灣經營所面臨的困境，對照其 P2P

借貸平台營運模式，分析何種商業模式較適用於台灣環境，P2P借貸平台業者

又該如何與傳統金融機構共存；本研究以個案式的實務分析及驗證，深入探討

P2P借貸平台商業模式，期許將研究結果及建議提供給致力於金融科技的新創

業者、傳統金融業者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面臨金融科技革命於全球席捲，台灣發展尚處於萌芽期，筆者希望藉由本研

究探討目前台灣 P2P 借貸平台業者的營運模式，及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並探討何

種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之設計，較適合於台灣環境生存，以供未來的新創業者

參考。 

    本研究選擇的個案公司為 2015 年 10 月創立的 LnB 信用市集、2016 年 3 月

成立的鄉民貸，及 2015 年 8月於香港成立的 FundPark。由於三者的商業模式迥

然不同，為了分析個案公司設計平台架構時的策略規劃，本研究以平台策略的相

關理論為基礎，並以商業模式之要素作為分析架構，探討個案公司創建平台時的

動機與目標，如何增進平台參與者互動，替用戶解決問題，並共同創造價值。因

此，針對本研究，提出兩項研究問題，條列如下： 

(一)台灣 P2P借貸平台發展之可能性？ 

(二)個案公司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於台灣發展遇到的問題及比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以台灣 P2P借貸產業為主，並從中挑選代表性的 P2P借

貸平台企業作為個案研究對象。由於筆者對 Fintech發展趨勢的興趣，加上

2016年台灣 P2P借貸平台公司紛紛成立，筆者獲得 P2P借貸平台代表性公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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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貸副總，及預計於 2017年 7月進入台灣市場的香港 P2B借貸平台 FundPark

創辦人的認可，與兩位進行多次深度訪談，了解其創立動機、平台流程設計及

背後的策略意涵，取得內部資料以進行分析及商業模式之探討。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首先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確立研究目的及

欲探討的研究問題，並提出整體研究步驟；接著探討相關文獻，蒐集、整理與

本研究有關之理論，包括平台策略、雙邊市場及商業模式等資料，資料來源涵

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書籍等紙本及電子文獻，並以此作為後續研究分析

架構；接下來，確立研究方法及選擇研究對象；並進行台灣 P2P產業概況、個

案公司簡介，以平台策略及商業模式四要素分析個案公司之策略，及探討其經

營模式，經比對、歸納後，提出發現問題及個案公司於台灣環境面臨的挑戰；

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整體研究步驟，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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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確認 

確立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結論與建議 

研究對象訪談 

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架構分析與資料統整 

文獻探討 

訪談工具設計 

圖 1- 2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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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著重於平台策略的內涵，其次為探討

雙邊市場的特性，最後以商業模式關鍵要素作為後續分析框架，以探究本研究個

案公司的營運模式。 

 

第一節 平台策略 

    2003 年 Rochet & Tirole 於歐洲經濟學會(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發表平台競爭(Platform competition)相關的學術文章， Rochet 

& Tirol(2004)將平台(Platform)定義為一種商業模式，即讓企業能向參與其中

的各邊使用者收取費用的模式。 

    陳威如與余卓軒(2013)則認為平台商業模式意指連結兩個(或更多)的特定

群體，提供他們互動機制，滿足所有群體的需求，並巧妙地從中獲利。 

平台企業建構一個平台，以連結參與平台的所有利害關係人，並協助各利

害關係人相互貢獻資源、各取所需，替參與者創造價值。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06)定義平台為用技術把人、組織及資源連結起來，形成能創造與

交流龐大價值的互動生態網絡(Ecosystem)，亦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

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06)將平台的參與者分為四個角色，分別

為： 

(一)平台提供者(Providers)：提供「平台介面」。 

(二)平台擁有者(Owner)：控制平台的規則與整體架構，並促成參與者間互動。 

(三)生產者(Producers)：在平台上提供商品與服務者。 

(四)消費者(Consumers)：在平台上購買商品與服務者。 

    舉例來說，Google 為 Android平台的擁有者，而行動裝置為 Android 平台

的提供者，開發商(生產者)提供 Apps給 Android 平台，而消費者從 Android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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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購買 Apps享受產品服務。圖 2-1描述參與平台生態網絡的四種角色之互動

關係： 

 

 

 

 

 

 

 

 

 

 

 

    依據 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16)的分析，傳統企業的商業模式

是線性價值鏈(Pipeline)，透過供應商、生產者、配送與銷售等價值活動，層

層附加價值至產品或服務，並提供給顧客，替顧客創造價值；而平台

(Platform)則採用社群式的網絡關係，即互動生態網絡(Ecosystem)，此平台串

連平台擁有者、平台提供者、生產者、消費者，透過資源貢獻與交換共創價

值。因此，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16)提出平台企業的三個特性如

下： 

(一)資源運用方式：從控制資源到運用資源(From resource control to 

resource orchestration.) 

    傳統線性價值鏈企業強調內部稀有資源的控制，掌握關鍵資源即可形成持

續性的競爭優勢；平台企業則強調串聯外部資源的能力，平台擁有者將資源貢

獻於平台，平台參與者(生產者與消費者)也於平台上分享資源，所有群體共同

創造價值。 

消費者 生產者 

平台 

平台提供者 

平台擁有者 

與平台進行價值及資料數

據交換(value and data 

exchange)，並給予回饋。 

圖 2- 1平台生態網絡的參與者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0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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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值創造方式：由內部最適化轉為外部互動式(From internal 

optimization to external interaction.) 

    傳統企業創造價值的方式，是透過採購、生產製造、物流配送、銷售、售

後服務等連續式的價值活動，層層遞送價值予消費者；為了提升企業競爭優

勢，除了優化價值鏈的運作，有時會透過併購或將不重要的價值活動外包等方

式，以創造更高價值。而平台企業的價值創造方式，則著重於促進生產者與消

費者在平台中的互動參與，即透過外部參與者提供資源，解決雙方問題以創造

價值；故平台企業可省下官僚成本，並以促進平台參與者彼此資源交換及共享

為目標，穩固平台生態系統。 

 

(三)從重視顧客價值至強調平台生態系統價值(From a focus on customer 

value to a focus on ecosystem value.) 

    傳統企業以極大化顧客價值為目標，透過價值活動不斷加值予產品與服

務，滿足顧客需求並創造價值。平台企業的焦點則為極大化生態系統的總價

值，為一種網絡關係；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於平台上互動，平台促進資源的整

合，並與參與者產生循環、反饋等流程，替平台參與者創造價值，進而提升生

態系統的總價值。 

 

    Bonchek & Choudary(2013)提出平台策略的成功三要素，包括連結性

(connection)、吸引力(gravity)、流量(flow)。連結性意指平台各使用者或企

業用戶是否能容易地接觸平台、與平台產生連結，使用產品或服務，並分享予

他人；吸引力意指平台生產者與消費者使用平台服務的頻率與對平台的黏著

度；流量則為平台能否促進平台使用者間的價值交換與價值流動，並共同創造

價值。而平台成功三要素尚需三項基石，以達成目的；首先為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此基礎設施能增進參與者互動，讓各群體更容易接上平

台，建立連結；其次為磁鐵般的社交吸引力(social gravity)，平台需透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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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開發吸引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誘因、訂價模式的設計，以吸引平台各群體達關

鍵多數；最後為媒合者(matchmaking)，媒合者藉由擷取豐富的平台參與者資

料，經過運算處理，善用資料，以增進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連結，進行有效媒

合，最終提升平台交易量及交易金額。 

    除了上述要素，平台持續運作的關鍵為能否創造正向的網路效應，以使平

台運作不斷循環；其中，又可將網路效應區分為以下四種(Lee, Kim, Noh & 

Lee;2010)： 

(一)直接網路效應(Direct Network Effects): 

    一方使用某產品，將刺激另一方對使用此產品的需求，即為直接網路效

應。使用人數為此網路效應的關鍵，因越多人使用產品，便會提升所有使用者

使用此產品獲得的價值及效益，網絡成本也將隨著使用人數增加，而逐漸遞

減。 

 

(二)間接網路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s): 

    隨著某產品的使用量增加，影響其互補品的使用量跟著提升，而互補品的

需求增加，又進一步提高對某產品的需求，此不斷循環的過程，即為間接網路

效應。例如：蘋果手機 iPhone、Mac的使用量增加，促進用戶對周邊產品的需

求及相關軟體程式的開發，而此類互補品的發展，又能提高用戶對蘋果產品的

偏好，進而增加蘋果產品的使用量，此即發揮了間接網路效應。 

 

(三)雙邊網路效應(Two-sided Network Effects): 

    產品一方使用者的增加，將刺激另一方使用者對產品的需求，提高使用

量；而另一方的增加，又刺激第一方的使用需求，彼此相互刺激與影響，並提

高雙方使用產品的效益，此即為雙邊網路效應。本研究探討的 P2P借貸平台，

即多仰賴滿足平台雙邊使用者需求，刺激雙邊網路效應，以持續平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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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網路效應(Social Network Effects): 

    指一群使用者選用產品的決策，會影響另一群體的決定；社會網路效應多

發生於 Web 2.0的商業模式中，其中，群體密度為社會網路效應影響大小的關

鍵。 

 

第二節 雙邊市場 

把雙邊網絡的兩群使用者連結起來的產品或服務，稱為平台(platform)。

而 Rochet & Tirole(2004)定義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為交易量受訂價

結構影響的交易平台，因平台企業的雙邊市場緊密相連，雙方在價格、產出及

發展策略相互依賴，並深受另一方影響。平台企業創造的價值在於如何引起網

路效應，先吸引其中一方使用平台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接著再吸引另一方加入

平台，也採用平台的產品或服務。 

    雙邊市場藉由平台同時滿足兩個或多個不同群體的需求，而群體間的互動

存在網路效應；Armstrong(2006)認為雙邊市場中，一個群體的利益多寡，取決

於另一群體的人數多寡。陳威如與余卓軒(2013)將平台模式的網路效應，分為

「同邊網路效應」與「跨邊網路效應」，前者指某一邊市場群體的用戶規模成

長，將影響同一邊群體內其他用戶所得到的效益；後者則指某一邊市場群體的

用戶規模成長時，將影響另一邊市場群體使用平台所獲得的效益；當效益增加

時，稱為正向網路效應；當效益減少時，則為負向網路效應。 

    平台企業以激發正向的同邊及跨邊網路效應為目標，而平台創建時，如何

取決定價也是關鍵。陳威如與余卓軒(2013)指出，當平台企業透過提供一邊市

場費用上的補貼，以吸引該群體用戶進駐平台生態圈，則此群體便可稱為「被

補貼方」；當平台另一邊的群體可為平台帶來收入，以支撐平台運作，則可將

此邊群體稱為「付費方」。被補貼方及付費方的特性比較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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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被補貼方與付費方的比較 

 被補貼方 付費方 

價格彈性反應(Price 

Elasticity) 
高 低 

成長時的邊際成本

(Marginal Cost) 
低 高 

同邊網路效益(Same-

Side Network Effect) 
正向 負向 

多處棲息的可能性

(Multi-homing 

Ability) 

高 低 

現金流匯集的方便度

(Ease of Collection) 
困難 容易 

資料來源：陳威如與余卓軒(2013);第 71頁。 

 

    價格彈性反應為經濟學概念，指消費者對價格改變的敏感度。價格彈性反

應高時，平台提高使用價格，會使消費者數量加乘下降；反之，價格降低時，

消費者數量則會加乘提升。因此，價格彈性反應高者適合作為被補貼方，因降

低價格時，能促使此邊消費者蜂擁而至、使用平台產品或服務，激發網路效

應；而價格彈性反應低者適合作為付費方，因向他們收取平台費用，不會造成

消費者數量的過度流失。 

    一方用戶群體的數量成長，所帶來的邊際成本為低的話，則此方則適合作

為被補貼方；若用戶群體數量的成長會帶來高額邊際成本，則適合作為付費

方。陳威如與余卓軒(2013)認為，平台企業可靠付費方支付的款項抵銷其數量

成長帶來的高昂邊際成本，也能有效壯大被補貼方的整體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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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邊網路效益若為正向，則吸引此邊群體進駐平台生態圈，可引起更多群

體願意加入平台；因此，擁有正向同邊網路效應的一方作為被補貼方，是理想

情況。透過平台企業的補貼，使這群消費者數量倍增，促進平台大規模成長。 

    多處棲息的可能性指消費者使用相似平台提供之服務的容易程度；陳威如

與余卓軒(2013)指出，若消費者可輕易跳槽到其他平台，則向他們收取平台費

用便無任何成效，反而可能造成平台間的惡性降價。因此，多處棲息的可能性

高者，適合作為被補貼方；反之，多處棲息的可能性低者，其使用其他相似平

台的轉換成本較高，則此類群體適合作為付費方，成為平台收入來源。 

    陳威如與余卓軒(2013)分析，若現金流難以集中，則平台企業便很難向此

邊群體收費；例如，百度搜尋引擎難以向數以萬計的使用者收取使用百度查詢

資料的費用，而向在百度搜尋引擎刊登廣告的廣告商收費便容易多了，因此，

現金流匯集方便度高的廣告商，便成為平台付費方。 

 

    除了平台的定價模式，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16)認為，平台

還須面對兩個挑戰：贏家通吃及包圍威脅。 

    贏家通吃(Winner-Take-All)是指，因為雙邊市場的規模遞增效應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IRTS)特性，領導平台可從大規模的使用者人

數，獲得高獲利，並從此高獲利籌得經費，以研發及投資更多新功能，擴增平

台產品或提升服務，增加平台的競爭優勢。因此，雙邊市場多呈現大型平台獨

佔或寡占的局面。 

    包圍威脅則指因各平台的使用者經常相互重疊，即使建立成功平台，也可

能會遭其餘平台企業覬覦，採取包圍攻勢搶奪市場。Eisenmann, Parker, & 

Alstyne(2016)將此「包圍」定義為競爭者將單功能平台提供的服務，納入自身

的多平台套裝服務中，並提供給使用者，此舉將使單功能平台的用戶受多功能

平台的服務多元、總費用較低吸引，轉而使用對手平台的服務。陳威如與余卓

軒(2013)則將此威脅稱為平台覆蓋(Platform Envelopment)；指一平台企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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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身優勢，襲擊處於不同領域的平台企業(可能為相關產業或不相關的產

業)，透過瓦解對方的主要獲利管道(利潤池; Profit Pool)，吸收競爭者的客

源；最常見的方式，便是透過補貼競爭者的付費方，以高度補貼或免費的手

段，吸引對方客源，侵佔對手市場。 

    綜合上述，具雙邊市場的平台企業，與傳統企業(單邊市場)之不同處，可

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價值鏈(Value Chain)的流動方向 

    單邊市場的價值鏈流動方向為單向(One-way)，即線性的價值活動，從起始

端的成本流向終端的收入；而雙邊市場的價值鏈為雙向(Two-way)，起始端與終

端皆可為成本與收入；亦即雙邊市場為價值網(Value Net)的概念，共同創造顧

客價值。 

 

(二)是否具備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不同於單邊市場，雙邊市場存在網路效應，即一邊市場群體獲得的價值，

取決於另一群體的規模大小。故雙邊市場的目標為創造雙邊群體的互動，媒合

雙方需求，共創價值。 

 

(三)規模效益(Return to Scale)遞增與遞減的不同 

    雙邊市場存在規模效益遞增(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IRTS)的特

性，隨著使用平台人數增加，雙邊群體各自的需求被滿足的程度將提高。而在

單邊市場中，使用者人數的增加，將使自身需求被滿足的程度下降，存在規模

效益遞減(De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DRTS)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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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是描述一個企業如何創造價值、傳遞價值予顧

客，亦是一企業創造營收及利潤的手段與方法。同一產業內的各企業或許會有

相同的商業模式，但依據各企業的經營理念與目標不同，策略也將有所不同。 

(一)商業模式與價值主張 

Alexander Osterwalder(2010)提出商業模式九要素模型，其結構如下： 

1.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企業提供給顧客的產品或服務，以解決顧客

問題或滿足顧客需求。 

2.顧客區隔(Customer Segments)：即企業鎖定的目標客群，這些群體具有某些

共通性，使企業能針對此共通性替目標顧客創造價值。而一個企業的目標客群

可能為一個至多個不同類別的群體。 

3.通路(Channels)：即企業與目標顧客接觸的途徑，亦是描述企業如何與顧客

溝通、接觸以傳遞其價值主張。 

4.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描述企業如何針對目標客群中的各類

別，建立互動關係以維持聯繫。 

5.關鍵夥伴(Key Partnerships)：即企業為使其商業模式運作順暢，必須借重

的外部關鍵供應商或合作夥伴。 

6.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即企業之商業模式運作時，企業提供價值之最

重要價值活動。 

7.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維持商業模式順利運作所需要的資源，包括有形

及無形資源，而此關鍵資源可能是自有、從關鍵夥伴取得或租賃而得。 

8.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企業維持商業模式運作所需的所有成本。 

9.獲利模式(Revenue Streams)：企業藉由有效傳遞價值主張給顧客，並透過各

種營運模式創造財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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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xander Osterwalder(2010)提出商業模式九要素解釋企業的營運模式，

上述九大要素只要其中之一改變，便可構成另一新型態的商業模式。 

    圖 2-2描述商業模式九要素間的關係；左半部描述維持此價值主張需具備

的關鍵資源與活動，右半部則描述企業如何創造價值。 

 

 

 

 

 

 

 

 

 

(二)商業模式四要素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2008)則針對商業模式提出四要素模

型，包括顧客價值主張(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CVP)、獲利模式

(Profit Formula)、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及關鍵流程(Key Processes)，

其內涵如下： 

1.顧客價值主張(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CVP)：指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

務，協助顧客達到特定任務，即顧客遇到的具體問題。企業在全盤了解顧客問

題的本質及成因後，便可依據此問題設計相對應的解決方法，即提供的產品或

服務，以替顧客創造價值，並藉由此程序獲得收益。 

2.獲利模式(Profit Formula):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以替顧客創造價值時，所產

生的相對應收入。獲利模式包括收入模式、成本結構，以計算企業的毛利及資源

流動速度。 

關鍵活動 

關鍵夥伴 價值主張 

關鍵資源 

成本結構 

顧客關係 

顧客區隔 

通路 

獲利模式 

圖 2- 2 Osterwalder九要素模型 

資料來源：Osterwalder(2005);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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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為企業替顧客創造價值時，不可或缺的有形及無形

資源，包括員工、技術等；關鍵資源與一般資源不同處在於關鍵資源能替企業創

造差異化優勢，為企業傳遞價值主張時不可缺少的要件。 

4.關鍵流程(Key Processes):包括執行面(operational)和管理面(managerial)

的流程，企業在規模持續成長的情況下，藉由持續重複此流程，傳遞價值主張予

顧客。流程可能包含如訓練、製造、服務等，及企業內部規範，以使企業關鍵資

源發揮極致。 

 

    商業模式四要素模型可視為商業模式的創新架構，顧客價值主張代表企業為

顧客提供了什麼價值，獲利模式為企業創造價值後產生的相對收入；而關鍵資源

與關鍵流程則為支持企業創造價值以獲取利潤的行動。透過商業模式四要素模型，

探討企業推出一新產品時，如何藉由一系列程序，協助企業提供的產品與市場互

動，滿足顧客需求，並在市場需求改變時做出回應。本研究後續將以此架構作為

分析框架，探討個案公司如何設計其關鍵流程，以運用其優勢及關鍵資源，傳遞

價值主張予目標顧客並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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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了解台灣 P2P 借貸平台企業自籌備、創立至營運的發展過程中，其平台目

標及平台策略如何擬定，又如何因應外在環境改變做出回應；本研究以「質性研

究法」及「個案研究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並藉由與 P2P借貸平台創業家進行

深度訪談作為資料搜集方法，以探討其決策邏輯。 

第一節 質性研究法 

Denzin & Lincoln(2005)將質性研究定義為一種將觀察者置於真實情況的

活動，即質性研究包括一組具解釋性、與實務相符的程序，能讓觀察者對真實情

況的脈絡更清晰明瞭；質性研究將真實世界化為一系列內容，包括田野調查、訪

談、對話、照片及語音紀錄，及筆記等，能讓觀察者透過這些紀錄，與不同資料

來源進行比對、交叉分析，以歸納出結論。 

對於複雜、難以量化的研究內容，利用設計嚴謹的質性研究，可獲得量化研

究法所不能獲得之豐富、鞭辟入裡的研究成果。榮泰生(2013)分析質性研究的特

點為： 

(一)以人員訪談或群體討論進行質性研究時，研究者可動態調整談話內容及進行

方式，使受訪者或參與者更積極投入討論。 

(二)在團體中，受訪者間可自由互動、集思廣益，以發掘潛在問題或問題背後的

原因。 

(三)質性研究能使研究者有機會觀察、紀錄、解讀「非語言行為」(nonverbal 

behavior)，例如，身體語言、音調等，以了解受訪者內心世界，探究必須從具

經驗的人士身上才可習得的表面知識(surfac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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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為質性研究方法之一，榮泰生

(2013)認為個案研究法是以細膩的手法去記錄事情的本質與情節的脈絡，試圖

闡明一個或一組決策何以被採用、如何執行，以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Robert K.Yin(1994)則認為個案研究為貼近實務的調查方式，當研究對象

與現實生活間的界線無法明確定義時，可透過多種來源的證據，對該現狀加以

調查。 

    榮泰生(2013)將個案研究法依其特色分為探索式研究(Exploratory 

Study)、描述式研究(Descriptive Study)及因果式研究(Causal Study)三種；

探索式研究為針對一特定的新議題或現象，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以建立更

深層的探討；描述式研究則為針對一特定情況，蒐集相關資料，例如敘述此特

定情況、行為，或兩者之間的連結；因果式研究則是解釋研究問題背後的原因

及何以解決此問題。 

    Yin(1994)將個案研究設計分為單一個案研究(Single Case Study)及多重

個案研究(Multiple Case Study)兩種。單一個案研究為研究者僅針對同一個案

進行深入探討及剖析；多重個案研究則為藉由同時研究兩者或兩者以上的個

案，驗證跨個案之間是否具備“重複邏輯(Replication logic)”，即比對個案

間是否具相似性，而針對不同個案間之差異，提出其發生的可能原因，以回應

欲研究之問題。 

    本研究主題屬於甫於台灣發展的產業，故將以探索式個案研究法及多重個

案研究作為研究設計，並選擇三個 P2P借貸平台個案，透過深度訪談、整理其

相關資料，比較跨個案之異同，以分析並回答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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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搜集方法 

(一)深度訪談 

    藉著與個案公司創辦人進行深度訪談，深入探討企業家進行決策時的考量因

素，例如因應台灣的 P2P 產業環境與他國不同，在考量創立 P2P借貸平台時，如

何剖析環境中的機會與威脅，自身又有什麼優勢及劣勢，以設計出適合台灣產業

環境發展的平台營運模式。筆者與兩家個案公司創辦人及管理階層(鄉民貸副總

經理黃智祥及 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共進行三次面對面訪談(日

期:2017 年 4 月 13 日、26 日、5 月 13 日)及多次線上問題互動，每次訪談時間

約為兩至三小時，協助筆者更加了解 P2P借貸平台目前營運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二)網路報導相關資料 

    有鑒於台灣 P2P 借貸產業發展仍處於萌芽期，故仍需藉著蒐集他國產業報導

等次級資料，比較不同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於他國與台灣產業環境是否有特定

之適用性，以加強本研究的客觀性與準確性。此外，個案公司 LnB信用市集因公

司研發邏輯及產品機制等內部資訊不便透露，未接受訪問，因此本研究僅能利用

網路相關報導作為主要資料蒐集來源。 

 

第四節 研究對象 

為探討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與台灣環境是否具備特定適用性，本研究選

擇率先於 2016年於台灣成立的 P2P借貸平台-鄉民貸及 LnB信用市集，與計畫

於 2017 年 7月進入台灣市場的香港 P2B借貸平台 FundPark 作為個案研究對

象，藉由分析與比較三者商業模式的異同，以了解何種模式較有機會於台灣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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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P2P借貸產業簡介 

P2P 個人網路借貸的起源，可追溯至 2005 年於英國上線的 Zopa，由於過去

英國金融業被主要大銀行壟斷，拉高還款利率，使一般大眾難以向銀行申貸金

額較小的借款，此現象使創辦人 Richard Duvall、Dave Nicholson 及 James 

Alexander決定創立 Zopa，目標為使金錢的流動可以依照借貸雙方皆同意的方

式達成，透過網路提供大眾更好的金融服務。時至今日，Zopa儼然為歐洲最大

的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 

而後美國也陸續出現 Prosper、Lending Club 等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

由於美國有完善的徵信系統，故 P2P借貸平台可依據民間信用機構的信用報

告，核算資金需求者的還款能力，使平台可將借款者的倒帳風險控制在可接受

範圍內，而 P2P借貸平台則收取手續費作為平台獲利來源。例如:Lending Club

依據信用評等公司 FICO 的信用分數評估資金需求者的還款能力，對投資方來說

較有保障；此外，Lending Club也和 WebBank 合作，將 P2P網路借貸「證券

化」，由 WebBank放款給資金需求者，WebBank 再將債權轉售予平台，由

Lending Club 將債權分割為每單位 25美元的收益權憑證(member payment 

dependent note)供投資人認購。曹磊、錢海利(2016)分析，美國 P2P 個人網路

借貸平台具有不保本、依據信用記錄做審核、個人消費為主的特性。 

中國最早的 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為 2007 年成立的拍拍貸，根據其 2016

年年度業績報告，全年成交金額共 198.78億人民幣，成功媒合 711 萬筆借貸交

易，截至 2016年年底累計平台註冊用戶人數更高達 3261萬人。2012 年，中國

網路借貸平台進入爆發性成長期，大量 P2P 借貸平台於市場上湧現；中國 P2P

網路借貸爆發性成長後，由於過去中國不流行信用卡，缺乏信用評分機制，且

政府未明確規範業者應將資金交由傳統金融機構或第三方機構託管，於 2015年

九月時，P2P借貸問題平台高達上千家，並爆發倒閉潮，促使中國政府在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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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公佈「網路借貸資訊仲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範 P2P借

貸平台不能吸收公眾存款、匯集資金池、提供擔保或承諾投資人保本保息；截

至 2016 年二月底，中國正常運作的 P2P 網路借貸平台數量有 2519 家。 

    2008 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歐美監管機構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使銀行

審核放款業務之標準較過往更加嚴謹，資金需求者向傳統金融機構申請借款的

困難度增加，進而產生使用 P2P借貸平台取得資金的需求；此外，各國為了刺

激經濟成長，長期維持較低的基準利率，導致銀行存款利率下降，吸引投資方

轉而將閒置資金投入於 P2P借貸平台，以取得高投資報酬率；種種環境因素，

促使 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於全球快速成長。 

    儘管英國與美國之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皆在政府尚未對其管制時便成

立，不過，在 P2P借貸平台迅速發展後，兩國政府也相繼建立監管制度。2008

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 P2P網路借貸與眾籌的收益權證認定為「證券」，P2P

借貸平台須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申報，並被視為上市公司管理；英國則是有

Zopa等 P2P借貸平台共同成立的 P2P行業協會(P2PFA)，呼籲政府制定相關法

規，英國金融行為監督局遂於 2014年發佈並實施監管方法，著重在 P2P個人網

路借貸之金融消費者保護、誠信原則及競爭性原則三面向。 

    放眼台灣 P2P借貸平台近年概況，可先由表 4-1的中央銀行金融統計之近

十年數據，發現台灣全體銀行對消費者貸款餘額，除了 2008年(民國 97年)因

金融海嘯而小幅下跌外，其餘幾年皆為正成長，可見過去十年本國商業銀行、

外國及大陸銀行在台分行皆具備充裕資金可滿足大眾借款需求，明顯不同於歐

美市場受金融海嘯影響，導致放款業務審核變得更加嚴謹，而出現大量資金需

求未被滿足的情形；故相較之下，台灣 P2P 借貸平台發展腳步較他國緩慢，而

台灣政府對 P2P借貸的監管態度，為影響 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能否在台灣發

展起來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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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台灣全體銀行對消費者貸款餘額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民國 小計 
購置住宅

貸款 

房屋修繕

貸款 
汽車貸款 

機關團體

職工福利

貸款 

其他個人

消費性貸

款 

信用卡

循環信

用餘額 

96 6,568,973 4,505,551 832,761 89,903 121,789 754,424 264,545 

97 6,470,852 4,587,498 789,744 63,893 96,168 695,969 237,580 

98 6,591,604 4,816,647 755,693 54,244 81,850 684,714 198,996 

99 6,717,051 5,109,256 613,299 58,876 69,997 703,467 162,156 

100 6,780,695 5,274,015 482,918 73,037 67,036 743,266 140,423 

101 6,844,124 5,420,331 380,459 84,787 62,936 764,824 130,787 

102 7,005,972 5,646,766 298,032 104,367 56,253 782,830 117,724 

103 7,202,656 5,866,996 238,749 116,803 49,502 818,407 112,199 

104 7,448,962 6,132,276 184,040 118,970 48,413 857,951 107,312 

105 7,662,302 6,365,163 139,710 126,623 48,690 873,801 108,315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庫。 

 

    2016 年可說是台灣 P2P網路借貸元年，LnB信用市集、鄉民貸、哇借貸等

P2P借貸平台相繼成立，提供台灣大眾新型態的借貸與投資服務。2016 年年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成立專案小組，研議開放台灣 P2P 借貸平台

發展的可能性；2016 年 8月金管會拍板決定，不設立專法管制 P2P借貸，不納

入金融監督，直接適用現行法規，且希望未來銀行能與 P2P新創業者合作，此

外，也鼓勵金融機構自行經營 P2P業務。不過，為了避免 P2P業者捲款逃跑、

惡性倒帳，金管會嚴禁 P2P業者「吸收存款」、「不當債務催收」、「發行有

價證券」及「洩漏個資」。 

 

第二節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 

    隨時間推演，P2P 個人網路借貸發展至德國、日本等國家，典型的模式為

P2P借貸平台提供平台讓借貸雙方自由競價，撮合成交；其中，資金需求者於

還款期限到期時償還本金，資金提供者可獲得利息收益，平台收取仲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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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 Han(2012)分析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相較傳統借貸流程，具有以下

四項特點： 

(一)交易透明化 

資金需求方可輕易地於線上刊登借款需求、自身條件等資訊，投資方(資金

提供者)可於線上搜尋資金需求方之借款資料，選擇要將資金借給何者，並於線

上完成一切交易手續，交易機制透明化，大幅降低雙方交易成本。 

 

(二)使微型(小額)貸款可行性增高 

    因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具交易成本低的特性，使得金額較小的微型貸

款，媒合成功的可行性增加。 

 

(三)分散借貸風險 

    P2P 借貸平台的交易機制，可設計為將一筆金額較大的借款交易拆分成多

筆小額的借款交易，讓更多投資方參與其中出借資金，降低每位投資方個別承

擔的風險。 

 

(四)降低資訊不對稱問題 

    透過線上驗證與社群平台的資料蒐集，P2P借貸平台可以取得更多資金需

求方的個人資訊及信用風險等相關的歷史資料；例如可透過建立風險預測模

型，取得更多可推測借方信用風險相關的指標，以降低借貸雙方資訊不對稱的

問題，進而減少借貸風險及倒帳的可能。 

 

    根據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2014年之研究報告，P2P 借貸平台營運模式可分為以下三

種類型： 

(一)客戶帳戶分離模式(Client Segregated Accou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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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帳戶分離模式如圖 4-1，係指資金需求者(借方)與資金供給者(貸方/

投資方)透過平台媒合，但契約僅成立於借貸雙方間，在此交易過程中，平台僅

少量參與。投資人對於借款交易可以競標借款利率，部分平台業者則提供自動

競標服務。例如：英國的 P2B(Peer-to-Business)借貸平台 Funding Circle 便

為此營運模式；每個交易項目的募資週期為 14天，前 7天投資方參與競標，投

資方可自行決定借款利率、借款金額，若在前 7天投資方投標金額超過預計募

資金額，則表示提供高借款利率的投資方競標失敗，Funding Circle 接下來會

提供 7天的時間讓借款企業考慮是否接受投資方喊出的平均借款利率，一旦接

受，此交易項目便媒合成功；另一方面，若競標期限內未達預計募資金額，則

意味此交易項目募資失敗。 

 

 

 

 

    借貸雙方的資金在客戶帳戶分離模式下，與平台的資產負債表分離，且一

切交易皆透過一合法的獨立帳戶進行。當平台倒閉時，平台不得對此帳戶行使

動用資金的權利，借貸雙方的契約責任及義務亦不受平台倒閉所影響。而 P2P

借貸平台會向借貸雙方收取費用；針對資金需求者，平台將依其信用風險等

級，收取定額或借款金額一定比例的發放費用(origination fee)，另外，借方

也需支付延遲費用及管理費；針對投資方，則依據平台設計各有不同，除了需

資金提供者 

(投資人)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客戶帳戶 

投資資金 開啟借款 

還款 還款 
線上平台 

 

圖 4- 1客戶帳戶分離模式 

資料來源：Eleanor Kirby & Shane Worner(2014);p.17;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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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管理費，若投資方使用平台提供之自動化服務，便需支付額外的使用費，

此外，若投資方於次級市場出售其債權投資組合(loan portfolio)，或將債權

出售予平台，也需支付額外費用。 

    P2P 借貸平台提供審核借方信用風險、收回借款的服務；而前述平台向借

貸雙方收取的費用，即為上述之服務、發放貸款及借款(條款)遵循(loan 

origination and compliance)與一般營運成本。 

    客戶帳戶分離模式尚有另一種基於信託(trust fund)運作的形式；投資方

在信託架構下購買基金，而平台則擔任受託人代為管理此基金。平台透過該基

金媒合投資方及資金需求者，並讓投資人選擇資金要貸予何借款對象，平台則

負責管理借、還款相關事宜。因為是以信託形式為基礎，此基金與平台分離，

因此可避免平台倒閉時，投資方產生損失；阿根廷平台業者 Afluenta 即為此模

式的代表案例。 

 

(二)公證模式(Notary Model) 

    公證模式即美國 P2P借貸平台主流採用之模式，如:Prosper、Lending 

Club等。此運作模式為借貸雙方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借貸關係，由平台擔任雙方

的中介者，媒合投資方與借款者。其借貸交易流程如圖 4-2：由投資方針對有

興趣的貸款標的出價競標，達到預計所需金額後此交易即成立，投資方將款項

提供給平台，平台則將此本金交付合作銀行以換取債權，並由銀行發放貸款予

借款者；銀行發放貸款後，等於將此債權移轉售予 P2P借貸平台，接著平台會

提供收益權憑證(member payment dependent note)予投資人。由於平台是發行

收益權憑證，而非合約，故稱此為公證模式。 

    因平台提供收益權憑證予投資人，與銀行發放貸款予借款者，此兩種行為

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借款人未來是向平台還款，故對銀行來說不須承擔任何違

約風險。在此交易過程中，平台以收取服務費為主要獲利來源，且借貸雙方保

持匿名，無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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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證報酬模式(“Guaranteed” Return Model) 

    投資方在保證報酬模式下，透過 P2P借貸平台投資，可獲得一由平台所保

證之報酬率。其中，又可將保證報酬模式分為兩種，分述如下： 

1. 線下保證報酬模式(Offline Guaranteed Return Model) 

    在此模式下，平台尋求借款者的管道是透過“線下”進行，即與當

地借款者面對面接觸，以直接的銷售技術獲得有借款需求的用戶，並透

過人工的方式審核其信用風險；平台取得借款者需求後，便將此交易項

目張貼在線上平台，投資方可在網站上選擇有意願投資的項目，在媒合

成功並發放貸款後，由平台代表投資方按還款期限向借款者收回款項。 

    使用線下保證報酬模式的 P2P借貸平台需保證投資人 8-10%的報酬

率，並維持此投報率以支持平台的營運。中國最大 P2P借貸平台宜信

(CreditEase)便是採用線下保證報酬模式，Eleanor Kirby & Shane 

Worner(2014)指出，根據市場情報調查，中國投資人有高度投資興趣，

但借款者需求較低，因此中國 P2P業者需藉由線下流程吸引借款者及審

核借款者信用，以保持平台營運。 

資金提供者 

(投資人)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P2P借貸平台 

票據還款 票據還款 

投資資金 

本
金 

 

債
權
移
轉 

銀行 

 

發行票據 

開啟借款 

圖 4- 2公證模式 

資料來源：Eleanor Kirby & Shane Worner(2014);p.18;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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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保證回饋模式(Automated Guaranteed Return Model) 

    自動保證回饋模式的借貸流程如圖 4-3，其不同處在於，投資人將

其願意投資的總資金投入客戶帳戶，由平台自動將資金借給平台所設計

之機制挑選出來的借款者；此筆借款在放款 14天內不需支付任何費

用，在這之後借款者需支付 12%之利息及其他費用；而借款利率會隨著

借款時間按平台所設定之比例增加，平台保證投資方可擁有 12%之投資

報酬率。目前已知採用此模式的 P2P 借貸平台為 2009年於挪威創立的

TrustBuddy International AB。 

 

 

 

曹磊、錢海利(2016)則依借貸流程的差異、線上線下流程整合與否，及是

否有提供擔保為依據，將中國 P2P借貸平台之營運模式分為以下類型；本研究

後續也將採用此分類方式探討台灣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之商業模式。 

(一)純平台模式與債權轉讓模式 

    於純平台模式中，借貸關係的達成，是借貸雙方直接透過平台接觸，一次

性投標完成；債權轉讓模式中，則是由平台的第三方專業放貸者介入此借貸關

係，藉由邊放貸、邊將債權轉讓予其他投資人，媒合投資方及借款者，使資金

由投資方流入借款者手中。 

 

資金提供者 

(投資人)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線上平台 

投資資金 開啟借款 

還款 保證回饋 X% 

圖 4- 3自動保證回饋模式 

資料來源：Eleanor Kirby & Shane Worner(2014);p.1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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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純平台模式 

        純平台模式保留歐美 P2P借貸平台的原貌，即投資方可依需求於 P2P

借貸平台上選擇放貸對象，其中平台不介入交易，僅提供信用審核、將借

款者交易項目放上平台、招標的服務，並收取服務費及帳戶管理費作為主

要收益。 

    純平台模式之借貸流程可分為三步驟：首先，借款者及投資方於平台

填寫自身相關資料並註冊，投資方將願出借資金存至平台虛擬帳戶，平台

對借款者個人信用作審核調查並給予評等。接下來，審核通過的借款者填

寫借款資訊，平台統整後將所有借款資訊張貼於網站上。最後，投資方瀏

覽網站上的借款申請列表，選擇欲投資標的，由平台媒合成功後完成交

易。平台將資金匯入借款者的平台虛擬帳戶後，往後借款者需按月還本付

息，投資方則可按月收到還款。使用純平台模式的典型業者為中國首家 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拍拍貸。 

2.債權轉讓模式 

    債權轉讓模式中，借貸雙方不直接簽訂借貸契約，而是透過第三方個

人先放款給資金需求者，再由此第三方個人將債權拆分，並轉讓給投資

方；此第三方個人通常與 P2P 借貸平台本身高度連結，例如：平台內部關

係人。平台將第三方個人的債權打包成理財商品供投資方選擇，並負責審

核借款者的信用風險及貸後管理服務。 

    債權轉讓模式為中國 P2P 借貸平台宜信(CreditEase)首創；其借貸流

程為：由宜信創辦人唐寧作為第三方個人(首位出借人)，將個人自有資金

提供給資金需求者，並簽訂借款協議。接下來，宜信將唐寧手中的大筆債

權進行兩個層面的拆分——金額拆分和期限拆分，使一筆大額債權劃分為

多筆小額、短期的債權，如此一來便能降低銷售困難度。最後，宜信將債

權打包成宛如固定收益的組合商品後，提供投資者認購，即為債權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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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信的盈利來源主要是透過向借貸雙方收取費用，包括諮詢費、審核

費、服務費；一般來說，扣除這些費用的貸款年利率約為 6%(與大陸銀行放

款利率相當)，但加上宜信所收取的費用後，年利率高達 30%，因此引來不

少爭議。 

    宜信透過線下業務為主、線上為輔的模式擴張，在線下建立分支機構

及業務團隊尋找借款者與投資人；債權轉讓模式比起傳統被動等待借貸雙

方自行媒合，更可加速宜信的規模擴張。但債權轉讓模式中，投資方不了

解借款者的詳細背景、借款需求原因，交易的達成完全由平台的後台系統

匹配，一筆資金被分給多位借款人，故借款者與投資方非一對一關係。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鄉民貸，其商業模式即為參考宜信的營運模式

並稍作修改後所設計而出，同樣屬於債權轉讓模式之範疇。 

 

(二)純線上模式與線上線下結合模式 

    由於中國的徵信制度較其他國家不健全，缺乏信用評等機制，故其信用風

險審核、籌資過程、借貸雙方的來源，多以線下管道進行。依線上線下整合程

度的不同，分為純線上模式與線上線下結合模式。 

1.純線上模式 

    純線上模式的 P2P借貸平台，從開發用戶、信用審核、借貸交易媒合

至契約簽訂、甚至貸款催收等，所有業務都在線上完成。目前中國以純線

上模式經營的 P2P 業者，規模較大的僅拍拍貸一家，其他平台則僅有部分

業務完全以線上進行。例如：P2P借貸平台「人人聚財」，僅人民幣兩萬以

下的借貸可完全在線上完成。 

    由於純線上模式的借貸流程，不經過線下管道，故線上的信用審核，

需透過建立數據模型來評估，此模型將分析蒐集到的相關資訊，對借款者

訂出一合理的信用評等及信用額度，這也是美國 P2P業者 Lending Club 採

行的方式。但如何取得個人或企業的徵信資料，以進行其信用評估，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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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P2P 借貸平台來說是一大難題；目前拍拍貸的運作方式是透過調用借款

者網路社交圈數據，將其網路社群及網路上的朋友圈視為信用評等評估的

重要參考項目之一。 

 

2.線上線下結合模式 

    在中國，多數 P2P借貸平台是採用線上線下結合模式，即 P2P 借貸平

台將借貸交易主要流程放在線上，在網路上公開借款資訊、法律服務流

程，吸引投資方；至於借款來源、借款者信用風險評估、抵質押手續及貸

後管理等風險控管的核心業務，則放在線下進行，按照傳統的審核及管理

方式處理，以降低違約風險；其流程為借款者在線上提出借款申請後，平

台透過借款者所在地的據點或代理商，以身家調查的方式審核借款者徵信

背景、還款能力等。 

    雖然大部分 P2P借貸平台的借款用戶主要為個人，但在中國，小型企

業也是 P2P借貸平台的主要服務對象，但這類的企業戶非深度網路使用

者，也沒有一套完整、可信的信用記錄可供查詢，故無法完全以線上的方

式審核其信用風險，故 P2P借貸平台靠著線下實地考察其水電錶費用等生

活消費記錄，以蒐集資料，確實掌控其信用風險。 

    然而，線上線下結合模式有部分問題，如受限於線下據點實地調查的

範圍或其周邊區域，此模式有其侷限性；此外，靠人工實地審查借款者生

活消費數據，將增加平台審核信用的成本；若平台服務範圍擴大，也可能

會發生不同地域風控標準不一致的問題。 

 

(三)無擔保模式與有擔保模式 

    除了透過線下進行借款者風險控管，以保障投資方的權益外，P2P 借貸平

台亦可採用擔保機制，降低投資方可能蒙受的資金損失風險。根據平台是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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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擔保，可分為無擔保模式及有擔保模式；其中，有擔保模式依據擔保對象，

可分為第三方擔保模式及平台自身擔保模式。 

1.無擔保模式 

    此模式為最初 P2P借貸平台的原貌，平台僅發揮審核信用及資訊媒合

的功能，連結借貸雙方；投資方依自身願承擔的風險程度及對報酬的預

期，選擇借款者提供資金；平台不提供任何資金保障，借款者的貸款逾期

和倒帳風險，皆由投資方自行承擔。中國 P2P借貸平台人人貸，即為採用

無擔保模式的範例。 

 

2.第三方擔保模式 

    第三方擔保模式為 P2P借貸平台與第三方擔保機構合作，此第三方擔

保機構通常為小額貸款公司或擔保公司，P2P借貸平台支付一定比例的管道

費和擔保費，由第三方擔保機構負責對借款交易項目進行審核與提供資金

保障服務；因此，此模式下 P2P借貸平台不負責壞帳處理，亦不承擔資金

風險，只擔任仲介角色，將風險移轉至第三方擔保機構；但平台的投資風

險並未因此消除，壞帳率仰賴 P2P借貸平台合作的第三方擔保機構之營運

及審核能力。目前第三方擔保模式為 P2P 借貸營運模式中，相對安全的類

型。 

    中國 P2P借貸平台陸金所即為典型採用第三方擔保模式的平台。陸金

所的借款者信用審核及違約賠付流程，皆由同屬平安集團旗下的擔保公司

「平安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負責。根據陸金所的《借款及擔保協定》，一

旦借款者逾期超過 80天或提前還款，由平安旗下擔保公司承保的投資方，

皆可向其申請履行保證責任，讓平安擔保代償借款者尚未償還的本金、利

息與逾期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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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自身擔保模式 

    指由 P2P借貸平台本身替投資方提供資金保障；其資金來源主要有兩

種，一種為平台自有資金，另一種則是最常見的模式——平台為此設立風

險準備金。P2P 借貸平台的風險準備金通常是依據借款者的信用等級，從其

借款金額提撥一定比例，然後直接匯入 P2P借貸平台的名下帳戶作為風險

準備金，但不會計入平台收益。 

    風險準備金的保本設計，主要是因應中國信用狀況，唯有「保本」才

能吸引更多投資方，為了提高平台交易量及知名度而設計。但若平台承擔

過多代償義務，或是壞帳率過高，導致風險準備金不足代墊逾期還款的本

金及利息，平台便可能面臨資金流動性低，造成經營困難的問題。為了解

決此問題，平台可在風險準備金協議中提及，風險準備金的賠付額範圍，

以風險準備金帳戶中的全部資金為限；此設計可保障平台在自身可承擔的

最大程度上保障投資人權益，減低風險。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LnB 信用市集，其風險管理機制為由借款者的本

金中，提撥一定比例至平台開設的專戶，此專戶的所有收入與支出皆依據

【LnB交易會員服務條款】之規定，並在專業律師外部監察下進行；此營運

模式即為平台自身擔保模式。 

 

    除了上述 P2P(個人對個人)網路借貸平台之營運模式探討外，尚有 P2B(個

人對企業)借貸模式，如前述提及的 Funding Circle，資金需求方通常為小型

企業，資金提供者則為有閒置資金的投資方，藉由 P2B借貸平台媒合彼此需

求，完成交易。此模式亦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FundPark之商業模式。 

    筆者將上述 P2P 個人對個人網路借貸模式整理如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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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P2P個人對個人網路借貸營運模式 

分類方式 名稱 簡介 

借貸流程差異 

純平台模式 

借貸關係的達成，是借貸雙方直接透過平台接觸，

一次性投標完成；其中，平台不介入交易，僅提供

信用審核、將借款者交易項目放上平台、招標的服

務。 

債權轉讓模式 

借貸雙方不直接簽訂借貸契約，而是透過第三方個

人(如宜信即由創辦人唐寧擔任)先放款給資金需求

者，再由此第三方個人將債權拆分，並轉讓給投資

方；此第三方個人通常與 P2P借貸平台本身高度連

結(如平台內部關係人)。 

線上線下流程

整合與否 

純線上模式 

從開發用戶、信用審核、借貸交易媒合至契約簽

訂、甚至貸款催收等借貸流程，所有業務都在線上

完成，不經過線下管道。故線上的信用審核，需透

過建立數據模型來評估，此模型將分析蒐集到的相

關資訊，對借款者訂出一合理的信用評等及信用額

度 

線上線下結合模式 

平台將借貸交易主要流程放在線上，在網路上公開

借款資訊，吸引投資方；借款來源、借方信用風險

評估、抵質押手續及貸後管理等風險控管的核心業

務，則放在線下進行，按照傳統的審核及管理方式

處理。 

平台是否 

提供擔保 

無擔保模式 

平台僅發揮審核信用及資訊媒合的功能，不提供任

何資金保障，借款者的貸款逾期和倒帳風險，皆由

投資方自行承擔。 

第三方擔保模式 

平台與第三方擔保機構合作，由此機構負責對借款

交易項目進行審核與提供資金保障服務；故此模式

下平台不負責壞帳處理、不承擔資金風險，只擔任

仲介角色，此機構通常為小額貸款公司或擔保公司

(如陸金所與平安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合作)。 

平台自身擔保模式 

由平台本身替投資方提供資金保障；其資金來源主

要有兩種：平台自有資金或平台為此設立的風險準

備金。此風險準備金通常是依據借款者的信用等

級，從其借款金額提撥一定比例，然後直接匯入

P2P借貸平台的名下帳戶作為風險準備金，但不會

計入平台收益。 

資料來源：曹磊、錢海利(201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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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公司-LnB信用市集簡介 

    2015 年 10月，瑞保網路科技公司推出 LnB信用市集，為台灣首家 P2P個

人網路借貸平台。LnB 信用市集創辦人暨執行長楊瑞芬(Joanna)曾在花旗、匯

豐、中信服務，亦曾擔任遠東銀行副總經理，擁有 20年金融業資歷；楊瑞芬與

具資安專業的技術長 Howard Chang，結合彼此金融與資訊的專長，立志推出屬

於台灣人自己的互利金融平台。 

    2016 年 4月，看準台灣 P2P借貸平台的發展前景，LnB信用市集於創立半

年後獲得知名矽谷創投家陳五福旗下的橡子園基金(Acorn Campus)A 輪投資。 

    楊瑞芬接受《數位時代》(2017)採訪時指出，透明、互利是 P2P 平台的優

勢，以往民眾不清楚自己在銀行的信用評等，銀行不放款，借款者只能另尋管

道，或是放棄借款；在 LnB信用市集，借款者清楚了解自己的信用評等，並依

據平台所設計的基準年利率申貸，自己也可決定是否要調高借款利率，吸引投

資方提供資金。對投資方來說，若借款者每期皆準時還款，定期定額的本金回

收加利息，是一大誘因。楊瑞芬認為，借貸是傳統金融機構最基本的生意，P2P

借貸平台只是將利潤給予投資人。  

    截至 2017年 6 月，LnB信用市集會員數已突破 2萬人，申貸總額超過 23

億台幣，其中，核准通過 1.5億元借款。創立一年半來，LnB信用市集提供的

服務也不斷推陳出新，除了原始媒合借貸雙方的功能外，將於 2017 年 8月 1日

推出全新活動「五四青年運動」，主題為由五年級、四年級生(民國 40-59年出

生者)將其資金、經驗或人脈，傳承予六年級、七年級生(民國 60-79 年出生

者)，協助缺乏資金及營運經驗的年輕人完成創業的夢想。創業青年申請時需繳

交「創業企劃」(詳細描述此創業企劃需要的幫助、對台灣的幫助及還款計畫)

及「回饋方案」(描述在獲得幫助後，會怎麼回饋社會，例如回饋部分收益、專

業、創意、自行研發製造的產品)。其中，LnB 信用市集主打每個通過決選的創

業方案皆可獲得 50 萬免息貸款的資金額度，即可用零利率借貸資金；對資金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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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者來說，可自由選擇欲協助免息支持的金額，並以一千元為最低單位的小額

貸放；申貸者每三個月定期歸還部分比例的本金，並必須實踐申請時提出的

「回饋方案」，將此助人的精神延續。 

 

(一)借貸流程 

LnB 信用市集的借貸流程如圖 4-4所示。借貸雙方於平台註冊帳戶後，即

可開始使用 P2P借貸平台服務。當借款者有資金需求時，可向 LnB信用市集提

出申請，經財務審核團隊替借款者評估其信用評分，分成 12個等級，再依據信

用評分設定出最低借款利率，借款人可依據建議利率在平台上登錄其借款原

因、願支付的借款利率。投資方則可在 LnB 信用市集上，選擇標的下單，線上

支付簽約手續費後，即完成借貸媒合。 

 

  

 

圖 4- 4 LnB信用市集借貸流程 

資料來源：LnB信用市集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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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 LnB信用市集借款 

    LnB 信用市集規定，借款者需為年滿 20 歲、未滿 55歲，具有完全民事權

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中華民國國民，並有台灣手機門號，即可註冊會員。

向 LnB信用市集申請借款時，需提供個人銀行資料、收入證明、社群資料及聯

合徵信中心(JCIC)的信用資料，並需視訊審核身份，供財務審核團隊決定借款

者的信用評分及對應的借款利率。信用評等分為 12個等級，其中，最高等級

A+與最低等級 K-，申貸基準年利率分別為 2.5%與 19%。具有自然人憑證者，則

可線上提交信用報告、收入證明、勞保證明等資料，並於六小時內取得貸款利

率。申貸項目上架於平台後，最快當天即可取得投資方資金；若申請 LnB速配

夥伴功能，則可於 3-7天內取得貸款。 

    媒合成功後，依據借款者的信用評分，LnB信用市集會由借款者申貸的本

金中，收取一筆手續費及一定比例的「風險保護提撥金」(投資方於下單時所支

付的手續費即為此筆代墊費用)。故借款者實際收到的本金不會等於當初申貸時

的金額。 

    借款時間可為三到七年，並需按月還款。借款者於取得資金的第一個月後

便需開始還款，可直接將當月應還金額匯至投資方提供的銀行帳戶，並於 LnB

信用市集平台上回報已還款。 

 

(三)使用 LnB信用市集投資 

LnB 信用市集將平台上的申貸項目分為高收益市集及風險保護市集，供偏

好高報酬的投資人及投資傾向保守者選擇。兩種市集的不同處在於，風險保護

市集具備風險保護機制(即保本信託)如圖 4-5所示，將由借款者申請的本金中

提撥一固定比例的金額作為風險準備金，匯入風險補償金專戶，並由 LnB信用

市集進行風險管理，每月依照市場動態調整。風險保護機制幫助投資方在壞帳

發生時，可將債權移轉至平台，並可依當下公告之比例賠付剩餘未償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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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高收益市集則將於壞帳發生時，提供投資人訴訟所需資料，或協助投資人

委託資產管理公司催收。 

 

 

 

    而投資人依據其投資標的的借款者信用等級高低，可獲得的投資基準年利

率範圍由 2.5%至 19%不等，圖 4-6為 LnB信用市集於 2016年 12月更新之最新

投報率分級參考。 

 

圖 4- 5 LnB信用市集的風險保護機制 

資料來源：LnB信用市集官網。 

圖 4- 6 LnB信用市集提供的投資基準年利率 

資料來源：LnB信用市集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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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nB 信用市集風險控管機制 

LnB 信用市集掌握兩大核心團隊，包括創辦人楊瑞芬運用其於金融業 20年

經驗累積的人脈，從各大行庫廣邀相關菁英，集結而成之負責審核借款者信用

的財務審核團隊，及建置風險控管模型的資安系統團隊。 

    此外，仿效全球第一家 P2P借貸平台 Zopa 的借款者風險等級制度，LnB信

用市集藉由審核借款者的信用報告、個人財務資料，精算預期壞帳率，並依據

壞帳率高低，核定出從 A+ 到 K-共 12 個等級的信用評等。申貸基準年利率依

據信用評等的高低，如圖 4-7所示，信用評等等級 A+至 K-，申貸基準年利率分

別為 2.5%與 19%。由於 A+的借款者還款能力高，故給予基準年利率 2.5%；信用

評等為 K的借款項目，投資人承擔風險較大，因此申貸基準年利率較高。 

 

 圖 4- 7 LnB信用市集提供的申貸基準年利率 

資料來源：LnB 信用市集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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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B 信用市集的風險控管機制，尚有前述提及的風險保護機制。此風險保

護機制要求由借款者的本金提撥一部分的金額作為風險保護提撥金，此提撥利

率會於每月(季)檢視時視情況更動，例如：若發現提撥金額低於目標涵蓋率，

便會小幅修正新案的提撥率，使涵蓋率回到目標值；或遇到景氣等大變化，則

會修正保護比例，不會讓 LnB風險保護機制失效無法作用的情形。圖 4-8為

LnB信用市集 2016年 12月公佈之風險保護比例。 

 

    當借款者逾期超過 180天未還款，LnB信用市集便會啟動風險保護機制。

提供投資人將債權移轉至平台，並按借款者的信用評等，依風險保護機制啟動

當時公告之保護比例，償付投資方未償還本金的一定比例；例如以圖 4-8為

例，若借貸項目為信用評等為 A+、84期，則投資方可獲得 100%償還。啟動風

險保護機制的同時，LnB信用市集將會委託資產管理公司對借款者進行債務催

收，使投資方將債權轉移之後，並不會發生借款者就此不向平台還款，產生呆

帳的情形。 

 

圖 4- 8 LnB信用市集的風險保護比例 

資料來源：LnB信用市集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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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公司-鄉民貸簡介 

2016 年 3月，籌備了一年多時間的 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鄉民貸正式上線

提供服務。鄉民貸董事長黃智康眼見全球掀起金融民主化的浪潮，秉持著普惠

金融的忠旨，決心打造一個不需透過傳統銀行為中介，由網路鄉民互相借貸的

平台，免除原先借貸交易中，被銀行收取的高額利差與手續費。 

筆者與鄉民貸副總經理黃智祥於 2017年 4月 13日進行首次深度訪談，黃

智祥提到：「即使一個信用分數良好者，向傳統金融機構申請無擔保個人借

貸，銀行提供的借款利率，約為 6至 7%；但鄉民貸針對借款者僅收取 3%的手續

費，少了約一半。比起傳統金融機構利差的層層堆疊，借款者向 P2P 借貸平台

申貸，負擔的借貸成本較低」。 

    依據借款者信用評等狀況，鄉民貸借款利率約為 3%至 15%，對資金提供者

來說，其投資報酬率高於銀行提供之 1%定存利率，可吸引有閒置資金的投資

方。黃智祥期望借貸雙方可透過鄉民貸，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達到降低借款

成本、獲得高額投資報酬率的目的。2017年 3月，鄉民貸成為第一家提供借款

者以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貸的平台，最快 30分鐘即可完成審核。截至 2017年 4

月，鄉民貸總會員數已超過六千人，成功媒合的初始債權(進階會員)案件近百

筆、債權轉讓的借款案近三百筆。 

 

(一)借款流程 

    於鄉民貸註冊會員並通過實名認證後，即可使用平台服務。鄉民貸的借貸

流程為：借款者於平台提出借款申請，並提供聯合徵信中心(JCIC)的信用報告

後，鄉民貸便會開始審核其信用風險；黃智祥說，通常聯徵信用評分六百分以

上者才得以通過審核。審核通過後，不同於其他 P2P借貸平台，鄉民貸要求尚

需經由對保，與借款者直接面對面接觸，詳加查驗其所有資料；對保時，借款

者需提供雙證件、含 3至 6個月以上資料之薪轉存摺、另外建議提供公司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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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薪資單、各項繳費帳單(如市話、行動電話、信用卡、水、電、瓦斯等)

等，審核程序比銀行更為嚴謹。甚至要求提供臉書社群帳號，藉多元方法降低

詐欺風險。最後，對保人員將對借款者本人拍照，並於借款者簽立本票同時錄

影。嚴格把關，不只保障投資方權益，也可降低平台吸收高倒帳風險借款者的

機率。 

    借款者同意鄉民貸核定之貸款條件後，借款案件便會先刊登於進階投資

區，供進階會員一次性投資認購。無論是進階會員或一般會員，於選擇投資案

後，皆須於期限內，按照註冊時綁定的銀行帳戶轉帳，並於繳款後於線上平台

留言；鄉民貸確認收到款項後，此債權即成立。 

 

(二)使用鄉民貸借款 

    於鄉民貸線上平台實名認證、綁定銀行帳號，成功加入會員後，即可線上

提出申貸需求。借款者需提供聯徵信用報告，並由鄉民貸對保人員直接面對面

接觸，除了拍照、攝影外，還會嚴格檢查身分證等相關證件。自 2017 年 3月

起，鄉民貸率先採用借款者可使用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貸的服務，由鄉民貸公司

遠端監控借款人的電腦，並與借款者視訊，下載勞保異動明細、聯徵信用報

告、以及所得資料，並全程錄影，在監控下通過聯徵中心、勞保局與國稅局的

自然人憑證之驗證，確保借款者為本人。透過自然人憑證，核貸時間大幅縮

短，最快約 30分鐘即可核貸。由於信用審核相當嚴格，鄉民貸目前核貸成功率

約為 10%。 

    鄉民貸統計，其借款者年齡約為 25-45 歲。貸款期限為三個月至三年，最

長可為五年、最短可一個月內還款。與一般銀行或 P2P借貸平台不同的是，借

款者提前還款不需負擔違約金，一個月內還款者，甚至可享零借款利率，利息

將由鄉民貸起初收的手續費折讓予投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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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民貸主要提供的服務為小額信貸，故單筆借款最高額度為 30 萬台幣，雖

然未設定最低借款額度，但因單筆最低手續費為 1500元，故通常借款者會以借

款 5萬元為基準。 

    特別的是，民貸收取的手續費為本金 3%，並且非按年多次收取，是一次性

收取，故其從單筆借款項目獲利的比例，比起其他 P2P業者還低。 

 

(三)使用鄉民貸投資 

    鄉民貸統計，平台上的投資方年齡層約為 25-45歲。經實名認證及提供連

結的銀行帳戶後，便可加入會員使用服務。鄉民貸參考中國宜信的債權轉讓模

式，設計了屬於鄉民貸的債權轉讓營運模式，如圖 4-9及圖 4-10，分別為鄉民

貸的進階投資(初始市場)及一般投資(債權轉讓市場)的運作流程。鄉民貸將投

資方分為進階會員及一般會員兩種；首先，由進階會員先一次性全額放貸給借

款人，故所有的借款案件會先到進階投資區，供進階會員選擇，促成媒合。進

階會員持有債權期間，可收到借款人每月攤還之本息。接下來，進階會員可以

將手中債權賣出，賣給一般會員，賣出後借款者每月還款，將轉為向購買債權

的一般會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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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鄉民貸的初始市場(進階投資) 

資料來源：鄉民貸官網。 

圖 4- 10鄉民貸的債權轉讓市場(一般投資) 

資料來源：鄉民貸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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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會員轉賣債權後，其借貸合約中所列的利率、期限、金額，到一般投

資區時沒有改變。而進階會員轉賣初始債權可取得之 0.5%手續費，是由鄉民貸

收取的 3%手續費折讓的，故不會因此造成借款條件變動，即借款者的貸款利率

仍相同。 

    雖然進階會員需一次性全額放貸，但相較一般會員，進階會員可享有以下

四點權利：一、相較於一般會員，有優先投資的權利。二、除了收取借款者的

利息外，於特定優惠期間可再向借款者多收 0.5%手續費。三、可選擇持有債權

至到期日，也可把債權拆分賣出，且賣出初始債權不需手續費，賣出次級債權

(買其他進階會員先前轉賣之債權，今要轉賣)時才需負擔 1.5%手續費。四、沒

有閉鎖期限制，取得債權當天，即可將債權轉賣。 

    對一般會員來說，則可享有小額投資的優點，最低 1000元即可投資。且一

般會員與進階會員相同，賣出次級債權時，賣出手續費為 1.5%。賣出債權的相

關規定為：因成交金額不一，若剩餘債權價格低於最低投資金額 1000 元時，債

權將無法賣出。例如，將 2萬元債權賣出，逐漸成交後，最後僅剩 1500 元債

權，此時，又有一會員買進 1000元，剩下的 500元債權將因低於 1000 元而無

法再轉賣。故賣出債權依會員供需決定，不一定可以全數賣出。 

    鄉民貸獨有之債權轉讓模式，提供投資方若突然急需資金，便可將手上債

權轉賣，取得資金的權益。比起一般 P2P借貸平台的營運模式，更具彈性。黃

智祥分享，鄉民貸營運一年以來，觀察台灣投資者，發現他們非常願意嘗試新

型態的借貸平台，而這些投資者多為願承擔高風險的積極型投資者。 

 

(四)鄉民貸風險控管機制 

    鄉民貸有一組很強的 IT團隊，由資訊管理背景的副總黃智祥領軍開發，建

立一套提供會員債權轉讓時，計算該向一般會員及進階會員各自酌收與支付多

少金額的模型，甚至是一般會員進行次級債權轉讓時的費用，每個會員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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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價值又剩餘多少；此複雜的多對多交易機制，透過背景強大的 IT 團隊，可

建立出一般人難以設計出的資訊系統去運算。 

    強力的資訊背景，也替鄉民貸建立一套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鄉民貸可透

過線上徵信的方式進行審核，於 2107年 3月，首創透過自然人憑證讓借款者線

上申貸。黃智祥分享，鄉民貸要求借款者安裝軟體，由鄉民貸公司遠端監控借

款者的電腦，並與借款者視訊，確認本人影像；接著，要求借款者透過自然人

憑證，輸入有效的 PIN 碼，下載勞保異動明細、聯徵信用報告及所得資料，整

個操作過程鄉民貸公司都會全程錄影，不怕造假，且審核速度可比傳統金融業

更快速。 

    此外，鄉民貸內部審核人員也透過調查借款者的社群帳戶資料，搜尋其社

交狀況。未來更打算成立一資料庫，運用高超的資訊技術，蒐集購物網站交易

紀錄、評價等，以更科技的方式將借款者的生活消費記錄納入信用風險審核考

量。 

    若借款者逾期六個月未還款，鄉民貸會協助投資方催討款項；若逾期超過

六個月，投資方可提起訴訟，鄉民貸將協助提供其借款者之必要資訊與相關證

據；此外，投資方也可將債權以議價方式轉賣給 AMC資產管理公司，減少損

失；AMC 資產管理公司後續將依法定程序強制執行，催討借款人未還之款項。 

 

第五節 個案公司-FundPark簡介 

2015 年 8月於香港成立的 FundPark ，為一家專門提供 P2B貿易融資的平

台(P2B Trade Finance Platform)。P2B(Peer-to-Business)意指企業對個人，

於 FundPark 網路借貸平台上，資金需求方通常為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ME)，資金提供者則為有閒置資金的投資方，藉由

平台媒合彼此需求，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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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Park 由四名曾在國際型金融機構服務的創辦人共同創立，集結各自於

貿易融資、風險管理、企業投資及資訊科技等部門工作累積的專業，加上

FundPark 顧問委員會中來自風控、合規、貿易融資和技術支援的金融業高層，

使 FundPark 成員背景實力雄厚。其中，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

(Anson Suen)現年 28 歲，為前匯豐銀行商品貿易部門的 VP(Vice 

President)。因父母本身經營中小企業，加上於銀行企金部門的相關工作經

歷，使他了解中小企業向銀行申請短期融資時，常面臨公司條件(如年營收資

格)不符、無資產供抵押擔保或等待審核與放款的時間過長等問題，因而產生創

業念頭。孫慧來及其他共同創辦人於金融界長期累積的客戶關係，使 FundPark

成立後，可迅速累積雙邊客源，提供平台服務給資金提供者及中小企業。 

自 2016年開始，FundPark 於香港成功替許多客戶(資金需求者)尋覓產品

製造所需的流動資金，因此獲得越來越多中小企業及電商的支持。由於中小企

業最需要的是流動資金，FundPark專注在訂單與應收帳款的小額貿易融資（上

限為 100 萬美金），主要負責徵信、風控及媒合的業務。審核到放款大約只需

花費 3個工作天。截至 2017年 2月底，FundPark 在香港已經手 90幾萬美金，

單筆最低融資金額是 1.01萬美金、最大的一筆則是 30萬美金。孫慧來於訪談

時透露，截至 2017 年 3月底，經手額度正式達到 100萬美金的里程碑。 

FundPark 於 2017 年立下國際擴張目標，把視以中小企業為經濟主體的台

灣為進軍國際的第一站，並將同為金融科技重鎮的新加坡視為下一站，逐步往

東南亞市場邁進。 

 

(一)借貸流程 

FundPark 運作的借貸流程如圖 4-11所示。首先，買家向資金需求者(中小

企業)下了筆金額龐大的訂單，企業接獲訂單後，因缺乏資金生產，向

FundPark 提供交易契約及採購訂單，申請融資。接著，透過 FundPark 的風險

模型與資金控管機制，於線上審核企業的信用條件，媒合資金供給者(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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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籌措生產資金。有閒置資金的投資方可於線上平台檢視中小企業的訂單計

畫細節，依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及期望收益，選擇欲投資的交易項目。而投

資方提供的資金，將交付給公正的第三方信託機構管理，未經投資方的同意，

中小企業及 FundPark 本身皆不得動用此資金。而在採購訂單確認且即將進行

生產時，此交易項目所有募集的資金都將直接由第三方信託機構轉給負責的供

應商，確保資金用途確實為支援生產活動。最後，待產品生產完成後，便將產

品交付當初下單的買家，並由第三方信託機構將銷售營收分給中小企業與投資

方。 

舉例來說，假設一筆訂單的營收為 70萬，生產成本約需 50萬，中小企業

向 FundPark 申請融資借貸 50萬，假設借款利率為 6%、保管費為 1%，則扣除

本金及利息費用後，中小企業此筆訂單的獲利(假設除生產成本外，其餘成本為

零)為 16.5 萬。對缺乏資金又難以向銀行申請融資的中小企業來說，使用

FundPark 提供之服務有助企業免於停滯，並成為繼續成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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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 FundPark 借款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資料顯示，缺乏融資是企業

成長的第二大障礙；其中，更有 50%的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融資額度。

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分享香港的金融市場有一現象，即年營收未達

港幣 100 萬(約台幣 3900萬)之中小企業，若欲向傳統金融機構申請短期(3至 6

個月，或低於一年)的貿易融資，由於對銀行來說，這類融資申請的借款金額少

且中小企業違約風險高，使銀行承作此授信案的收益低，故中小企業被銀行拒

絕融資的比例高達 90%。 

圖 4- 11 FundPark 借貸流程 

資料來源：FundPark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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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Park 的資金需求者可為出口商、批發商、零售銷售商、經銷商等產品

擁有者，公司本身與具有信譽的客戶及產品供應商合作，且已取得客戶的產品

訂單，產生短期融資需求，便可向 FundPark 申請融資。經 2天的審核及 5天

籌資，約 7個工作日後，中小企業便可收到款項，取得營運資金(working 

capital)。FundPark 接受小型企業或新創公司申請借款，使這類中小企業不需

再煩惱無法向傳統金融機構取得融資，導致無資金可負擔生產成本，而可更加

專注於市場拓展及爭取訂單業務，壯大企業規模。 

    中小企業向 FundPark 申請融資的步驟如下： 一、於網站申請成為企業用

戶。二、上傳所需文件(如：採購訂單、交易合約等)，並提交資金申請以供審

核。三、經 FundPark 審查後，一旦獲批准，企業將收到報價單。若企業願接

受此利率，FundPark 將於平台上列出此資金申請，供投資方選擇是否資助。

四、當採購訂單獲得資助，募資成功，募集的資金將被存入信託帳戶中。五、

資金將會支付予供應商與製造商，並開始製造產品。 

    一般來說，每筆借款交易的融資額度上限為美金 100萬元，最長還款期限

為六個月，不過，皆可視情況為中小企業作調整。FundPark於 2017 年 7月於

台灣上線後，其收取的利率、服務費皆已根據台灣金融環境調整；基於借款企

業的信用素質、供應商的聲譽、訂單風險程度及產業經驗，計算利率分配基

制，收取之利率通常為訂單融資金額的 2-5%，加上平台服務費 1-3%，借款者約

需負擔 3-8%的費用；其中，投資方可獲得 2-5%之利息收益，平台則取得 1-3%

之服務手續費。 

 

(三)使用 FundPark 投資 

FundPark 的資金提供者(投資方)多為家族企業、資產管理公司和基金公

司，長期間，期望將客戶拓展至更多個人投資者。 

由於整個交易建立在一份採購訂單的基礎上，作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依據，

FundPark會將這份金額較大的訂單，拆分成多筆小額訂單，以降低投資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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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多位投資人認購。集資完成後，即開始生產商品。最後，商品將直接送到買

家手上，而投資方可拿到 2-5%的利息。 

整個交易過程的金流都交付第三方信託機構管理，沒有其他人會經手金

流，包括 FundPark 本身，故不會有平台「捲款潛逃」的可能，同時可確保所

有資金都是用在生產過程中，去向明確。 

 

(四)FundPark 風險控管機制 

    FundPark 團隊成員包括專業資訊科技背景人員，成立兩年來，利用資訊流

不斷強化其建立的風險控管模型，透過謹慎的審核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對買

家、供應商、中小企業本身及企業老闆的徵信背景資料、信用風險，此外，也

利用社會信貸評等，分析中小企業老闆的社會信用評分(社交狀況)。即使審核

通過並開啟籌資流程，FundPark 仍會繼續監控借款企業及其關係人，以降低風

險。 

    FundPark 針對每筆交易項目皆有一付款提醒服務，透過電子郵件通知借款

企業於到期日前還款。假設企業未能準時支付款項，將有 5個工作天的寬限

期，一旦超過寬限期仍未還款，將產生逾期費用。假設逾期超過一個月，第三

方專責收債機構將負責向借款企業催討款項，更將影響借款企業的信用評等及

未來使用 FundPark 融資的權益。 

 

    筆者將三家個案公司的比較表簡單整理如表 4-3。 

 

 

 

 

 

 



 

 58 

表 4- 3 個案公司簡易比較表 

 LnB 信用市集 鄉民貸 FundPark 

成立時間 2015 年 10月 2016年 3月 
2015年 8月於香港創立，

2017年 7月於台灣上線。 

平台向借方 

收取費用 

一筆手續費及一

定比例的「風險

保護提撥金」。 

手續費 3% 
利息 2-5%及平台服務費 1-

3%。 

投資方 

可獲報酬率 
2.5%-19% 約 3%-15% 2%-5% 

營運模式 
平台自身擔保模

式 
債權轉讓模式 P2B(個人對企業)借貸模式 

特色 

「風險保護機

制」會由借款者

的本金提撥一部

分的金額作為風

險保護提撥金，

此提撥利率會於

每月(季)檢視時

視情況更動，例

如：若發現提撥

金額低於目標涵

蓋率，便會小幅

修正新案的提撥

率，使涵蓋率回

到目標值；或遇

到景氣等大變

化，則會修正保

護比例，不會讓 

LnB風險保護機制

失效無法作用的

情形。 

鄉民貸將投資方

分為進階會員及

一般會員；由進

階會員先一次性

全額放貸給借款

人，故所有的借

款案件會先到進

階投資區，供進

階會員選擇，促

成媒合。 

接下來，進階會

員可將手中債權

拆分後賣給一般

會員，賣出後借

款者每月還款，

將轉為向購買債

權的一般會員支

付。 

借款者鎖定為缺乏流動資

金的中小企業，提供其貿

易融資的管道。 

企業接獲訂單後，因缺乏

資金生產，向 FundPark 

提供交易契約及採購訂單

申請融資，籌措生產資

金。 

有閒置資金的投資方可於

線上平台檢視中小企業的

訂單計畫細節，依據自己

的風險承受能力及期望收

益，選擇欲投資的交易項

目。而投資方提供的資

金，將交付給公正的第三

方信託機構管理，未經投

資方的同意，中小企業及

FundPark 本身皆不得動用

此資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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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三家個案公司：LnB信用市集、鄉民貸、FundPark進行商業模

式及平台策略分析。首先，以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2008)所提

出之商業模式四要素模型，歸納三者營運模式的異同，及建構平台的關鍵要

素。接著，剖析三家 P2P借貸平台如何設計其平台策略。最後，整理出當前台

灣 P2P個人網路借貸平台於台灣經營環境面臨的挑戰，及建議未來可發展趨

勢。 

 

第一節 個案公司商業模式及平台策略分析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2008)提出之商業模式四要素，包含

顧客價值主張(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CVP)、獲利模式(Profit 

Formula)、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及關鍵流程(Key Processes)。以下將綜

合探討 P2P借貸平台 LnB信用市集、鄉民貸，及 P2B借貸平台 FundPark 的商業

模式。 

(一)顧客價值主張(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CVP) 

    LnB 信用市集創辦人楊瑞芬與《數位時代》(201)的訪談中，提及「公平、透

明、互利」為她創辦 LnB信用市集的信念，企圖打造台灣人的互利金融平台。 

    鄉民貸則希望運用資訊科技，實現普惠金融的概念；借款者可以較低成本取

得所需資金，投資方則可獲得比現行銀行定存高的投資報酬率，使借貸雙方直接

在線上滿足彼此需求。 

    FundPark 則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致力於促進貿易融資的金融科技平台，成立

宗旨為使商業經營變得更簡單，利用科技降低資金成本並提高效率。故中小企業

可以藉由使用 FundPark 提供的服務享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投資方則可享受可

觀的投資報酬率(FundPark 官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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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定位出發，本研究將由目標客群、待解決問題及提供的服務三面向分

析顧客價值主張。 

1.目標客群(Target Audience) 

    無論是 P2P或 P2B 借貸平台，其目標客群皆分為兩種：資金需求者及資金

提供者；三家個案公司 LnB信用市集、鄉民貸及 FundPark鎖定的目標客群如表

5-1。由於借款者藉由獲取投資方提供的資金，以滿足其借款因素，如：使用

FundPark借款者為中小企業，取得資金後，可兌現其與買家的採購合約；故屬

於價值主張年代(2015)一書中所稱的主要買者(buyer)，而提供資金的投資方則

為轉換者(transferer)。 

 

表 5- 1 個案公司目標客群之比較 

 LnB信用市集 鄉民貸 FundPark 

資金需求者 

(借款者) 

有資金需求，且需

年滿 20 歲、未滿

55 歲的中華民國

國民，有台灣手機

門號。 

有資金需求，且需

為中華民國國民，

有國內銀行帳戶，

聯徵信用評分高

於六百分以上者

為佳。 

年營收低於港幣

100 萬 (約台幣

3900萬)之中小企

業，尤以毛利率高

(約 30%-40%)的物

聯網、新創科技業

為主，且已取得客

戶採購訂單。 

資金提供者 

(投資方) 

具高度投資興趣，

或具專業投資知

識的個人。 

具高度投資興趣、

欲小額投資者，或

具專業投資知識

的個人。 

對投資市場具專

業知識的個人，或

資產管理公司、基

金公司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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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待解決問題(Job to be done) 

    P2P 或 P2B借貸平台，其目標客群皆面臨經濟問題，資金需求者需透過融資

達成其目的，此目的可為結婚資金、週轉金、房屋裝修等，或供中小企業生產商

品的資金。資金提供者則基於獲利目的，在低利率環境下，尋覓高投報率的投資

方法。以價值主張年代(2015)一書分類而言，上述皆為功能性問題，整理如表 5-

2。 

表 5- 2 目標客群的待解決問題 

目標客群 資金需求者 資金提供者 

待解決問題 

1.個人：如何取得低借

款利率，以支付房屋裝

修、其他債務等日常開

銷。 

2.中小企業：如何取得

產品製造所需的流動資

金。 

如何在風險可控下，取

得高投資報酬率的標

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提供的服務(Offerings) 

    針對目標客群的待解決問題，P2P與 P2B 借貸平台提供的服務，可區分為

價值創造(gain creator)與痛苦解除(pain reliever)兩類(價值主張年代，

2015)。三家個案公司透過建立線上平台，提供媒合服務，使資金需求者可以在

網路上提出申貸需求，並依據個人信用評分，了解自己的借款利率為何，信用

評分良好者可取得較低的借款利率，滿足資金需求；資金供給者則可在自身風

險可控、可承擔的情況下，於網站上自由選擇投資標的，獲得定期定額的利息

收入。由此可見，P2P 及 P2B借貸平台透過提供服務，可降低借貸雙方的借貸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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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經由 FundPark 媒合投資方，提供中小企業所需的流動資金，使中小

企業得以付款供下游製造商生產產品，進而銷售並取得報酬；長期間中小企業

的信用評等提升，將增加其對上下游的議價力；未來甚至有機會可移轉向傳統

金融機構申貸，取得成本較低的融資利率。P2B借貸平台的服務，使中小企業

不需取得更多擔保品以向銀行融資，等同於降低了中小企業融資門檻，滿足更

多潛力企業的融資需求。 

    痛苦解除的部分，各平台皆有其對應方式。LnB信用市集讓借款者清楚了

解自己的信用評分，即對應的最低借款利率，使借款者在平台上刊登其申貸案

件時，可自主調高其借款利率，吸引投資方提供資金給自己，增加案件媒合速

度。此外，LnB市集推出「LnB速配功能」，有別於一般申貸案件上架後，慢慢

等待投資人投資；LnB 速配可快速媒合機構投資人，約 3至 7天進行聯繫及資

料確認等流程，借款者便能以在 LnB信用市集核貸的利率取得借款資金；快速

媒合的機制，提升借款效率。  

    鄉民貸的債權轉讓服務，使一般會員(投資方)最低一千元即可投資，降低

一般會員的投資門檻(進入障礙)。三家個案公司皆可替投資方省去研究五花八

門的投資商品，及評估風險所需的時間，提升搜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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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LnB 信用市集、鄉民貸、FundPark的關鍵資源有二種。首先為數量多且信用

評等良好的借款案件；根據訪談整理，資金需求者於 LnB信用市集及鄉民貸申請

借款，其核貸成功率為 10%，顯示出兩家 P2P借貸平台嚴格的財務審核程度。利

用優質的借款項目，吸引投資方加入平台，創造跨邊網路效應。 

    當供需雙方的數量皆達關鍵多數後，其次，則是利用有效的媒合機制，使用

戶願意繼續參與平台活動，創造價值。例如：LnB信用市集提供借款者自由調整

其貸款利率，增加媒合效率。此外，有效利用市場區隔，針對風險偏好高低不同

的投資方，提供高收益市集及風險保護市集，更有效率地配對適合的借貸雙方。

鄉民貸的債權轉讓機制，方便投資方彈性選擇持有債權或將債權切分為數個小債

權，讓越來越多的一般會員可參與投資；FundPark 對一筆金額較大的借款訂單，

功能性問題 

價值創造 

痛苦解除 

媒合借貸需求，降低彼

此借貸成本。 

中小企業不需取得更多

擔保品以獲得貿融資

金，滿足融資需求。 

LnB信用市集：提升申

貸案件媒合效率。 

鄉民貸：降低投資門

檻，提升搜尋效率。 

FundPark：提升投資方

搜尋效率。 

圖 5- 1個案公司提供的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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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可拆分為數筆小額的訂單，供投資方認購。透過不同媒合機制的設計，有效

使用關鍵資源，創造資金需求者及供給者間的連結性、吸引力及流量，形成一成

功的平台策略(Bonchek & Choudary，2013)。 

 

(三)關鍵流程(Key Processes) 

    降低用戶進入障礙及提升用戶黏著度為 LnB信用市集、鄉民貸、FundPark 的

關鍵流程，以下分別描述之。 

    首先，由於刊登於平台上的借款案來源多元，需靠三家個案公司後台的風控

模型、嚴格的借款者信用風險審核機制，以確保平台上每筆申貸案的信用品質良

好。LnB 信用市集及鄉民貸皆於平台上清楚註明借款者的個人資料、資金用途、

借款利率等；FundPark 則詳列借款企業的採購訂單、客戶、供應商，甚至未來產

品的內容；清晰明瞭的資訊可降低投資方的戒心及對倒帳風險的疑慮，降低用戶

進入障礙。其中，鄉民貸債權轉讓模式的設計，使投資方即使只有一千元也可參

與投資；而提供短期借款者一個月還款免繳利息的服務，也大幅降低資金需求者

使用 P2P 借貸平台的進入障礙。 

    而提升用戶黏著度的部分，需先建立高度轉換成本，以增強借貸雙方對平

台的依賴性，進而增加品牌認同。LnB信用市集自 2015年年底服務上線以來，

功能不斷推陳出新，如推出「五四青年運動」，進行跨世代的連結，LnB信用

數量多且品質良好

的借款案件 

隨之增加的資金提

供者 

關鍵資源

一：嚴格的

財務審核及

風險控管機

制，引發跨

邊網路效

應。 

關鍵資源二：有效的媒合機制，

強化網路效應。 

圖 5- 2個案公司關鍵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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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提供通過決選的創業團隊 50萬元免息貸款額度，鼓勵台灣青年勇敢追夢；

更邀請經驗豐富的前輩提供資金、建議等，成為創業者的幕僚團隊； LnB信用

市集實踐社會責任(CSR)的形象，可提升借貸雙方對此平台的好感。鄉民貸提供

會員可轉賣次級債權的功能，方便投資方彈性提供及收回資金，獨有的便利性

可幫助鄉民貸建立用戶對平台的依賴。此外，LnB信用市集及鄉民貸皆採用會

員制，以提升借貸雙方的轉換成本，其中，LnB信用市集更定期舉辦活動，以

可折抵手續費的 LnB 市集回饋金作為誘因，提高會員對平台的依賴。 

    FundPark 提升用戶黏著度的方式則為：首先，每完成一筆融資案，平台會提

高此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等，未來的融資利率也會隨評等增加而漸漸下降，提升轉

換成本。若傳統金融機構未來認可 FundPark 的信用評等，將有助於中小企業能

轉而以較低成本向銀行融資，此成功案例將吸引更多初創的中小企業先向平台融

資，累積信用後再移轉至銀行融資，建立平台的品牌認同。針對投資人，FundPark

則利用持續性的高投報率，吸引投資方形成正向的同邊網路效應；於每一筆借款

項目交易順利達成後，用戶也將持續回流。表 5-3為三家個案公司的關鍵流程比

較表，並將其統整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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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個案公司關鍵流程比較表 

 LnB信用市集 鄉民貸 FundPark 

降低進入障礙 

對投資方： 

1.嚴格的借款者

信用風險審核機

制，以確保平台上

每筆申貸案的信

用品質良好。 

2.平台上顯示清

楚的借款案件資

訊。 

對投資方： 

1.提供一千元即可投

資的服務。 

2.嚴格的借款者信用

風險審核機制，以確

保平台上每筆申貸案

的信用品質良好。 

3.平台上顯示清楚的

借款案件資訊。 

對借款者： 

提供短期借款者一個

月還款免繳利息。 

對投資方： 

1.嚴格的借款者信

用風險審核機制，

以確保平台上每筆

申貸案的信用品質

良好。 

2.平台上顯示清楚

的借款案件資訊。 

提升用戶黏著

度 

1.會員制;LnB 市

集回饋金折抵。 

2.推出 CSR 新功

能，建立良好品牌

形象。 

會員制 

長期間輔助中小企

業逐步提高信用評

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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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獲利模式(Profit Formula) 

    由於個案公司之財務數據受限於訪談對象不便提供，加上三者皆為非上市

上櫃公司，無公開財務資料可查詢，故此處以表 5-4列出三家個案公司簡易的

收入及成本內容。 

 

 

 

 

 

 

 

提升信任 

嚴格的信用風險審

核，確保案件品質。 

提供小額借貸、小額

投資，提升平台服務

的便利性。 

 

降低進入障礙 

短期還款免收利息，

增加借方使用誘因。 

舉辦 CSR活動，提升

形象。 

會員制、回饋金；輔

助中小企業增加信評 
提升用戶黏著度 

增加便利性 

建立品牌認同 

提升轉換成本 

圖 5- 3個案公司關鍵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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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個案公司之收入及成本 

 LnB信用市集 鄉民貸 FundPark 

收入模式 

由借款者申貸的

本金中，收取一筆

手續費。(比例未

提供) 

1.手續費為本金

3%，一次性收取。 

2.進階會員入會

費 1500元。 

向中小企業收取

手續費 (2-5%)與

保管費(1-3%)，合

計約本金 7-12%的

費用。 

成本結構 

估計為建置平台

費用、人力成本、

行銷成本。 

建置平台、系統費

用，員工薪資，及

機房、辦公室租金

等，共約一百萬。 

建置平台費用、人

力成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平台策略之設計 

    分析個案公司的商業模式後，接著探討個案公司平台策略設計的異同。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為一雙邊市場，平台參與者分別為資金需求者(借款者)與資金

供給者(投資方)，圖 5-4 為 P2P 個人網路借貸平台中，各參與者與平台間的關

係。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資金提供者 

(理財人) 
P2P網路借貸平台 

轉換成本：

低。 

轉換成本：

低。 

具跨邊網路效應。 

負向同邊網路效應。 正向同邊網路效應。 

圖 5- 4 P2P借貸平台與參與者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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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經與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及 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訪談，台灣

P2P 借貸平台服務上線一年來，平台策略重點為：先提高同邊及跨邊網路外部，

達關鍵多數後，再建立用戶對平台的轉換成本；而如何提升轉換成本是長久經營

的成功關鍵。以下分別分析三家個案公司的平台策略： 

1.LnB信用市集 

    於建立平台初期，為了使平台參與者數量增加，P2P借貸平台需考量如何取

決定價。LnB信用市集以吸引投資方為主，故其將資金提供者視為被補貼方、資

金需求者視為付費方；其對投資方的補貼方式有二種： 

(1)市集回饋金機制；市集回饋金將永久性存於會員帳戶之中，會員可於投資借

款案件時使用，以折抵投資手續費。  

(2)不定期舉辦優惠活動；如 2017年 5月 24 日至 6月 30日，LnB信用市集舉

辦「新手有禮」活動，針對從未於平台投資之會員，只要於活動期間參與投

資，即可取得 50%市集回饋金。 

 

    提升正向的跨邊網路效應及同邊(投資方)網路效應，以創造正面網路外部性

後，如何使具有平台多棲性的雙邊用戶能持續留在平台，便需設法提高用戶之轉

換成本，建立顧客忠誠度。 

    LnB 信用市集提升用戶忠誠度的方式，除了以會員制及 LnB市集回饋金，提

高用戶對平台的轉換成本外，也不斷推出多元化服務，轉變大眾對 LnB 信用市集

為 P2P借貸平台的形象。例如：LnB信用市集將借款案件以「市集」的方式呈現，

讓投資方於選擇標的時，宛如決定替誰圓夢，不但可獲利息回饋，無形中也宛如

做了一件善事。而 LnB 信用市集於 2017 年推出的「五四青年運動」，鼓勵台灣

青年勇敢追夢，更提倡投資方不限制為“投資資金”，也可以分享經驗、對青年

創業團隊的建議、甚至擔任顧問的角色等；意圖增加大眾對 LnB信用市集的好感。

於 LnB市集官網，也列出借貸雙方對平台服務的評價及口碑推薦，降低非會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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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平台的疑慮，長期間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故 LnB信用市集與平台參與者的關

係已產生轉變，如圖 5-5所示。 

 

2.鄉民貸 

    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分享，於服務上線初期，鄉民貸以吸引投資方為主，故推

出許多補貼投資者的方案；但於營運一段時間後，發覺借款者增加速度較投資方

為慢，故改以補貼借款者為主。其補貼方式分別如下所述： 

(1)補貼借款者： 

    若於借款一個月內還款，享零利息優惠。由鄉民貸收取的 3%手續費支付投

資方利息。 

(2)補貼投資方： 

    債權轉讓機制的設計，方便投資方靈活運用其資金。鄉民貸副總黃智祥說：

「曾遇過客戶(投資方)因將資金全部投入在其他 P2P 借貸平台，結果急需現金

時，無法動用其投注的資金，因而轉往鄉民貸申請借款。所以在決定鄉民貸的營

運模式時，才會參考宜信的債權轉讓模式，使投資方需要資金時，不需擔心無法

立即拿回」。 

    另一種補貼方式，則為提供進階會員轉賣初始債權時，不需付 1.5%手續費。

此外，一般會員只要投資一千元即可參與投資，於次級市場購買債權。皆可降低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資金提供者 

(理財人) 
LnB信用市集 

轉換成本：

高。 

轉換成本：

高。 

具跨邊網路效應。 

負向同邊網路效應。 正向同邊網路效應。 

圖 5- 5 LnB信用市集與參與者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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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方使用平台服務的進入障礙，並以同邊網路效應，快速吸引其他有閒置資金

及有興趣投資者加入平台會員。 

    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坦言，平台營運一年多來，其實用戶數量尚未達期望的關

鍵多數，不過，平台仍持續設法建立機制以提升用戶對平台的依賴。鄉民貸藉由

會員制，且需實名認證及綁定銀行帳戶的方式，建立借貸雙方對平台的轉換成本。 

 

3.FundPark 

    至於 FundPark 的定價策略，同樣以吸引投資方為主。FundPark 創辦人暨執

行長孫慧來說：「FundPark 對投資方不收任何手續費，對參與投資的用戶來說，

等於完全零成本，希望藉此方式，讓投資者間好康道相報，吸引更多有興趣的投

資大眾參與使用 FundPark 的服務」。     

    談到平台用戶是否已達關鍵多數，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坦言其

實 FundPark 仍處於開拓市場的初期階段，故目前的策略重點仍在如何吸引借貸

雙方使用平台服務。但平台仍需建立機制以提升既有用戶對平台的依賴，

FundPark 希望透過提倡輔佐中小企業，提升其信用評等，以協助其未來可成功

向傳統金融機構融資為號召，藉由用戶不斷回流、甚至建立口碑使新創企業慕名

而來，提高用戶對平台的依賴性。FundPark 與平台參與者的關係如圖 5-7。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資金提供者 

(理財人) 
鄉民貸 

轉換成本：

低。 

轉換成本：

高。 

具跨邊網路效應。 

負向同邊網路效應。 正向同邊網路效應。 

圖 5- 6鄉民貸與參與者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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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環境之挑戰 

    P2P 借貸市場於歐美市場的興起，可歸因於金融海嘯後，歐美監管機構加

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使銀行在審核貸款時變得格外謹慎，尤其針對無擔保貸

款、個人信用貸款、中小企業貸款、汽車貸款、房屋貸款再融資等，即使銀行

批出貸款，亦會把借款利率訂的很高，以平衡銀行承擔的壞帳風險，此舉亦使

借款者開始尋求借款利率低的 P2P借貸平台融資。而隨著近年各國為了刺激經

濟，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基準利率長期接近零水平，存款利率過低、定息

產品投報率不高，使投資方產生誘因尋找投資報酬率高的方案，例如：將資金

投入 P2P 借貸平台。 

    但，台灣的總體環境明顯不同於受金融海嘯影響的歐美市場，加上法規限

制較他國嚴謹、利差小，故相較之下，台灣 P2P借貸平台發展腳步較他國緩

慢。實際與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及 FundPark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訪談，詢問兩

位創辦人對於 P2P借貸平台於台灣上線，截至目前所認為最大的挑戰為何，鄉

民貸副總黃智祥認為，台灣政府對 P2P借貸的監管態度，為影響 P2P 個人網路

借貸平台能否在台灣發展起來的關鍵因素，黃智祥坦言：「台灣法規限制 P2P

資金需求者 

(借款人) 

資金提供者 

(理財人) 
FundPark 

轉換成本：

低。 

轉換成本：

低。 

具跨邊網路效應。 

負向同邊網路效應。 正向同邊網路效應。 

圖 5- 7 FundPark 與參與者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3 

借貸平台不可提供「儲值」功能的服務，此對業者來說造成很大的阻礙。」 

    黃智祥提及，P2P 業者缺乏資金做行銷活動，向信用風險低的目標客群傳

遞正確的 P2P借貸平台服務，使平台吸引的借款者多為信用風險高的人，亦為

營運至今面臨的難題，筆者將之歸納為行銷面的問題。此外，黃智祥分享，台

灣 P2P借貸業者家數逐漸成長，其實不少業者非正派經營，即曾有純平台模式

的業者，對借款者信用審核不嚴格、導致投資方虧本的例子，大大打擊 P2P借

貸平台在目標客群心中的形象。 

    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則說明：「要怎麼和金管會打交道、溝

通，是我們來台灣發展碰到的問題。另外，我們對台灣的中小企業習性尚不了

解，這幾個月來已陸續和相關人士接觸，未來不排除會和銀行業者合作。」 

    筆者歸納與整理訪談內容後，探討 P2P 借貸平台於台灣創立至今所面臨的

挑戰，整理如下： 

(一)行銷問題 

    部分 P2P網路借貸平台為新創企業，財力不如傳統金融機構強，沒有足夠

資金供行銷預算使用，也就是說，無法傳遞正確的 P2P借貸資訊。鄉民貸副總

黃智祥說，一般民眾、甚至財金系所教授都以為 P2P個人借貸平台的信用貸款

利率比銀行高，但其實信用狀況好(信用評等佳)的民眾若向 P2P網路借貸平台

借款，收取的借款利率可比銀行低約 3-4%，缺乏行銷管道，使「唯有信用風險

高、無法獲得銀行借款的人才會去 P2P借貸平台借款」的印象常存於大眾心

中，提升 P2P借貸平台拓展市場的困難。 

 

(二)法規限制 

    儘管 2016年 8 月，金管會宣布不設立 P2P 借貸專法、不納入金融監管，但

為了防止如同中國 P2P 借貸業者惡性倒閉的潛在風險，金管會嚴禁 P2P 業者

「吸收存款」、「不當債務催收」、「發行有價證券」及「洩漏個資」。 

    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坦言，期望法規可以開放 P2P借貸平台「儲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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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會員(民眾)可以將資金儲存在 P2P借貸平台的會員帳戶中，免去每筆投資都

須匯款，並被銀行收取手續費的問題。目前每筆交易皆為依照當筆交易金額進

行匯款，投資人無法一次性投入大量資金至平台中；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分析，

每筆交易皆需收取手續費的問題，是降低大眾投資 P2P借貸平台頻率的原因之

一。 

    筆者與台灣某家金融機構個人金融事業處科主管訪談，問及他認為 P2P借

貸平台在台灣是否有發展性，該主管說：「其實我們覺得 P2P借貸平台在台灣

很難成功，台灣的金融業太發達了，會向 P2P 業者申請借款的人，大部份都是

信用評等不良者，跟銀行借不到錢，才會轉向 P2P借貸平台申請。」該主管也

認為，由於台灣法規未開放 P2P借貸平台業者從事存匯業務及發行證券化商

品，使 P2P借貸平台業者於台灣發展受限，故推測 P2P借貸平台短期內應難以

有突破性的成功。 

 

(三)不具傳統金融機構之優勢 

    發展 P2P借貸平台，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即風險控管，若要建立信用評等、

利率模型，皆需仰賴一套完善的徵信機制。傳統金融業具長年累積的徵信資源

及技術，較新型態的 P2P借貸平台更擅長徵信及風險控管。 

    金管會開放銀行自行經營 P2P業務後，若金融機構真的建立新創公司經營

P2P借貸業務，將威脅 P2P借貸平台企業於台灣的發展。對市場大眾來說，因

其對母公司(銀行)徵信及風控能力的信任，將傾向選擇銀行經營的 P2P 借貸平

台企業，此舉將大幅影響原先台灣 P2P借貸平台的營運，流失客源。 

 

(四)不良業者損害 P2P 借貸平台形象 

    鄉民貸副總黃智祥分享，其實台灣曾有不肖業者創立 P2P網路借貸平台，

並未認真經營，而是以詐騙的方式吸收資金，連帶影響其他正常運作的 P2P借

貸平台於社會大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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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發展 

    筆者與鄉民貸副總黃智祥進行深度訪談，談及 P2P借貸平台未來的可能發

展，黃智祥認為：「P2P個人對個人的概念，其實不只可應用於一般借貸，讓

我們想像看看，如果未來電商平台推出虛擬商品或產權的交易，這類個人對個

人的交易，是不是能夠透過與區塊鏈技術結合，發展出另類的線上服務。」因

此，由黃智祥的言談中，可以分析出 P2P的應用，其實不應侷限於「借貸」，

未來業者可思考將 P2P(Peer-to-Peer)概念應用至非借貸領域，開啟更多新商

業模式；例如：鄉民貸副總黃智祥提及的 P2P 線上虛擬商品交易平台，或影音

版權交易等。 

    因 P2P網路借貸的概念若欲在台灣環境下發展，由於傳統金融業在消費金

融這塊的借貸市場已發展成熟，加上消費者行為與他國相比，台灣借貸者風險

趨避性較高，因此信用評等佳者，對 P2P網路借貸需求較小。即使 P2P 借貸平

台以「借款利率低」為號召，也難以吸引容易向銀行借款的資金需求者。 

    P2P 借貸新創平台擁有專業的 IT資訊科技研發團隊，可將 P2P(Peer-to-

Peer)結合區塊鏈(Blockchain)去中心化的設計，在未來將”個人對個人交易

“的概念，應用至如虛擬商品買賣等嶄新平台，開發更多可行的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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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筆者透過與鄉民貸副總經理黃智祥及 FundPark 創辦人暨執行長孫慧來深度

訪談，及蒐集、整理 P2P 借貸相關資料，比對目前 P2P借貸平台企業的商業模式

後，提出以下結論。 

(一)個案公司 P2P借貸平台營運模式於台灣發展遇到的問題及比較。 

    依據借貸流程不同，P2P借貸平台的營運模式可大致分為四大類：純平台

模式或債權轉讓模式、純線上模式或線上與線下結合網路借貸模式、第三方擔

保公司或平台自身擔保模式、個人對企業網路借貸模式。以個人對個人借貸來

看，在台灣目前較知名的鄉民貸(債權轉讓模式)、LnB信用市集(平台自身擔保

模式)選用兩種模式，經訪談後得出以下結論： 

1.債權轉讓模式可將一個債權拆分成數個債權，供投資人臨時需要資金時轉賣

並同時將承擔的風險移轉給他人，因此，相對來說此模式利於投資方；平台自

身擔保模式，如 LnB 信用市集設計的風險管理機制，雖降低投資人提供資金需

承擔的風險，也減低借方取得資金的困難度，但投資人與借貸者都需提撥部分

比例資金匯入風險補償金專戶(概念等同於保本信託)，因此，相較之下此模式

較利於借貸方。 

 

2.純平台模式因平台只提供資訊，不負擔向借款人催款的責任，對投資人來說

承擔風險較高，不具吸引力，故不適合於金融商品繁多、投資人有多種投資方

式可供選擇的台灣發展；線上與線下結合模式較適合大陸，因當地不像台灣，

沒有聯合徵信中心可提供借戶的信用評等資料可供參考，因此，需靠線下人工

審核借款風險，缺乏線上化，由於營運成本較高，此模式較為落後，不適合應

用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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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個人對個人網路借貸方面，債權轉讓模式與第三方擔保公司或

平台自身擔保模式，為當前 P2P借貸平台中，較適用於台灣環境，且為現行在

台灣發展狀況較良好的模式。 

 

(二)台灣 P2P借貸平台發展之可能性——與傳統金融業的關係？ 

    目前金管會看待台灣 P2P借貸平台發展的態度，採取不設立專法以避免限

制金融創新發展，僅為了防止 P2P借貸業者捲款潛逃，嚴禁業者「吸收存

款」、「不當債務催收」、「發行有價證券」及「洩漏個資」。隨著行政院於

2017年 5月將「金融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草案送進立法院審查，若此法案通

過，台灣將成為第一個以專法規範「監理沙盒」的國家。 

    所謂的「監理沙盒」意指先排除法令限制，允許新創業者在風險可控下，

盡情測試創新的金融商品與服務；也就是說，新創業者即使尚未取得金融執

照，只要有創新的想法與做法，皆可先嘗試，若真的可行，監理機關再想辦法

調整法規，使這些新構想可發展為新業務，創造業者、監理機關及消費者三贏

的局面(彭金隆，2017)。 

    在法案通過前，論及台灣 P2P借貸平台發展的可能性，可先思考 P2P借貸

平台企業與傳統金融機構間的關係。兩者可以化敵為友，由競爭關係調整為合

作關係。舉例來說，P2P借貸平台與銀行可以彼此分享客戶信用資料，因信用

評等低的新創事業及中小企業借貸者，較難向銀行融資借款，故可先向 P2P借

貸平台借款(借款利率較高)，P2P借貸平台提供資金扶植剛創立的新創及中小

企業，經幾次成功交易並還款的經驗後，漸漸提升其信用評等，就能經由 P2P

借貸平台將此客戶轉介至銀行借款，以較低利率向銀行融資，形成一正向循

環。 

    對 P2P借貸平台企業來說，經扶植成功的新創企業創辦人，未來可能會將

此經驗分享給其他創業家，形成正向的同邊網路效應；由於放款利率高，只要

其風險控管得宜，對投資人來說，將成為另類的新型態投資方式，形成正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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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網路效應，幫助 P2P 借貸平台企業達成雙邊市場的關鍵多數。 

    像這樣個人對企業網路借貸模式的 P2P 借貸平台，鎖定的目標客群(資金需

求方)與傳統金融機構不同；因不可否認的是，礙於台灣大眾對“借貸”的保守

心態，P2P 借貸平台較易吸引信用風險高、向銀行申貸遭拒絕的借款者，即使

平台欲吸引信用評等良好的民眾借款，但目前看來，這類客群對 P2P 借貸平台

較無需求；故台灣 P2P 借貸平台吸引的借款者，或許與高利貸放款業者鎖定的

客群較雷同。若 P2P 借貸平台希望於台灣深耕，筆者認為，可考慮與金融機構

合作，銀行不願承擔的風險，由 P2P借貸平台來承作，扶植成功後再轉介給銀

行，雙方互助合作，便可由零和賽局，轉換為非零和賽局，創造雙贏的可能。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 LnB 信用市集、鄉民貸及 FundPark 作為個案公司，探討三者商

業模式的差異，及平台策略的擬定。但受限於研究時間及次級資料搜尋能力的

限制，及選擇個案公司的影響，將研究限制詳列如下。 

(一)研究時間與研究者能力限制 

本研究主題為台灣 P2P網路借貸平台之商業模式及平台策略的探討；但受

限於台灣的 P2P借貸平台個案公司，創立至今(2017年)為期約為一年至一年

半，其營運期間仍屬初創期，較難以此期間的平台策略衡量其未來發展。 

    FundPark 預計於 2017年 7月進入台灣市場，訪談過程時若提到平台策略的

擬定，多為創辦人本身於香港經營近兩年的經驗，雖已針對台灣環境做調整，但

由於服務尚未上線，難以預測其策略是否能在台灣成功，僅能以香港相似之環境

類推台灣市場，故研究結論可能存在偏誤。 

    而 LnB信用市集創辦人考量公司研發及產品等內部資訊較不方便透露，因此

未接受本研究訪問，故有關 LnB信用市集之資料來源，係以網路媒體專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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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等次級資料蒐集，較難以真實呈現創辦人創立思維及其擬定平台策略時

的考量因素。 

 

(二)多為個案公司主觀論點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灣 P2P網路借貸平台 LnB信用市集、鄉民貸及

FundPark；其中，LnB 信用市集、鄉民貸分別於 2015年 10月及 2016 年 3月於

台灣上線，而 2015 年 8月於香港成立的 FundPark 則預計在 2017年 7月來台提

供服務。選擇此三家 P2P營運模式截然不同的個案公司做研究，歸納的研究結

果可能會因為個案公司創辦人觀點的差異，遭遇的狀況不同，而對台灣 P2P借

貸未來發展，難以呈現一致性的結論；惟筆者認為本研究分析及結論多為 P2P

借貸平台企業創辦人之口述整理而得，故仍具一定之參考價值。 

 

(三)筆者主觀考量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分為兩種：與個案公司創辦人進行深度訪談，及網

路報導相關資料，經蒐集、比對及整理後，總結研究結論。其中，或許參雜筆

者本身對 P2P借貸平台產業的主觀詮釋，使研究結論可能具些許偏誤。 

 

(四)未考量總體環境經濟數據 

    如 2016年面臨英國脫毆、美國聯準會緩步升息等，皆影響投資人對其他金

融商品(如：外匯期貨、選擇權、股市等投資型商品)的偏好，間接影響台灣

P2P網路借貸平台對投資人的吸引力，這些數據也將影響相繼於 2015 年及 2016

年創立的 LnB信用市集及鄉民貸，其創立後的回本速度及獲利情況。 

 



 

 80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鎖定之對象為台灣 P2P網路借貸平台商業模式的研究，並探討其由

創立至 2017年(約一年多)的平台策略；研究對象選擇台灣首家 P2P 借貸平台企

業 LnB信用市集及鄉民貸，以及香港 P2B借貸平台 FundPark，與鄉民貸副總及

FundPark進行深度訪談，依前述研究限制及研究結果，整理出尚可再做探討的

部分供後續學者研究參考。 

 

(一)未來 P2P借貸平台企業與傳統金融業者的競合模式 

    2017 年 5月，銀行公會集結 P2P網路借貸平台業者及銀行共同開會，提出

七大合作方向，包括「P2P貸款轉為理財商品」、「與銀行業者規劃合作聯徵

中心的銀行帳戶資料連結」、「外匯避險」、「資金保管」、「代收代付金流

服務」、「信用評等與徵審服務」、「債權文件保管及債權承購」。而本研究

訪談的個案公司 FundPark 未來進入台灣市場，也傾向與銀行業者洽談

「P2B(Peer-to-Business)業務策略聯盟」，後續研究建議可再針對台灣 P2P網

路借貸平台如何與傳統金融機構權衡雙方的合作模式，或著重在研究

P2B(Peer-to-Business)個人對企業的貸款模式之可行性。 

 

(二)更多個案公司間之動態競爭策略比較 

    受限於研究時間限制，期許後續研究者可再比對更多台灣 P2P借貸平台企

業間商業模式及平台策略的異同，並以相同時空環境下的個案公司做比較(皆於

台灣初創，具相同經營時間、目標客群)，觀察個案公司間動態競爭下的策略，

藉此研究於競爭環境中何種 P2P營運模式為最佳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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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2P 結合其他金融科技、發展新型態商業模式的可能性 

    經與鄉民貸副總黃智祥訪談後，本研究發現 P2P個人對個人的概念，及去

中介化、普惠金融的應用，不只可應用於一般借貸層面，若能將其與虛擬貨

幣、區塊鏈技術等應用，或許能發展出另類的線上服務，而這塊應用，提供給

後續學者探討是否具潛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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