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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創企業及中小型企業受到擔保品不足及現金流量不穩定的影響，不易取得

資金的支援，即使有創意的產品或經營模式，也不容易實現。所幸 FinTech 的出

現，促成募資平台的興起，改變了客戶取得資金和金融服務的方式，也顛覆了傳

統金融業的營運方式，勢必使得長期扮演中介角色的金融業在產品、服務、流程

面臨極大的挑戰。  

群眾募資為 FinTech 之一，其運用了平台效應，媒合了投資者及募資者的資

金，依其回饋標的的不同分為捐贈式、回饋式、借貸式及股權式，而其中的股權

式群眾募資因以股權作為提供資金回饋的標的，涉及股票的發行，與證券交易法

有關，募資的新創及中小型企業如何在傳統金融與群眾募資平台做選擇，端賴企

業的融資週期、資本決策而定。在台灣，捐贈式及回饋式群募平台發展已初具規

模，然與企業融資比較相關的股權式群募平台卻發展受阻，法規的限制是主要原

因之一。 

傳統金融業與群眾募資平台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競合關係，各自的優點是為了

突破對方的缺點，但以目前發展情況來看，由於面對的客群不同，雙方卻存在著

合作的空間，而傳統金融業者反倒是可利用龐大客戶群、風險評估的優勢，思索

如何利用科技優化作業流程，並以產品/市場二維因子的安索夫矩陣去思考金融

業的因應未來的策略。 

      	

	

	

	

	

	

	
關鍵詞：金融科技、群眾募資、企業融資週期、股權式群眾募資	

	

DOI:10.6814/THE.NCCU.EMBA.081.2018.F08



 

iii 

 
Abstract 

 
 
Start-up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affected by the shortage of 

collateral and the instability of cash flow. It is not easy to obtain funding support, 
even if there are creative products or business models, it is not easy to achieve. 
Fortunately, the emergence of FinTech has led to the rise of the fundraising platform, 
which has changed the way customers obtain fund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has 
also subverted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s operating methods, which will 
inevitably make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hich has long played an intermediary role, 
face great challenges in products, services and processes.  

  
The Crowdfunding is one of FinTech, which uses the platform effect to match the 

funds of investors and fundraiser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eedback criteria, it is 
divided into donation, rewards, lending and equity. The equity-based Crowdfunding is 
based on equity as a target for providing financial feedback, involving the issuance of 
stocks, and is related to the securities trading law. How do Start-ups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ake choices in traditional financial and Crowdfunding 
platforms, relying on enterprises respective financing cycle and capital decision are 
determined.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donated and rewards-based Crowdfunding 
platforms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equity-based 
Crowdfunding platforms that are more relevant to corporate financing has been 
hindered, and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ar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Crowdfunding platform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re to break 
through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other party. Due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re are space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due to different customer 
group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dustry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huge 
customer base and risk assessment, think about how to use technology to optimize the 
operation process, and consider the future strategy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ith the 
Ansoff’s matrix of the product/market two-dimensional factor.   

 
 
 
 
 
 
 
 

 
 

 
 

Keywords : FinTech、Crowdfunding、Startup Financing Cycle、Equity-based 
Crowd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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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競爭環境中，“創新”是國家的競爭力的指標之一，大至國家，小到企業，

創新有別於常規，不單只是科技的發明，可以是生產技術升級，流程的改善，也

可以是管理、或是經營模式，而台灣以中小企業居多，其具有彈性、靈活的經營

模式，為台灣經濟增長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但是受制於資源規模的限制，中小

企業資金有限，無法持續投注大量的時間、人力從事創新研發的工作，同樣的，

具有獨特性的新創公司缺乏資源，無法實現其創意想法。尤其在 2008 年次貸金

融風暴時，許多金融機構產生了流動性的問題，更甚者造成倒閉，因此巴塞爾協

議 III 應運而生，金融業的監管趨嚴，刺激經濟的量化寬鬆政策使利差縮小，銀

行對於實體經濟放款更趨於保守，授信金額也出現明顯下降。在銀行授信審核趨

於嚴格下，對於一般中小型企業或新創業者在缺乏資本及擔保品下，不易取得銀

行的資金提供，使得新創及中小企業融資困境更顯艱難。由於 Internet 的普及，

FinTech (金融科技)的出現，促成募資平台的興起，使得金融業在產品、服務、流

程面臨極大的挑戰，而長期扮演中介角色的金融業也需思考如何面對這些競爭。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愛爾蘭的國家數位研究中心（NDRC）把金融科技定義為一種「金融服務創

新」，同時認可這個名詞也可以用於指稱那些廣泛應用科技的領域，例如：前端

的消費性產品、新進入者與現有玩家的競爭，對照 Michael Porter 的五力分析，

對於金融產業而言，FinTech 可以是一種數位的解決方案，其將取代現有金融的

傳統服務方式，這種方案透過科技的應用，對於金融服務業的業務模式、產品、

流程、和應用系統的開發來說，具有強烈顛覆性創新的特性。FinTech 應用主要

在幾個金融領域：支付、匯款、籌資、理財及保險等，通常包括 P2P 網路貸款、

虛擬貨幣（如比特幣）、第三方支付、群眾募資平台、P2P 匯兌，以及機器人理財

等，其中，群眾募資平台是以利用網路科技平台傳遞新創公司營運與投資計畫，

並向投資大眾募集小額資金的經營模式，為中小企業或新創公司籌集資金，協助

加速集資，創造新創公司、投資大眾與群眾募資平台共贏的新興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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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募資是 FinTech 其中的一環，其分為捐贈式、回饋式、借貸式及股權式

四種模式，而其中借貸式群眾募資涉及非金融業不得吸收存款的限制，以致發展

受阻，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台灣目前發展較具氣候的為捐贈式及回饋式群眾募

資，前者偏向社會公益、慈善之類的提案，後者則主要在於行銷創意點子，繼而

將其商品化，兩者目的顯而不同，而且回饋式群眾募資逐漸成為一種團購的平台。

本研究主要針對股權式群眾募資，其攸關企業發展的籌資活動，關係著企業長期

資本結構，因此對於傳統所仰賴的金融業之授信(放款)業務是否有影響？如果有，

需如何因應？現行群眾募資平台是否有利於中小企業及新創事業的融資，也是值

得我們探討的面向；所以我們先從新創及中小企業的傳統融資方式開始，探討股

權式群眾募資的發展，再分析銀行業的因應策略。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藉由國內外期刊、學術論文、書籍等文獻為整理及分析，試予以歸

納出群眾募資模式的本質，尤其是股權式群眾募資對於我國對於新創事業及金融

業涉及相關規範及影響。  

本文的架構為， 

1. FinTech 對金融產業的影響 

2. 企業融資管道的探討 

3. 群眾募資的型態 

4. 國內外股權式群眾募資發展現況 

5. 對於國內股權式群眾募資現況的分析 

6. 銀行業參與股權式群眾募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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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Fintech 對金融產業的衝擊 

第一節 FinTech 為何 

時代的科技演進，使得人們利用網路及行動裝置去獲取資訊，已成為我們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這種生活樣貌也漸漸地改變了許多商業領域並帶來不

同程度的衝擊與影響，也顛覆了既有金融服務產業之營運模式及生態鏈，讓金融

服務更貼近消費者，也將打破既有金融寡占業務的局面。FinTech 帶起的浪潮，

引發了數位化的金融革命，改變了客戶取得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方式。 

FinTech 是結合英文 Financial（金融）和 Technology（科技）兩字的縮寫而

成，它解構了傳統金融業的商業模式，改變了既有金融服務的供給模式與消費行

為，隨著人們使用網際網路的頻率普遍，網際網路發展趨於商業化，商業化的結

果造成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的活絡，例如 B2B（企業對企業）、B2C

（企業消費者）、C2C（消費者對消費者）等不同的電子商務型態的產生。電子商

務的特徵主要在於交易雙方可以利用數位電子訊號傳遞交易訊息，從事廣告、契

約締結，或契約的履行等行為，換言之，透過網際網路，交易雙方完成購買商品、

配送貨物、傳送訊息及支付資金等一連串不同的活動。依據世界經濟論壇 2015

年針對未來金融服務發展提出的報告指出，FinTech 涵蓋範圍包括五大領域：支

付、保險、財富管理、存貸、籌資等。 

素有銀行創新之父之稱的 Brett King 曾提出的概念："Banking is no longer a 

place you go to, but something you do." 對於網路世代的消費客群來說，金融服務

將不會只是一個「場所」，而是一種「行為」，金融服務不再拘泥於傳統實體營業

據點，而是以不同的應用在我們生活周遭出現，如以近年來最熱門的第三方支付、

虛擬貨幣，P2P、群眾募資、線上匯款、大數據以及網路金融為例，FinTech 是一

種新型的金融服務，具有破壞式創新的特性。金融科技的崛起，必使傳統金融產

業面臨到壓力，同時也面對轉型的機會，尤以銀行業、資產管理暨財富管理、保

險業者感受的壓力最大。從銀行業而言，藉由身分識別及行動技術，發展群眾募

資及數位支付；透過大數據及 AI 人工智慧，發展機器人理財；從保險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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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社群技術及網際網路，發展線上保險；利用雲端運算，發展 P2P 客製化保險

產品。 

表 2-1：Fintech 5 大應用領域 

應用 說明 當前成功案例 

行動支付 無紙鈔的世界，出門免帶錢包，

運用手機，即可購買隨付 
Pay Pal、Apple Pay、支付

寶、歐付寶、微信紅包 
保險科技 運用大數據，客製化保單，創造

保費差異化與商品多元化 
高溫險、健康險等結合數據資

料的客製化保單 
智能理財 透過 AI 機器人，提供隨身理財

顧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 
美國 Wealthfront、台灣基富

通等機器人理財平台 
群眾募資 提供小資族成為天使投資人的機

會，並實現創意變生意 
全球最大群眾募資網

Kickstarter、台灣一度火紅的

翻轉背包 
借貸放款 P2P 小額貸借周轉，加快核貸、

撥款速度 
英美 Funding Circle、台灣鄉

民貸等融資平台 
資料來源：聯合晚報(2016/11/03，楊雅婷) 
 

第二節 Fintech 對金融產業的影響 

一、 金融科技重新定義金融業	

探討金融科技（FinTech）對金融業的影響，我們認為其最主要的衝擊就是突

破了傳統金融環境的框架，金融業是一種高度監理的行業，長期缺乏創新的誘因，

因此金融科技是一種由外在因素所引發的產業革命。金融科技的參與者，包含傳

統金融機構、科技公司、電商、電信、新創公司等，它們彼此協同合作或相互競

爭，以新型態的方案，有效率地解決客戶長久以來的痛點，甚至發展新的應用去

滿足客戶不斷衍生的新需求，漸漸形成一個個數位化的解決方案。資誠企管顧問

公司執行董事林瓊瀛認為，金融科技將重塑人們對以往金融機構的刻板印象與營

運形態的認知，這股浪潮不斷地以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及產品，產生翻轉的改變，

藉由嶄新的數位化跨領域的應用，將使得金融服務與非金融服務業的界限，變得

越來越模糊。跨界的產品應用，勢必衝擊現有金融業的服務領域。 

二、 金融科技可補足傳統金融業服務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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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的興起，代表傳統的金融服務仍有力有未逮的情況，使得以往未被

重視的客戶痛點得到改善，透過數位化的介面，原先金融業主導的「賣方市場」

轉為由消費者為中心的「買方市場」，而將主導權回到消費者手中。根據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以來自 46 個國家的 544 位金融業及金融科技業的高階

主管為對象，所發佈之調查結果中有 61%的受訪者相信在未來 5 年，數位化將會

成為消費常態，也將有超過 60%的客戶透過行動裝置（每月至少一次）以取得金

融服務。另據調查指出，半數的金融機構與超過 80%的金融科技機構認為本身是

完全以顧客為核心的組織，客戶導向的業務形態將是金融科技最明顯的表徵之一。

FinTech 不只以顧客為導向，還數位化地量身打造消費者的體驗，結合多元的金

融產品與數位服務，以改善消費者體驗是 FinTech 的成功關鍵。 

三、 金融業務轉型的契機 

FinTech 不單為不同的消費群帶來了具體的解決方案，還透過技術應用提供

嶄新的服務經驗給客戶，「數位金融」的興起使消費者能夠突破區域及時間限制，

迅速與資訊接軌；相對而言，數位服務比傳統受營業時間朝九晚五的金融服務,能

以更快速、方便的方式滿足客戶的需求。因此，金融科技勢必逐漸取代傳統金融

機構型態，對於以往仰賴實體通路端業務將產生極大的衝擊，客戶群年齡層將下

降，實體通路端將轉型為功能不同的形態，人員、組織將因此受到影響。如不能

此一改變謀求對策的話，將有可能面臨到營業利潤的流失、市場佔有率的下降、

資訊安全及網路隱私議題、顧客流失及法令遵循等難題，因此金融業務不論是在

人才、組織管理、業務形態勢必轉型以因應科技發展的趨勢。 

四、 金融科技的終極應用：去中心化 

近年來，新的數位付款技術～去中心化，高度衝擊了銀行的存匯業務，透過

電子設備及網路以加速資金帳戶間點對點( Peer to peer)的移轉，取代以往透過銀

行中介的路徑，讓消費者能便利地應用數位支付功能。除此之外，全球保險行業

也正加速轉型的步伐，新形態的保險業務流程透過網路媒介，銀行交易也執行數

位化，以新技術、新的行銷和商業模式逐漸地改變消費者行為。在個人與商業貸

款關係上，亦出現了群眾募資的線上平台，允許個人與企業之間直接相互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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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創新的借貸模式以客戶為中心的貸款流程採用了非傳統的資料來源和大量的

數據分析，同時降低了營運成本及風險。 

五、 區塊鏈：新技術正在改造金融產業的規則 

區塊鏈（Blockchain）即是去中心化的應用技術之一，它是一種整合數學、

加密技術及經濟模型的技術，藉由不需第三方信任驗證之條件下，維持一套由多

方參與者所組成點對點，串連起來網絡資料庫，本身具有去中心化儲存、訊息高

度透明化、不易竄改、降低成本等特點。區塊鏈技術將能大幅優化下一階段的商

業流程，就如同企業內部採用 ERP 企業資源管理軟體，來傳遞並共享資料與邏

輯，讓企業內部的商業流程最佳化，將傳統作業流程加密數位化並減少偽冒的風

險。尤其，當區塊鏈結合智慧合約的功能，將使整個商業交易大幅縮短人力與時

間成本。然而，調查結果顯示雖有 56%的受訪者了解區塊鏈的重要，卻高達 83%

的受訪者表示對區塊鏈的技術及運作方式還不是很清楚，可見金融產業目前對區

塊鏈的熟悉度仍偏低。 

六、 金融業組織文化的挑戰、資安及法遵的要求 

據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調查顯示，金融業因應這股新浪潮，已經有超過三

分之二的金融業者開始布局金融科技，其中有 32%透過合作夥伴關係或策略聯

盟、購買其服務者有 22%、開始自己培育金融科技人才者有 15%，也有 9%選擇

併購金融科技公司；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傳統金融業若和金融科技業合作，在內

部管理層面上的確面臨不少的挑戰。傳統金融業者認為資訊系統安全性及保密機

制為最大的挑戰，而隨著法令遵循的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對於金融科技的接

受與否也充滿矛盾；相對地，金融科技業者則更為擔憂管理體系與組織文化的衝

突；除此之外，外部法規的不確定性是雙方共同憂心的因素之一，而其他問題還

包括商業模式與營運流程的差異等。 

七、 金融業透過運用科技降低成本 

金融科技對金融業也並非完全無好處，面臨潛在的競爭，不如以開放的態度

面對，反而可透過科技的運用，將作業流程改善，減少作業成本與人力成本，在

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時，利用資料庫大數據做精準行銷，開發新種數位服務，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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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服務的效率和品質，並由大量的數據資料去分析出可疑的交易，達到風險控制

的要求。金融科技的核心價值就是降低成本、差異化服務與提升客戶關係維繫。	

第三節 國內金融業的 Fintech 投資 

為了因應 Fintech 的影響，國內金融業又如何投入呢?  據 CRIF 中華徵信所

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布台灣較具代表性的金控集團金融科技投資的首份調查

報告，其中 2016 年台灣金融業及周邊機構內外部的金融科技投資總額為新台幣

12.52 億元，約 0.417 億美元；而 IDC 統計的亞太區 2016 年金融科技投入達 112

億美元，台灣僅達亞太區的 0.37%，顯示台灣投入方面的不足，而台灣金控業投

資金融科技項目的比重仍偏流程的網路化，將原有通路端的書面作業改由線上完

成，整合虛擬與實體通路，如「手機金融服務」、「數位化交易」等，而進一步的

區塊鏈技術 (53%)、機器人理財 (40%) 及攸關企金客戶複雜金流的「數位徵信」

的投資仍偏少，中華徵信所總編輯劉任表示，顯示金控在投入 Fintech 研發時，

最重視的是「能帶進業務」、「改善消費者體驗」的前端服務，缺乏科技研發的前

瞻性投入或跨足新領域的策略思考，可見台灣在金融科技的發展還有一大段成長

的空間。 

表 2-2：金融業投入金融科技項目	

項目 占比 
手機金融服務 100% 
數位化交易 100% 
整合虛擬與實體通路 100% 
數位銀行  87% 
第三方支付  80% 
區塊鏈  53% 
理財機器人  40% 
數位徵信  20% 

註：占比 (投入家數/總家數)  
資料來源：CRIF 中華徵信所 

 

CRIF 中華徵信所台灣區總經理郭曉薇指出，全球產業面臨著必須轉型的臨

界點，研發的投入，尤其是科技研發的投入，將加速各產業變革的關鍵，金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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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投入金融科技費用占整體研發費用，近兩年都有超過五成，看的出來金融業迫

不急待想跟上轉型趨勢。 

對於金融科技正逐步實現到你我的生活中，但因為發展突飛猛進，對於既有

的法規、社會基礎建設上仍追趕不及，衍生了許多相關經濟、法律等社會層次議

題。有「數位經濟之父」稱號的 Don Tapscott 曾說過，金融科技發展最大的障礙

從來不是技術或科技，而是法規障礙與政府，為了鼓勵產業創新，政府一定要在

創業經營環境中更有作為。友善的經營環境，不僅是法規，更重要的有效率的資

金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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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業融資管道探討 

第一節 企業融資週期 

所謂「創業」，就是投入資源，經過生產行銷運作後，轉化產出為營收、獲

利的流程。從一開始的創意發想，到決心投入，是一段心理抉擇的過程，決定的

因素不一，主要在於有多少的資源可以投入，而所謂的「資源」，有形與無形，

除了經營團隊的技術能力外，最關鍵的非錢（資金）莫屬。要創業，除了有好的

點子（產品開發或創新的營運模式）之外，開始思考的，就是錢從哪裡來，當初

期資金到位，便開始生產，然後銷售，當市場接受度還不錯時，需擴大規模時，

又是另一個資金需求的開始，一般企業融資的週期就像產品生命週期一樣(見圖

3-1 )，我們把它細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一、 種子期 

初期是一群有創業想法或技術的團隊缺少足夠的資金，因而尋求合適的資金

（Seed capital），一開始可能會先向週遭的朋友或家人求援，即所謂的三個 F

（Family, friends and fools）及天使投資人，這些人對回報的期望值不是很高，是

創業初期第一筆資金；天使投資人通常是創業家的朋友、親戚或商業夥伴，情感

因素讓他們對該創業家的能力和創意深信不疑而投入大筆資金，一筆典型的天使

投資往往只是區區幾十萬美元，是風險投資者隨後可能投入資金的零頭。之後有

可能採用短期的融資(提供擔保)，但銀行此時介入的的機率極低，有可能轉而尋

求創投基金（風險投資）的協助。草創初期財務和營運尚未健全的公司，不確定

性高，過程中很容易遇到麻煩，這段期間，有人稱為死亡谷 (Valley of Death )，

能創業成功繼續發展的機率很低，所以此階段的投資風險最大。新公司要能走出

死亡谷，達成損益兩平，才能生存。 

二、 成長期（Early Stage） 

產品是企業成長的核心，當產品銷售開始增加，公司已初具規模，依照市場

對於產品的接受度，擬定行銷策略，為應付市場需求，而增加生產線，需要資金

來購置生產設備或從事行銷活動，這段期間也依成長計畫，細分為幾個擴充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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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為看好未來的營收成長性，可能會採取漸次增資的方式。高科技產業公司

也可能會在這階段將股票上市，以獲取大量資金的支持，如果是已上市公司通常

會向原始股東進行現金增資，未上市公司可能會繼續尋求銀行、創投資金協助，

這個階段因有一定營運基礎，投資風險較種子期低，報酬也較種子期低。 

三、 成熟期（Later Stage） 

公司成長到某種程度，市場可能飽和，或產品需求成長已有限，大量資金的

需求不高，這階段可以說是原始股東的投資收割期。對於未上市公司來說通常會

將重點放在公司上市（IPO），讓創投可以順利將手中持股釋出獲利了結，一般來

說已到成長末端，因營運模式已經固定，公司也具一定知名度，選擇股票上市才

能吸引到一些投資者。 

四、 轉型期 

一般公司會因思考成長策略而採取營運的轉型，或經營發生困難而進入重整

階段時，此時經營體質佳的公司籌資管道會有很多選擇，留在原產業的公司可能

會選擇透過收購整併來尋求競爭力，或者透過私募來舒緩過度競爭，也有可能因

公司尚具知名度而選擇向銀行融資，但就需要考慮融資所會帶來的利息費用成本。

如果企業選擇另闢戰場，這種狀況在高科技業或產業變化較快速時，特別容易發

生，此時就像是生命週期進入另一個資金循環，這種情形企業多會尋求創投或私

募基金。 

圖 3-1：新創企業融資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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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Wikipedia 

第二節 企業募資的面向 

我們總結上述的融資階段，由下圖來分別說明目前市場上企業募資的種類，

以集資的來源與是否要求具體回報，利用了四個象限圖去說明集資活動： 

在無具體回報的的第一及第四象限，為一般社會型，較具公益性的項目，如

單一企業贊助，向大眾賑災募款之類的，即屬之‧而在我們隨後討論的捐贈型的

群眾募資就屬於第一象限中的複數來源及無具體回報。 

有具體回報的第二及第三象限， 除傳統的一般銀行融資、私募基金、創投

基金及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外，還有就是新型態的群眾募資中的借貸型，股權型及

回饋型具有複數來源的特性。 

圖 3-2：集資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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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林大涵 <群眾募資～你不可不知道的十件事>PPT 
 

如上所述，就企業的融資週期及集資的來源，將傳統的籌資管道可分為金融

機構、創業投資基金及資本市場；金融機構如銀行借款，創業投資如私募基金，

資本市場則為股票公開發行或上市及現金增資。 

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VC）或稱為風險投資，一般是以投資公司、基

金的形式，一直以來，創投資金在一個較為封閉的團體或環境裡運作，提供新創

企業資金，最終獲得該企業股權的投資行為。一般公司所歷經上述資金運用的幾

個階段，從新創到穩定成長期，就來源而言，可以簡單分成三輪投資：第一輪「天

使投資」：作為公司初始運作的資金。第二輪「創投機構」：為了進入產品市場化

注入資金。第三輪「大型創投機構或私募基金」：上市前的融資。    

創投基金為促使新技術成果、創意點子盡快商品化、市場化，以取得高報酬

(資本收益)的一種投資過程。如以技術為導向的新創企業，相對於其他產業，其

特性為往往在創設初期需要更大量的資金，投入技術開發或市場拓展，具高風險

但又有巨大潛力的狀況下，因此相當需要創業投資的資金支持及資源的利用。這

也使得創業投資的活躍度，被視為一個區域或國家科技產業能否發達的一種潛在

指標，但因創業投資失敗風險很大，即使不會直接參與經營，但多半的投資方會

提供增值附加服務，並以孵化器或加速器的專案計畫型態，提供人脈、通路、上

下游合作對象、帶來更多創投或給予經營意見，確保被投資公司能順利成長，避

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以降低風險。 

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投資，簡稱 PE，乃通過私募形式募集資金，對非

上市私有企業企業進行的股權投資，從而推動非上市企業價值提升，最終通過上

市、併購、管理層回購、股權重組等方式出售持股套現退出的一種投資行為。 

第三節 中小企業及新創公司的融資困境 

對於資金較不充裕的中小企業而言，確保資金流動暢通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企業資金一般可分為內部與外部資金，內部資金主要包括企業盈餘及各項提存準

備，其金額的多寡視於企業的營運狀況;外部資金除私人借貸與商業信用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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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向銀行借款及在金融市場發行的各種證券。相較於大型企業具有豐厚的盈餘

及龐大的內部資金，中小企業對於外部資金的融通，仰賴程度較高。  

依據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觀察國內 2004 年至 2016 年直接與間接金融的

變化情形，國內間接金融存量比率自 2004 年以來呈現穩定成長，大致上直接金

融存量占比則逐年下滑，顯見間接金融持續為 國內企業籌資的主要管道，且有

不斷擴張的趨勢。然而，在 2016 年直接金融比率一改過 去持續下滑的姿態，

呈現微幅的成長。2016 年間接金融占比為 79.37%，直接金融比率為 20.63%。 

從籌資的管道來看，企業自金融機構貸款的比例占所有籌資管道的 6 成以

上，2004 年至 2016 年平均為 68.16%，2016 年則為 68.55%，較 2015 年增加 

0.33 個百分點。資產 證券化受益證券，則自 2008 年後持續減少，2016 年僅占 

0.22%，與 2015 年的占比相同。 股權證券則略為減少至 19.67%。間接金融仍

為企業籌資主要管道。 

雖然目前社會上創業投資機構和資金並不缺少，尋找投資標的需求也非常強

烈，但是能得到創業投資資金的創業者卻不多。如何獲得外來投資，是大多數公

司創業初期首先碰到的難題。但對於投資者來說，在難以獲得對創業者和待投項

目更全面的訊息時，一定的抵押物和現金流是必不可少的。而對於大多數初創階

段的小公司來說，這正是他們最缺乏的。 

就銀行而言，因授信政策及風險控制等因素，對於新創企業的借款來說，比

較不好申請貸款下來。我們可以從銀行額度准駁的授信風險評估模型中，看到幾

個參數，對於新創企業來說相對不利。在模型中，基本上將授信的 5P 納入，所

謂的授信 5P，就是 PEOPLE（借款人）、 PURPOSE（資金用途）、PAYMENT（還

款來源）、PROTECTION（債權保障）、PERSPECTIVE（客戶展望）。 

表 3-1：銀行授信 5P 原則 

People � 借款人的財務業務狀況 
Purpose � 借款人的資金用途 
Payment � 借款人的還款來源 

Protection � 借款人提供的債權保障 
Perspective � 借款人的未來發展性與展望 

資料來源:第一銀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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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擔保分析即為 5P 中的 PROTECTION，銀行授信業務的推展，首重安全

性，所以會評估客戶提供的擔保品，及保證人的資力狀況，通常此項權數較高，

對於缺乏提供擔保品的客戶，評等當然會有不利的影響。   

就還款分析，5P 中的 PAYMENT，銀行會就客戶的貸款每月還款佔收入的

百分比，以及債務佔收入的比例，來評估借款人的還款能力。 

借款分析則主要評估借款人的資金用途及借款期間。資金用途的合理性，取

決於營運模式的可行性。 

所以就一家新創公司來說，銀行並不單以營運模式的可行性為判斷的依據，

無法提供的擔保品及不穩定的現金流，在銀行現行的風險評估模型來說，是很難

拿到借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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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評等分析表(部分) 

 

	

	

圖表來源: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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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企業因本身條件的關係，無法從銀行借到錢，就必須仰賴私下的媒合。

但媒合過程並不容易，很多天使投資人與創業者，可能不知道如何找到另一方。

如果透過網路或報章媒體上公開募資的話呢 ? 因爲台灣證交法第 7 條說:「本

法所稱募集，謂發起人 . . . 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有價證券之行為，又證交法第 

22 條:「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 . . . 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也

就是說，公司需先向金管會申報，才能公開募資。 

因此，現行媒合創業者與天使投資人的做法都很沒效率，包括一般創投常舉

辦的天使見面會、產品發表會(Demo Day)，以及天使放大網站等。所謂天使放大

網站就是投資人須先經過人工審核，資格通過後才能瀏覽新創公司的資料，這些

都無法有效地解決資金需求方與投資人的訊息落差，因此，台灣的新創業者為募

資所花的搜尋成本很高。 

第四節 政府提供的資金管道 

針對創業及中小企業，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出許多創業資金方案（如圖 3-4），

協助創業發展，項目琳瑯滿目，以下以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為例。 

SBIR 計 畫 就 是 「 小 型 企 業 創 新 研 發 計 畫 （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它是經濟部為鼓勵國內中小企業加強創新技術或產品的研發，依據

「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所訂定的計畫，期望能以此協助國

內中小企業創新研發，加速提升中小企業之產業競爭力，以迎接面臨之挑戰。 

「經濟及合作開發組織」(OECD)於民國八十五年發表「知識經濟報告」，確

認知識的創新產出與運用已成為國家競爭力及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後，經濟部

鑒於佔我國製造業總家數約佔 97.25%之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缺乏技術的困境，於

是積極思考行動方案。 

而民國八十六年四月立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亦通過決議：參考美國 SBIR

計畫模式，規劃推動鼓勵國內中小企業創新研發之機制，次年四月該委員會另又

通過決議：業界科專預算每年須成長 10%，並以中小企業為優先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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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創業資金一覽 

 

圖表來源:青年創業圓夢網	

	

由於我國民間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幹，因此規劃以類似美國 SBIR(小企業創

新研究)計畫之做法，以鼓勵我國中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與產品之創新研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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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產業升級提升國際競爭力，於是推動執行「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鼓勵中

小企業進行產業技術與產品之創新研究，擴大民間研發的投入，並於八十八年二

月起開始受理中小企業申請本項補助計畫。 

除了經濟部推出的專案，一些地方政府也推出相同的專案，用意也相同。 

SBIR 主要著重在創新技術及服務上，申請分為三階段，對象可為單獨企業

或 3 家以上成員合作研發的聯盟組織。 

圖 3-5：SBIR 架構 

 
圖表來源：經濟部SBIR 網站 
 

關於資金額度，SBIR 有其規範， 

(一) 企業申請案之計畫總經費包括補助款及自籌款，編列範圍包括人事費、消

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研發設備使用費、研發設備維護費、技術引進及委託

研究費等科目。 

(二) 補助款不得超過計畫總經費 50%，且為避免廠商因執行計畫造成公司財務

困難，原則上，所申請之自籌款部分應小於公司實收資本額，或須提出適度

之財務規劃證明以利計畫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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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SBIR 是定位在政府補助，並非投資，對象為具有一定的營收基

礎的新創公司，補助在於研發技術升級上，但它並不需要以申請公司的股票為報

酬，補助金額一般也不大，可能與群募相當，但因所有權無關，且不需償還，自

然很吸引人，而同樣的，與任何一種募資行為一樣，須說服審查委員（就像投資

人的角色）相信計畫的可行性。 

除 SBIR 外，目前政府對於新創事業的協助模式，還有以專案資金的信用保

證（例如: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信保基金）的各項專案信用保證）、資金補助 

（例如: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創業天使計畫」）方式辦理，或是補助育成中心（例

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育成中心補助專案）協助青年創業等三種主要方式進行。

基本上，這三種協助方式，都可能存在一些改進空間，例如： 

一、 利用專案資金信用保證方式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簡稱為信保基金，係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個加強信用

的一個管道，透過信保基金的保證，分攤風險，增加中小企業的取得融資的機率。

從 2016 年度信保基金年報資料來看，一般貸款保證占 67.64%為最多；其次為批

次信用保證占 11.63%；第三為購料週轉融資占 9.49%，三項保證合計占 88.76%，

而這些獲得這些保證項目的企業，多半屬於經營已上軌道之中小企業，對於新創

事業的貸款幫助較為有限。由於信保基金並不直接提供融資,仍需要經過銀行內

部的評等機制,因此建議或許可以考慮運用利息補貼，或是適當調高對於新創事

業貸款的保證成數等風險分攤機制，提高銀行對青年創業之貸款意願（或可經由

適度討論來決定可容忍之逾期保證比率空間），一同協助更多新創事業取得融資。 

圖 3-6：信保基金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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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採取專案資金補助方式  

採取專案資金補助方式，從執行方式來看，可能存在以下待討論問題： 

1. 審核過程可能容易存在主觀判斷誤差從專案補助的審核過程來看，通

常由外部專家學者對於案件的整體架構、方向以及計畫書的撰寫完整

與否來評斷案件的好壞。然而，這樣的評斷方式或許具有較為一致的標

準，但對於真正具備新創點子的團隊來說，也許未必可以達到這些標準 

（他們可能需要有經驗者的指導），久而久之造成一種由評審委員的主

觀判斷的制式「通過標準」來評斷案件的通過與否，如此作法長期而言

可能會引發未獲申請補助者的不滿，甚而導致糾紛。   

2. 補助資金報支流程較為複雜  一般來說，補助資金是以一項專案總支

出的固定百分比（例如：40%）進行報銷。對於新創團隊來說，很多成

本的支出未必符合單據報銷流程的要求，但新創團隊在初期可能支付

最多的金額就是人事費的部分，如果這些補助資金可以針對一些有明

確 支出的項目進行較大比例的報支（例如主要對於人事費進行補助），

整個報支程式就可以簡化許多。但相對地，團隊對於必要 人事的晉用

就可能發生爭議，這些也是造成一些新創團隊對於 補助資金的請領上

的困擾。   

三、 採取育成中心補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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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較為間接，有時無法直接受惠於新創團隊通常這類型的補助是針對育成

中心設立的必要人事及行支出進行補助，但這些中心接受補助後未必可以將他們

的服務完善地用於協助新創團隊發展。育成中心的協助或許會造成新創團隊的依

賴，降低成功機率  

儘管育成中心在接受補助後，可以在很多新創事業所遭遇的問題上進行協助。

但相反地，這些協助有時反而會養成新團隊的一種依賴心，認為點子的發想最為

重要，其他的各種人事、營運管理甚至計畫書的撰寫都會有其他外部顧問來協助

完成，這樣的發展模式到最後通常是產生了一本又一本相似的計畫書，而新創團

隊並未在點子的創意之外學到東西，以致於經驗累積緩慢，專案失敗機率增高。 

四、 輔導新創業者經營的know-how  

在新創事業的過程中，降低失敗的機率，能見度（曝光度）是一項很重要的

因素。高能見度會為團隊帶來新的發想，以及人力、物力甚至財力上的協助，但

也可能因為專案的過度曝光，而引來其他競爭者的模仿、阻礙。對於新創事業來

說，曝光度是恰好即可，這裡的恰好，指的是取得各種人力、物力及財力上的一

種均衡狀態，讓團隊不至於獲得太多的資源而阻礙創新的動力。  

透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政府對於新創團隊的協助，或許可以著重

在一些基本管理素養的自我養成，例如創意的發想過程、如何具體落實、尋找合

作夥伴、運作資源的取得與管理以及財務與行政規劃等基本技能來進行有效輔導，

進而減少新創團隊於外部付費顧問者的依賴，避免整個新創事業在還沒有上軌道

前，資金都已經付給這些外部顧問，徒增新創事業資金使用上的困擾。  

對於金融業者而言，廣大的客戶基礎是一項重要的營運資產，而政府機關應

當協助金融業者思考如何撮和這些資金提供者（現有客戶）與資金需求者（創業

者）的需求，來達到支持創新的目標。最簡單者比如選取往來密切且具有發展潛

力的新創團隊，在網頁上提供連結資訊（未必是直接連接到募資案，減少外界不

必要的聯想），讓客戶可以瞭解這些創新點子的運作過程，這些對於新創業者的

能見度來說，都會有莫大幫助，也呼應了政府運用金融業支持產業創新的重要政

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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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高銀行業者承作意願 

從業務面及風險控制面上適度調整相關規定，增加銀行業者承做新創事業放

款意願，最後，從銀行的角度來看，由於銀行業對於營運資本的要求較高，從新

創事業放款所需計提的資本需求也高。若是銀行業者使用 LTV（LOAN TO 

VALUE）法計提資本，新創事業者使用非自住不動產抵押借款的風險權數(75%)

也比使用自住不動產的風險權數(35%)高，因此，在以資助新創事業發展為考量

下，或可考慮降低此類創業型用途的非自用住宅抵押貸款，所適用之風險權數; 

又或是相關放款的風險控制可考慮採取限制保留盈餘分配為方式，取代直接提列

備抵壞帳等方式，既可增加銀行自有資本，又可增加業務彈性，進而提高銀行承

做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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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群眾募資的型態 

第一節 群眾募資的出現 

群眾募資（又稱群募、眾籌）是近年因網路科技發達而新興的籌資方式，通

常是由發起募資行動的個人或組織，透過網路平臺向大眾展示並解釋計畫內容，

冀望在相當數量的群眾支持下，募得足以完成計畫的資金。 

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群眾募資是一種透過網路平台展示、宣傳計畫內容、

原生設計與創意作品，並與大眾解釋讓此作品量產或實現的計畫。 有興趣支持、

參與及購買的群眾，可藉由「贊助」的方式，讓此計畫、設計或夢想實現。在一

定的時限內，完成事先設定募資的金額目標後即為募資成功，可以開始進行計畫。

透過網路社群力量的散播，讓許多充滿創意 的專案得以被更多人看見，加上群

眾募資平台的崛起，也讓這股文化創意的新勢力迅速開花結果。  

群眾募資作為新型的金融模式，為新的創意、活動或微型企業，提供更廣泛

的資金來源。就概念上而言，其實群眾募資的行為早已存在人類社會之中，例如

早些年在我國民間流行的「互助會」即屬之。如果一定要將群眾募資的行為與網

路聯結在一起，例如成立於 2009 年的 Kickstartar 則是目前舉足輕重的群眾募資

平臺之一，成立之初是為各領域的創意募資，並透過「全有或全無」(All-Or-Nothing)

的募資方式，當發起人設定募資集資的目標後，一旦超過此目標，即可運用成功

募得的資金；反之，則不會有任何金流產生；與此相對的募資方式是「全部保有」

(Keep-It All)，採取這樣的方式不論募資目標是否達成，計畫發起人都會獲得捐款

金額。 

越來越多的新創業者，選擇以群眾募資開啟自己的項目。相比一對一地去把

想法賣給投資人，讓投資人決定是否投資你的想法，群募平台可以提供一個門檻

更低更加開放的市場，集合了所有對創新創業感興趣的人，讓大家幫你共同評判

你的想法、產品，投資未來。在籌集早期營運成本的同時，還能宣傳自己，何樂

而不為。 

全球群募的發展快速，據 Massolution 的群眾募資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增長 162

億美元，比上年增長 167%，2018 年可能達到 340 億美元。北美群眾募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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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達 94.6 億美元，亞洲群眾募資眾籌激增 320%至 34 億美元。商業和創業

投資佔全部籌資的近一半。 

圖 4-1：群眾募資 2017 年度項目統計 

	

通過群眾募資，企業或個人能以較低的成本利用網路來傳達其計畫案，一些

學者認為，社群網絡是群眾募資的前提。創意的企業或個人通過不同特色的網際

網路平台，能夠找到所需要的投資人及資金。相較於傳統的金融業，群眾募資平

台的出現，使得無法提供擔保品、現金流不穩定而導致借貸無門的新創及中小企

業者有了一個籌措資金的管道，平台的開放性也使得訊息互通交流，降低募資者

與投資人的溝通成本。 

所以，我們可以歸納，群眾募資有幾個特徵， 

1. 網路普及性，因為透過網路降低了資訊的搜集成本，它可以超越地域的

限制，藉由網路（不管是電腦或手機）向大眾傳達募資的訊息。 

2. 非特定的募資對象，群眾募資是一種公開募集的方式。 

3. 平台聚集效應，群眾募資平臺扮演中介媒合的角色，主要是提供金流及

訊息服務。由於募資目的與過程直接而透明，自然聚集了大批支持者，

形成一個提案者與贊助者的平台，也正因如此，讓群眾募資平台上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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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內容更加豐富而多樣。獨特的創意通常較會獲得掌聲與注目，而專注

於創新的投資者也能找到喜歡的專案。 

圖 4-2：群眾募資的運作方式 

	
圖表來源：數位時代網站	

提供資金參與群眾募資活動者，可依計畫所述之回饋方式而有不同的幾種類

型，如表 4-1 表示。 

表 4-1：群眾募資四大模式 

類別 
Rewards-Based 

報酬基準 
Lending-Based 

借貸基準 
Donation-Based 

捐贈基準 
Equity-Based 

股份基準 

方式 

投資者藉由投資

以換取津貼或實

物報酬，像是 T
恤、折扣、新產

品的優先權。 

投資者提供借貸

給個體或組織，

假定他們會獲得

利息與本金的償

還。 

以慈善或其他理

由捐贈給創業公

司或提案者，不

期盼會獲得回饋 

投資者藉由投資

以換取創業公司

的股權。 

國外

代表 

美國 
Kickstarter 
(2009 年創立) 

美國 
Kiva 
(2005 年創立) 

美國 
Indiegogo 
(2008 年創立) 

英國 
Crowdcube 
(2010 年創立) 

國內

代表 

FlyingV、嘖

嘖、104 夢想搖

籃、群眾貝果…
等 

鄉民貸 -  創櫃版 

資料來源：櫃檯買賣中心林經理 20141007 服務創新電子報周年論壇演講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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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酬型、回饋型 （Rewards）：投資者提供資金而提案者會提供一定的紀念

品或一種特殊體驗做為回饋項目。在此模式下，贊助者有取得回饋，而該回

饋的價值是否相當於付出的贊助金，每個人的感受皆不相同。如 Kickstarter、

flying V、嘖嘖。 

2. 借貸型 （Lending）：投資者將金錢借給某個專案或公司，該專案或公司未來

將償還所借的借款與本金，即為 P2P lending，如 Kiva、Lending Club、鄉民

貸等。 這類型的行為就如同民間借貸。 

3. 捐贈型 （Donation）：透過網路平台投資提案人所提的方案，而不期待或要

求得到任何回報（有型的產品或無形的服務），所以這類型的群眾募資以公

益性為多，它可能是一個資助計劃，或對於公眾利益的募資計畫等，比如捐

助偏鄉兒童閱讀計畫，震災援助計畫等‧ 

4. 股權型 （Equity）：投資者將金錢投入某個專案或公司，而提案者承諾未來

回饋給該專案所成立公司之股票，或以該公司股票作為交換，成為公司的股

東，有機會分享公司未來的獲利。以股票為回饋的標的之群眾募資，由於涉

及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與各國的證券交易法規有適用的問題，牽涉的層面

遠較上述三種模式複雜。這類型的平台，如 Angellist、OurCrowd。本文將主

要探討股權型群眾募資的發展。 

第二節 群眾募資的優點 

群眾募資是否可能成為新創事業（Start-ups）或中小企業(SME)的另一籌資

管道？理論上來說，新創事業或中小企業亟需資金及市場關注，而透過群眾來籌

措營運所需的資本，一來可以利用群募平台積沙成塔的特性迅速籌措資金，而減

少對於創投基金或是其他有資力的天使投資人的依賴程度，二來可以迅速打響知

名度，讓群眾透過募資平台迅速瞭解該新創事業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大幅減少

未來行銷產品或服務所必須支出之成本，而網路上的一般民眾也可以透過此機會

投資新創之企業，使此種投資機會不再為基金或是專業投資機構之專有領域，可

謂一舉而數得。 

DOI:10.6814/THE.NCCU.EMBA.081.2018.F08



 

27 

在群眾募資可能獲得的優點如下分析，視各種不同群眾募資模式及募資平臺

交易規則而定，對於新創及中小企業者而言，透過群眾募資平臺籌資有以下主要

的優點： 

(一) 獲得資金	

提案者可以迅速獲得創業所需資金。與傳統向金融機關融資貸款方式相較

之下，提案者不必受到還款期間及貸款利息的拘束，利用群眾募資籌資者，

創業者需承擔的創業成本相對較小。股權模式的群眾募資使小型新創企業

可豁免部分上市規範，以遠低於一般上市之成本對不特定大籌募資金。	

(二) 降低風險	

可避免創業資金的需求不足，或市場接受度低之風險。即使作品或產品的

市場接受度低，對於創業者而言，創業是一種學習經驗，至少有助於創業

者瞭解市場對其作品或產品之接受度情形。	

(三) 測試市場	

透過群眾對提案者的作品或產品反應，創業者得知悉市場接受度情況。與

利用傳統問卷調查方式相較之下，更清楚知悉市場動向，也免去市調的用

費。以回饋模式的群眾募資為例，創業者預售作品或產品的同時，亦能評

估客戶的反應並分析市場後，再決定是否值得全力投入創業。創業者在群

眾募資平臺上直接與群眾互動，可獲得實質的意見回饋，進而激發創業者

的創意增進作品或產品的品質。	

(四) 免費行銷：	

縱使創業者的專案計畫未能成功達到集資目標，但透過募資平台的宣傳可

獲得一定知名度，達到免費宣傳的效果。再者支持創業者之募資計畫的出

資者，如果認同創業者的理念，也會願意向親朋好友介紹創業者的作品或

產品，尋求他們的支持，有間接宣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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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群眾募資發展特點 

第一節 背景環境探討 

群眾募資發展速度與各國金融環境的背景狀況存在密切關係，以美國為例，

群眾募資雖然在 2005 左右即已萌芽，但真正快速發展主要還是在 2008 年金融

海嘯後，各種資金對於新創事業的支持明顯下降後，群眾募資才開始蓬勃發展，

再加上美國早在 2012 年 4 月就已確定 JOBs Act 的法令框架，在法案內容對

於募資人、投資人以及募資平台三方都作出相關規範，可見於美國對於群眾募資

採取在既定限制條件下，對產業保持開放競爭的態度，因此，美國不論在募捐型、

借貸型甚至是股權型的群眾募資，都有較為進步的發展模式，也由於美國處於較

為低利的金融環境，其發展模式對於我國發展群眾募資的參考機會似乎較大。   

在金融管制較多的情況下，例如中國大陸，通常金融服務的效率性也會降低，

造成金融業利差擴大，形成寡占市場利益，連帶也會影響各種新創事業取得融資

的便利性。因此，由於新創事業從金融市場取得的資金成本過高，群眾募資的主

要目的，可能由創新點子發想，轉移到降低利率，謀求穩定生存。從這裡我們也

可看出，在一個金融市場的利率水準，對於創新事業的生存門檻，具有極大的關

聯性，過高的利率水準將壓抑新創事業的發想，但另一方面，高利率環境下能夠

存活的新創事業也通常容易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現。   

每個地區或國家在發展金融科技時，與其金融環境及經濟結構有關，如中國

大陸在發展第三方支付業務，因城鄉發展差距及金融管制的原因，反而造就這項

業務領先全球。台灣群眾募資發展可說是多元齊發，但未來可能的發展重點還是

落在股權、捐贈與回饋模式的發展上。觀察台灣的群眾募資情況，目前募資金額

最多的模式是捐贈、其次是回饋，這部分較為人所熟知；股權模式雖然已經推出，

受制於發行人、投資人等的限制，初期募資金額仍未擴張，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借貸模式則是因為法規禁止非金融業吸收存款，發展進度較為緩慢。 

在發展群眾募資的背景環境上，台灣具有許多特點，包括：中小企業發達、

創業股權資金募集制度完善、政府鼓勵文創環境以及銀行體系資金充沛等，這些

特點大多可以支援群眾募資的發展，具體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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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國經濟部的定義，中小企業為製造業、營建工程業、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 千萬元以下者，或經 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 百人者;

其他行業前一 年營業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者，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1 百

人者。〈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2016 年中小企業家數達 140.8 萬家，占總企業數

的 97.7%，受僱人數達 647.2 萬 人，占總僱用人數的 72.5%。  

根據全球創業觀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於 2017 年公布的

《2016/17 年全球報告》(2016/17 Global Report)顯示，2016 年臺灣創業動機指數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為 25.8，排全球第 21 名;民眾認為創業為好的生涯選

擇(Entrepreneurship a good career choice)為 73.2，排全球第 13 名;均反映臺灣對

創業創新充滿熱忱及友善。  

新創事業的發展對於國家競爭力的影響力相當重要，根據 2014 年中小企業

白皮書統計，台灣新創企業在 2013 年底已高達近十萬家(99,044 家)。此外，根據

美國「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機構」(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所公佈 2016 年「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指數(GEDI)」，台灣在 130 多個評

比國家中排名第 6，為亞洲國家第 1，較 2015 年的第 8 更往前推進 2 名。GEDI

包括 3 大次指數，分別是創業態度、創業能力和創業 企圖心，台灣在創業態度

的評分為 61.6，全球排名第 14;創業能力評分為 65.9，排名第 15;創業企圖心評

分 81.6，排名第 2。  

其他國家排名方面，前 10 名國家依序為:美國(86.2)、加拿大(79.5)、 澳洲

(78.0)、丹麥(76.0)、瑞典(75.9)、台灣(69.7)、冰島(68.9)、瑞士(67.8)、英國(67.7)

及法國(66.4)，至於台灣其他競爭對手國的排名 為新加坡(第 11 名)、南韓(第 27

名)、日本(第 30 名)、香港(第 40 名) 和中國大陸(第 60 名)，顯見台灣的新創事

業仍處於蓬勃發展的狀態。  

以目前世界各國的創業精神指數分數來說，歐美國家、澳洲、台灣、 智利、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創業分數相對較高，居於領先地位，發展中國家(地區)包括

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阿根廷、祕魯等則分數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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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運用群眾募資之可行性分析 

以往中小型或新創企業取得資金管道有限，不是透過親友借貸、標會，就是 

向銀行申貸，經營規模及業務發展受限，且銀行傳統上依據信評機制給予評分，

不利新創或小型企業取得營運資金。現在，小型企業從群眾募資平台取得資金管

道之變得更多元，透過平台使企業能見度提高，並兼具行銷宣導的功能，對發展

中的小型企業、新創產業、新興產業在資金挹注尚可獲得較多助益，使其逐漸茁

壯成長。  

新創企業自草創乃至其後發展過程所需面對的主要問題之一，即為 「如何

吸納外部資本」，特別是當小型企業之擔保不足、現金流量不穩、且對外部投資

人而言有顯著資訊不對稱時，此一問題日形彰顯。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日漸發達，

新興的群眾募資模式乘勢而起，成為小型企業籌措資金的另類選擇，這也導致小

型企業在成立之初即須面對更複雜的融資決策：是否要使用群眾募資？如果要使

用群眾募資，該採取哪一種群眾募資模式？ 

當企業主欲決定融資模式時首先面對的重要問題，是必須確認其掌握了哪些

既有資源，唯有如此，才能評估對於資金供給者的投資能提供多少保障，是否能

順利執行整個計畫，以及成功的機率有多大等等。如果掌握的既有資源較為不足，

則可能較適合利用群眾募資將投資風險充分分散，吸引小額投資人。  

相對的，企業主本身願意承擔多少風險，同樣也影響融資模式的選擇。例如

以股權融資，可以將企業主的風險有效分攤，使用債權融資則否。因此一個營運

計畫本身所攜帶的風險及企業主個人的風險偏好程度，與融資決策息息相關。 此

外，企業主的能力也會影響融資模式的選擇。如果企業主在銷售、行銷、會計、

物流或其他方面的專業有所欠缺，則與具備公司營運經驗且產業知識豐富的股權

投資人(如創投或類似的策略投資人)合作，由其同時提供資金與技術，比起無法

提供其他援助的群眾募資借貸模式或銀行借款來說，也許更為適合。  

另外一個重要議題是訊息不對稱的問題，而此一議題會以多種面向呈現。我

們先考慮企業主(募資者)本身的道德風險，即經營者未必善盡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對於資金的運用沒有妥善規畫，或是用虛偽的計畫利用平台詐騙，為了有效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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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層顧慮以吸引投資人出資，除平台善盡每件專案徵信評估責任外，利用金流託

管機制，可以資金分段到位的方式，也就是將營運所需而募集之總資金分為數筆，

分階段發放，每當營運計畫或營運目標達到某個預定進度時，經營者才能領取下

一筆資金。  

除了企業主的道德風險，投資人對於與營運計畫之價值相關的資訊獲取不如

經營者有利，此一類型的訊息不對稱在群眾募資的籌資模式中更為明顯，這有幾

個原因：首先，群眾募資係向一般大眾募資，因此大部分投資人不會是投資計畫

的專家，對於該投資計劃所涉及之產業瞭解不深，對經營者過去的績效也不甚清

楚。其次，企業主面對為數眾多卻缺乏專業背景的投資大眾，想要說明清楚投資

計畫細節恐怕也是力不從心。另一方面，企業主很可能也不願意向不特定的大眾

揭露太多敏感訊息，這可能導致某些原創的想法或是營業秘密遭到竊取。一般來

說，股權投資人由於承擔風險較債權投資人高，因此股權投資人會要求較多訊息。 

從企業融資週期的角度來看，企業在每段時期，適合哪一種群眾募資平台，

歸納如下：在新創種子發想的初期，較適合採行回饋式群眾募資，一方面測試市

場的反應，做為創意商業化的可行性分析，另一方面，可提高知名度，這階段失

敗的成本較低，如募資失敗，代表創意不受青睞，可以及時修正。在種子期階段，

由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仍高，規模尚小，此時較適合用借貸方式，籌措公司早期

營運資金，以維持公司基本運作，惟募資企業需注意本身的信用狀況、財務狀態，

以免產生遲繳本息情況出現。而對於處於成長期的公司，資金需求相對可能較大，

此時較適合採用股權式的群募，資金可長期使用，減少資金斷鏈的危險，較沒有

還款壓力。 

表 5-1：企業融資週期中群眾募資類型的選擇 

企業融資週期 種子期初期 種子期 成長初期 

適合群募模式   回饋式 借貸式 股權式 

回饋型式 實物或服務 利息及本金 股票 

作法 1. 選 擇 流 量 高 的

平 台 推 廣 計 畫

案。 
2. 計畫案應透明

及可衡量。 

1. 信用狀況。 
2. 隨時更新財務

及募資狀況。 

1. 提供第三者(Third-
party) 的 評 估 報 告

(券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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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公開。 2. 吸引具聲望的投資

人入股，強化其他

投資人意願。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針對有籌資需求的新創企業或中小企業，從企業主的角度，討論各種群

眾募資模式的優缺點。捐款模式的群眾募資，其優點是經營者不需提供贊助人任

何回報，因此計畫成功與否較無壓力。缺點是因為投資人不求物質回報，所以執

行計畫之目標恐難全以營利為目的，或須提供特別的回饋才易受青睞，且潛在投

資人也比較有限。  

回饋模式的群眾募資，其優點為不須出售任何股份，外部人士無法影響經營

者的經營行為。回饋方案執行完畢後，企業相關資產的所有仍歸經營者所有。但

是對經營者而言，有如期履行回饋承諾的壓力，必須時時思考如何在預算內及時

達成目標，執行回饋方案。  

股權模式的群眾募資，優點是可能可以從投資人處(例如創投)取得財務以外

的支援與建議，需要向投資人再度募資時，相對來說也比較容易，另外就是經營

者所承擔的風險獲得有效的分散。其缺點是公司營運的目標變成極大化投資人的

利益，而這未必符合經營者的利益;同時股權一賣出去，就很難再買回來，創業者

對公司的掌控再也無法隨心所欲，連公司出售時所獲得的報酬也無法由創業者獨

享。 

新創企業在運用群眾募資時，要根據各種模式的特點和使用條件，考慮企業

自身的發展階段、計畫的完整性、產業屬性及市場需求特點等因素，進行綜合考

慮。對於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而言，獲利是其主要目的，也是企業得以永續發展

的保證，捐贈型群眾募資模式由於其公益性質，與中小型企業之間很難達成一致

資金使用目標，往往容易導致籌資失敗。對於從事傳統產業的中小型企業而言，

股權型群眾募資模式是較為理想的融資方式，這種方式融資風險低，出售股權籌

資無須歸還股本，出售方可在企業存續期間內長期使用。新資金的注入不但為企

業正常運營提供了資金來源，避免了企業現金流斷裂的危險，降低了企業的經營

風險，另外，投資者的介入能夠有效制約企業內部成員的控制，有利於企業做出

理性決策，促進企業持續發展，符合公司治理的做法，然對於從事資訊服務、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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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發展、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的新創企業而言，由於其創業初期品牌影響力弱、

資金缺乏，似乎更適合選擇實物回饋型的群眾募資模式，不但可以獲得資金支援，

也可以利用群眾募資平臺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提高企業的知名度。 

整體來看，群眾募資對於中小企業發達的臺灣來說，具有促進投資、控管風

險的重要意義，而這些意義對於新創事業的發展上，則具有積極、 正面的幫助。

主要是因為群眾募資透過群眾的力量，來評估投資案的可行性，增加了案件的能

見度，也吸引了不同投資人對於不同類型投資案的目光，從而增加許多案件募資

成功的機會。此外，群眾募資的整個流程設計，從募資案的規劃、募資到執行，

都有一套較為清楚的監督機制，這對募資者來說也許是一套框架限制，投資者雖

可以透過群募平台線上訊息的進行，瞭解整個案子發展經過，從而提高募資案執

行過程上的透明度，增加出資者的參與意願，也同時增加了募資者獲取資金的機

會，但是，這對投資者來說，現有群募平台的架構卻不見得是合理的保障機制，

這也是我們在後面章節所要探討的監管與風險的課題。 

綜合上述，就台灣目前群眾募資的發展環境觀察，雖然具有低市場利率、政

府廣泛協助等優勢，但另一方面，如此過度適合新創事業發展的環境條件也可能

造成新創業者的過度依賴心態，缺乏獨特的創意的動機，再加上台灣本身市場規

模較小，都可能是限制國內新創事業發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台灣目前未必真正

需要群眾募資，反而應該審思如何運用、調整現有的新創事業協助模式，兼採群

眾募資的大眾意見，來促進新創事業發展。  

第三節 群眾募資對於金融業業務之影響  

近年來隨著金融科技的崛起，應運而生的各類型互聯網金融機構，提供更多

元化的金融服務選擇，也讓許多原本無法在一般金融機構取得資金或進行投資的

金融消費者有新的金融管道，達到普惠金融的功能，甚至部分金融功能上與銀行

出現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在此浪潮下，金管會從 2014 年開始推動「打造數位

化金融環境 3.0」計畫，鼓勵業者向數位金融轉型，國內銀行也紛紛調整經營型

態，並在組織、技術、通路、人員及產品上做出許多創新，大幅提升金融服務便

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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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銀行業是吸收大眾存款，並協助客戶將資金運用於放款或投資於各種

生利資產的中介機構，為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並維持金融穩定，需遵行嚴格的

監理規範及業務限制，在成本與風險管控下，勢難以滿足所有金融消費者需求，

於此之際，相關限制較少、營運模式較具彈性的互聯網金融機構，如扮演資金仲

介角色的群眾募資平台，便可部分補足此缺口。  

一、 群眾募資平台之內涵	

群眾募資是匯集多人的投資力量，來滿足個人或企業的資金需求。類似的行

為，例如標會制度，已運行良久，但直至近年來網際網路普及化及社群媒體興起，

改變民眾金融活動習慣，加上 2008 年美國次貸風暴興起，市場資金緊俏，日趨

嚴格的金融機構監管機制進一步降低放貸意願，在種種背景條件下，讓以網路為

運作基礎的群眾募資平台成為民眾小額融資、創業與中小企業資金周轉的新興崛

起管道。由於群眾募資平臺避開既有的金融仲介機構 – 銀行，而讓資金需求者

及供給者，能在平台上直接進行投融資需求的媒合，因此對部分銀行業形成壓力。 

事實上，群眾募資平台之所以急速成長，除了提供資金直接媒合的管道，其

具創新能力、高效率、透明以及提供利率配置自由之特性，也是近來受到青睞，

產業規模快速成長的原因。以下簡單說明群眾募資平台與銀行業的比較： 

1. 群眾募資平台所受監理規範較低，因而較具創新能力及效率性與一般銀行業

相比，群眾募資平台在運作模式上以網路為主體，資金供給者及需求者，在

符合規範後，一切活動只要在網路平台便可完成，不需要親自到銀行櫃檯，

也不用繳交繁雜的證明檔。此外，群眾募資平台在國外，已可直接連結相關

信用資料庫，加上平台研發的大數據分析工具，可加快資金取得速度，因此

獲得不少信譽良好的資金需求者青睞。最後，由於群眾募資平台金融監督程

度較一般銀行業寬鬆，因此成本相對降低，可以較具優勢的低手續費用提供

資金媒合服務。  

2. 群眾募資平台不受金融法規限制，可提供較具利率彈性的商品 

2008 年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國家競相推行寬鬆貨幣政策，透過壓低

市場利率來提供充足流動性，俾以刺激經濟活動。但對資金供給者而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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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政策侵蝕其投資收益，迫使風險偏好投資人將資金由低收益商品轉 向

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另一方面，由於銀行受到更嚴格的監理規範，包

括資本適足率與呆帳提存準備等要求提高，風險管控亦趨於謹慎，使得貸款

更加保守，讓部分民眾無法滿足資金融通服務。不僅願意負擔較高利 率的

資金需求者無法取得資金，但也有部分信用良好的中小企業主，被要 求付

出更高利率成本來獲得資金。群眾募資平台能透過本身的分析工具， 針對

資金需求案件之信用條件進行風險及報酬分級，讓風險偏好投資人具 有高

風險產品選擇之機會，也讓信用優良之資金需求者能獲得較低成本的資金。  

3. 群眾募資平台單純化的營運模式，可讓資金流向具有可選擇性 

銀行業作為金融仲介機構，從供給者獲得資金後，提供固定報酬(利息)，	

其後便依內部審查機制，將資金放貸給需求者，過程中，資金供給者無法選

擇資金投資放款方向及標的。相較之下，由於群眾募資平臺運作模式單純，

一切投、融資選擇都可在網路介面上進行，因此，投資者（資金供給者）可

以在平臺上選擇收益適合的產品，不論是投放至高風險高收益的新創商品研

發，或者低收益的公益性質商品與活動，過程具較高可選擇性，然而可能影

響財富管理產品的銷售。	 	

4. 群眾募資平台運作成本低，風險承受度高，可補充新創或小微企業的金融需

求 

由於一般銀行業受到高度監督規範，加上運作成本高，因此偏重貸款給

大型資金需求者及成熟產業。相較之下，群眾募資平台僅在網路進行媒合，

任何型態的資金需求者，包括小額貸款、新創企業或商品融資、慈善活動募

資等，在符合規範後，都可在平台上發起資金募集。具有潛力的商品或企業，

可透過此方式取得第一桶金，甚至透過群眾募資平台吸引消費者及投資人注

意，之後逐漸發展為新興或成熟企業。	

二、 銀行業與群眾募資平台之競合模式	

從群眾募資的特性及類型來看，不同型態的平台與銀行的競合關係也不盡相

同。捐贈及回饋型的群眾募資平台使用者，公益性質成分較高，主要滿足新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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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資金需求者，其提供的服務除了金融供給外，也包含社會公益、群眾參與、

市場測試與行銷宣傳等項目，因此對一般銀行業來說，業務合作的空間大於競爭。

而借貸式與股權式的群眾募資平台，則部分替代了銀行金融仲介的功能，儘管目

前相關平台因為資金媒合規模受限、發起對象主要為新創及中小企業、產品選項

少、且這些企業本身可能不符合銀行放貸的標準，在台灣因法規限制尚不得發展

借貸式募資平台、民眾金融服務習慣仍相對保守等因素，對銀行的競爭威脅不高，

但後續隨著法規解禁、新世代民眾金融消費習慣改變等環境變化， 銀行業仍宜

緊密關切法規與群眾募資平台之發展。  

儘管群眾募資平台可能部分威脅銀行之業務，但相較之下，銀行不僅有資金

規模優勢，更具有風險評估優勢與技能，對資金供給者來說，更有專業及安全感

(因為有存款保險制度)。此外，對於資金需求者而言，向銀行借款，不僅資金可

以一步到位，而且銀行針對往來客戶可提供信用額度，貸款彈性高，不須重複提

出申請文件，此外，銀行投融資相關的金融產品種類多，金融服務可以在銀行一

次滿足，因此仍是金融消費者的首要選擇。 

第四節 股權式群眾募資的風險與監管  

一、 股權式群眾募資的風險	

群眾募資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如何進行投資人保護。投資人普遍面臨的風險

包括創新產品失敗風險、企業倒閉風險、投資流動風險、資訊不對稱風險、經營

階層詐欺風險等。群眾募資的投資者可能會面臨的以下風險： 

1. 易受到詐欺：批評者認為群眾募資可能成為騙子詐取資金的目標，詐騙的發

生更容易發生在政府採取寬鬆的金融監理政策之時。 

2. 股份價值被高估或低估：創業者為籌措足額資金對應發行多少股份所作的評

估，可能因為智慧財產權和市場規模的錯誤假設，導致發行股份數較高或較

低。如此一來，出資者購得的股份其價值，可能無法貼近真正市場價值。 

3. 過度投資風險：如何保護散戶投資者避免過度投資的風險，是一個潛在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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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不透明：提案者透過群眾募資開創事業，無傭提供營運報告及財務報表

揭露資訊，投資者無法充份獲得公開透明的資訊。 

中小企業及新創公司如透過群眾募資向不特定人發行股權以進行募資，依據

我國證券交易法，已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

非向主管機關依據公開發行相關規定申報生效，不得為之。其他歐美先進國家，

亦多有與我國證券交易法相類似之限制，以致於股權群眾募資在運作上面臨法令

上的限制。 

證券法的立場，是為了貫徹公開原則，使投資人可充分了解公司營運狀況及

股份之價值，同時防止證券詐騙，維護投資環境，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與發行

必須向主管機關申報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等文件，而不得有虛偽隱匿之情形。

然而，準備公開說明書、經簽證之財務報表及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其他法令遵循

成本，係針對即將初次公開發行（IPO）的企業而設計之規範，草創初期的企業

往往無法承受此類負擔。立法政策上所面臨的難處為：若為新創事業特別立法使

其例外無須適用前述之證券公開發行相關法規，要如何讓「例外」不會侵蝕到證

券法強調公開且防止詐騙的「原則」？況且新創事業透過網路群眾募資亦有可能

會誇大其事業前景，故意讓投資人抱有錯誤期待，而此正是證券法規想要去防止

的證券詐騙，邏輯上來說，似無特別提供其豁免的理由。這些考慮，導致我國及

國外證券主管機關，雖然政策上鼓勵股權群眾募資，但在制定相關遊戲規則時，

仍採取謹慎的態度。 

由於新創事業屬微型或小型企業，較難引起天使投資人或創投的注意，過去

若要進行股權籌資，大多僅能透過向不特定大眾進行募股一途。根據台灣證券交

易法第 22 條:「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

有 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若要對大眾進行股權募

資，必須依法向金管會申請公開發行。但是，公開發行公司將受到證交法的約束，

必須定期公開其財務報表及營運狀況等資訊;當公司發生重大的財務、業務改變

時，也必須向投資大眾揭露。為了達成此要求，將會增加企業行政作業、委託會

計師及律師的成本，對於微型、中小企業而言負擔過於沉重。因此，股權群眾募

資對於新創事業而言，在台灣有其存在必要及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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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監會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的定義，群眾募資是指通過網路平臺，從個人或組織獲得較小額的資金

來滿足籌資項目、企業或個人資金需求的活動。在法律適用上，股權性質的群眾

募資活動自然成為證券法關注的對象，因其提供參與者進一步成為新創事業股東

的機會，並達成未來利潤共用、提供新創或中小企業所需資金以及增加其宣傳曝

光機會等多重目標，更成為近年來世界各國致力推動的政策。但由於此種直接向

不特定大眾募資並給予股權的模式，已經和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情形相當類似，

為兼顧投資人權益之保障與資本市場秩序之維護，仍有必要設有相對之監管規範。  

二、 股權式群眾募資的監管	

關於股權模式平台之規範模式，依據國際證監會組織之研究報告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情況為法規明令禁止股權式群眾募資;第二種情形是股權式群眾募資雖然

合法，但具有極高之進入障礙，例如需向主管機關登記，在此種情形，該國通常

沒有股權模式群眾募資之市場;第三種情形，各國之相關規定首先對於可為此種

類型投資之投資人有所限制，例如限於具經驗之投資人，或對投資人加以投資限

額。再者，尚對於募資公司可募集之金額 訂有上限，惟在第三種規範下之國家，

目前股權模式平台之市場仍較小。 美國、日本與台灣均屬上述第三種規範模式，

英國亦屬之，惟英國主要之規範乃何種投資人可進行股權模式之投資，對於投資

人投資限額及募資公司籌資限額則未有規定。  

世界各國對股權群眾募資平臺的具體監管機制，主要從參與群募的三個主體，

「發行人」、「平台自身」 以及「投資者」三方面進行。  

1.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能接受的「發行人」  

(1) 發行人的資格或形式  

在股權群眾募資的發行人資格方面，多數國家都要求在本國設立，有的

國家還要求為公開公司，有的國家則排除基金公司作為股權群眾募資的

發行人。美國 JOBS 法案規定的群眾募資條款僅適用在美國設立的發

行人，且不包括投資基金公司。SEC 建議排除沒有特定營業計畫或其

營業計畫僅是併購其他組織的公司。雖然英國的封閉公司沒有股東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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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但是英國禁止封閉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故英國的股權群眾募資

實際上只限於公開公司。  

(2) 發行人籌資額的限制  

為避免引發系統性風險，限制發行人一年內通過股權群眾募資籌集的 

資金數額是一種規範。當然，在對待是否需要限制發行人的籌資額，最

高限額為多少，各國的規定或建議並不相同。英國對股權群眾募資發行

人的籌資額沒有限制。然而，發行人必須根 據籌集的資金數額來公佈

招股說明書;美國公司通過股權群眾募資 12 個 月內籌集的資金額不

能超過 100 萬美金。  

2. 對股權群眾募資「平台自身」的監管  

(1)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註冊或許可  

群眾募資各方參與者對籌資是否擁有信心，在於仲介機構以專業的方式

進行活動，因此世界各國對從事股權群眾募資業務的仲介機構都要求在 

有關金融監管或證券監管機構註冊或許可。實行註冊制的國家主要有美

國、加拿大和義大利。在美國從事股權群眾募資的「仲介機構」必須在 

SEC 註冊為經紀一交易商。實行許可制的國家有英國、紐西蘭等國。英

國仲介機構必須獲得金融服務管理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

的許可才能向合格的投資者銷售非變現證券，不論是通過網路還是其他

方式。  

無論是註冊還是許可，除美國的 SEC 不建議為融資平台設定條件以外，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或其運營機構普遍都被要求具備一定的條件，這些條

件通常包括適當性、能力、運營基礎設施、財務資源、治理結構以及賠

償保險等方面的要求。例如，在適當性和營運基礎設施方面，仲介機構

必須擁有提供服務所需的公平、有序和透明的制度，必須規定反欺詐政

策和公平交易政策，並有實施這些政策的制度和程式，要充分揭露以保

證投資者能及時獲得資訊。  

我國對股權群眾募資「平台自身」的監管，需向金管會申請許可及核發

證券商許可證照，而對於資本額要求遠低於一般現行的證券經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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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我國群募業務經紀商與一般證券經券經紀商資本額的差異 

 最低實收資本額 籌設保證金 

僅經營該項業務之證券經紀商 5千萬元 1千萬元 

現行證券經紀商  2億元 5千萬元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的義務或行為要求  

對於股權群眾募資平臺或其運營機構，各國也規定資訊揭露、盡職調查、

投資者警示和教育、保密、記錄保存、禁止利益衝突等方面的義務或 行

為要求。  

3. 股權群眾募資平台對「投資者」的限制 

我國對投資人投資限額的規定，分為一般投資人及天使投資人， 天使投資

人係指投資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專業機構投資人：係指國內外之銀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

商、基金管理公司、政府投資機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

單位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信託業、期貨商、

期貨服務事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機構。 

(2)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股東權益超過新臺幣五千萬

元且設有投資專責單位之法人或基金。但中華民國境外之法人，其財務

報告免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3) 簽訂信託契約之信託業，其委託人符合前二款之規定。 

(4) 依法設立之創業投資事業。 

表 5-3：群眾募資投資人投資類別及認購限額 

類別 
認購額度 

備註 
單一案件 會計年度 

一般投資人 上限 5 萬 上限 10 萬 
一般投資人若為募資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10%以上大股東，對本身

公司之認購額度均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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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資人 不限 不限 需申請 

圖表來源：元富證券股權群募平台	

	

除英國股權群眾募資只限於成熟投資者和特定的普通投資者外，其他國家的

股權群眾募資均對大眾投資者開放。為限制普通投資者在股權群眾募資中可能遭

受的損失，對於投資者能夠投資股權群眾募資的限制方式有以下幾種。 

(1) 限制投資者一年內能投資的股權群眾募資發行人數量； 

(2) 限制投資者一年內能投資每一個股權群眾募資行人的資金數額； 

(3) 限制投資者總計能投資於一個股權群眾募資發行人的全部資金數額(不

是每年)； 

(4) 限制投資者投資於每一個股權群眾募資發行人每一次發行的資金數額； 

(5) 限制投資者一年內能投資所有的股權群眾募資發行人的總金額，不管

投資者的收入或淨資產； 

(6) 根據投資者的收入或淨資產限制投資者一年內能投資的所有股權群眾

募資發行人的總金額； 

(7) 限制投資者能投資的所有股權群眾募資發行人的投資總額，而不論時

間。  

美國採納的是第六種方式，即年收入或淨資產低於 10 萬美金，投資者對股

權群眾募資的年度總投資額不超過 2000 美金或年收入或淨資產的 5% (取兩者中

較大者)；年收入或淨資產高於 10 萬美金，投資者對股權群眾募資的年度總投資

額不超過年收入的 10%，最高額為 10 萬美金。英國 採納的是第七種方式來確定

可以投資股權群眾募資的一類普通投資者，即自我證明不超過其淨投資組合 (不

包括基本生活、養老金和人身保險) 的 10%。 

第五節 台灣股權式群眾募資的困境 

目前台灣股權式群眾募資發展至今，成效不彰，尚未具氣候，究其原因，有

以下幾點： 

DOI:10.6814/THE.NCCU.EMBA.081.2018.F08



 

42 

一、 限制過於嚴格，導致案源少	 	

各國政府對於出資者資格及投資額度，多半設有相當的條件。經由過去群眾

募資案例的發展經過，監管者大多基於兩方面考量 : 一方面為了保護出資者，

訂立出資者資格、個人投資金額上限等限制;另一方面，對於募資案件也訂出個

案募資金額上限。目前在台灣以回饋型及捐贈型的群眾募資比較活躍，相對的，

股權式群眾募資顯得較為冷清，以現有開放民間經營的三大品牌：第一金證券、

元富證券及創夢市集，都面臨案源缺乏的窘境。群募團隊的資本額要在 5,000 萬

元以下、未公開發行股份、一年內募資總額度不能超過 3,000 萬元，且每次募資

只能透過一個平台。而對於一般投資人（自然人），單一募資案上限 5 萬元，一

年投資總額不能超過 10 萬元。而官方的創櫃版， 一年內投資不超過 15 萬元，

定額限制嚴格，反而侷限了平台的發展。目前，國際上對於參與群眾募資的出資

者，多半對於身分資格或是額度上有所限制，但這些資格或是額度的限制對於募

資者來說，卻常常是一項困擾，它讓具有相關投資經驗且有意願的出資者無法參

與較多的投資金額，也間接影響到募資者案件成功募集的難度。  

二、 籌資金額過小，吸引不了投資人的目光	

由於群募平台群募平台面向一般大眾，金額較小，對於一般投資人而言，除

了有最小投資單位之限制外，還有單筆新台幣 5 萬元及一年內總金額新台幣 15 

萬元 (創櫃板) 的投資限額， 亦即所有投資人不論其財務能力之高低，皆以相同

定額標準予以限制，將降低投資人的投資意願。且對籌資企業募資金額的限制，

以致於讓專業投資人沒有興趣參與，群募只是一個平台，無法替投資人選擇資產

組合。專業投資人反而透過育成中心、加速器等計畫，挖掘投資標的。 

三、 缺乏股權轉賣機制	 	

雖然金管會開放經營群募平台的證券商得將所認購股票轉讓予天使投資人

外，也可轉讓給曾認購募資公司股票的投資人，但對於一般投資人而言，股權式

群眾募資仍缺乏轉讓機制，沒有次級市場可以交易，股權的賣回需找原來的籌資

的企業，可能須較長的持有時間及耐心才有機會賺取投資收益，而不像其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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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入款項完畢後，可收到回饋的商品、還款或利息。另相對於其他投資工具，

如上市櫃公司股票，有交易市場流通，相較之下，對於群募的投資誘因較小。  

四、 資訊不對稱	 	

由於是透過群眾募資平台揭露募款訊息，平台如未能揭露相關風險或對於籌

資項目把關不利，容易造成投資人誤判，衍生日後糾紛。群眾募資不論它的回報

（對價）是屬於實物、金錢或是股權，都應該具有重要的創業支持性質，出資者

則透過群眾募資來支持募資者的創意，進而帶動更多創意者的點子發想，讓企業

持續成長。此外，群眾募資的過程中平台也必須重視募資者的商品內涵、回報方

式以及誠信紀錄，並將這些資訊充分揭露，讓出資者合理評斷每個募資案件的成

功機率。 一般投資人是否具有投資經驗及風險趨避程度，能做合理的判斷，適當

投資在平台上的專案，也不無疑問。 

五、 監督成本高,	 未建立投資後管理	

由於股權群眾募資透過公開的平台募集，每位投資人金額都不大，所佔份額

小，因此監督的誘因不大，所以容易造成”搭便車”的心態，對於提案人的後續執

行能力缺少監督的制衡。 

六、 投資人的心態	

一般投資人偏好短期獲利，但群募募資專案的流動性幾乎為零，如要長期持

有，除非非常吸引人的創新的營運模式及產品，但大多數人是否有能力去判斷，

不無疑問，新創公司要獲利,通常需要數年,甚至十年的時間,時間很長又不確定，

投資人是否有足夠的耐心？這也是一般投資人卻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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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內外股權式群眾募資發展現況	

第一節 國外知名的股權群募平台 

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群眾募資在 2025 年將發展成今日全球創投市場的 2

倍規模，估計將成為一個價值 900 億至 960 億美元的產業。目前國際上活躍的股

權群募平台有近 3,000 家，其中約三分之一平台在美國，歐洲則以英、法、德發

展最快，亞洲處於起步階段，成長也是最快速。整體而言，全球股權群募平台運

作模式日益創新、多樣化，各國政府陸續開始制定（或修訂）股權群眾募資法規、

政策、監管與施行細則，以供產業發展的適法性並促進發展。本段落以國外幾家

代表性的平台業者，概要說明其營運模式及發展狀況。 

 

Angellist （美國） 

	

成立於 2010 年 10 月，目前為美國投資人最多的平台，其主要運作機制為：

投資人經過平台認證成為認證投資人，而欲募資的公司提交募資計畫或方案，平

台進行分析評估之後正式上平台募資。 投資人可以以下兩種方式進行投資： 

1. 「領投＋跟投（Syndicates）」方式 

當有特定或具體項目時，由專業或知名的投資人擔任該案的領投人，其他投

資人則跟隨該名領投人，進行投資。 

2. 支援投（Backer），一個專業投資人尚無投資的具體項目，可先向其投資人

募一筆資金，之後有適合投資的標的時，再運用這筆資金進行。 

AngelList 為全球最知名、募資金額最高的股權型群眾募資平台，2016 年全

年促成 669 件募資案，成功募集 3.22 億美元，新創家數、募資企業數、促成案

DOI:10.6814/THE.NCCU.EMBA.081.2018.F08



 

45 

件數、募資金額等重要指標皆 呈倍數成長，平台募資企業以種子輪居多，約占 

77%。 

圖 6-1：2016 年 AngelList 募資績效 

	
資料來源：全球早期資金趨勢觀測月報 2017.1 (張嘉玲/台經院研六所副研究員)  
 
 
Crowdcube  (英國) 

	
2011 年成立於英國的全球首個股權群募平台，2013 年由英國金融行為監管

局（FCA）承認合法，為目前英國最多投資人的股權群募平台。其平台特色為大

眾化且投資門檻低，任何人最少 10 英鎊就能參與投資平台的項目，無最大金額

限制。Crowdcube 在投資之前對投資者做出風險提示。其主要風險包括：損失投

資額，缺少流動性，分紅可能性低，股權稀釋。確認投資金額後，投資者轉帳到

第三方支付平台—GoCard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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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Crowdcube 募資績效 

	
圖 片 來 源 ： Crowdcube 官 網 截 圖  

	

天使匯	 (中國)	

	
中國最大的股權群募平台，成立於 2011 年。天使匯是一個對接投資人和創

業者的網路平台，其平台特色之一為提供創業者與投資人多樣化的服務~融資前

的諮詢、宣傳推廣及後續融資等。 舉例來說，平台會安排早餐會，提供投資人

和募資公司對談和交流的機會。另一個較特別的是提供「閃投」媒合，意即投資

人可能早上聽募資公司報告，中午與募資公司進行交流，下午討論是否投資，確

認後即簽署投資意向書。通過天使匯的總融資额已經超過 2.5 億人民幣，平均每

家企業融资额在 300 多万人民幣，相比傳統的投融资方式，天使匯爲創業者提供

了一个更規範和方便的展示平台，並為創業者者提供一站式的融资服务，盡量減

少 VC 條款中不平等條款和陷阱合約，還幫助企業獲得资金以外的戰略资源，

找到真正能幫助项目成長的天使投资人。 

 

OurCrowd	(以色列) 

	 	

以色列眾籌平台 OurCrowd 是以 P2P 連結“投資人”與“新創公司”且標

榜金融科技 Fintech 的眾籌平台。但進入新的世代後，隨著群眾募資及共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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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促使他們改變思維並進入新服務模式。 

 OurCrowd 希望藉著這公開透明的平台，為初創公司提供機會，獲取可信賴的投

資者的直接資金，另一方面，投資者也可依照透明且可信的資訊找到具有成長潛

力的投資標的 (新創公司)，創造三方共贏的局面。 

OurCrowd 於 2013 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成立，目前已為超過 100 個投資組

合公司和專案基金籌資 4 億美元，其中兩間新創公司已公開發行股票（IPO）、七

間已被收購。以一般風投公司來說，例如以色列風投公司 Giza，管理基金達 1.5

億美元以上，整個團隊不過大約 20 人，但 OurCrowd 背後團隊達 70 人以上。 

圖 6-3：OurCrowd 的運作方式 

	

l 公司概況 

OurCrowd 於 2013 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成立，目前已為超過 100 個投資組

合公司和專案基金籌資 4 億美元，其中兩間新創公司已公開發行股票（IPO）、七

間已被收購。以一般風投公司來說，例如以色列風投公司 Giza，管理基金達 1.5

億美元以上，整個團隊不過大約 20 人，但 OurCrowd 背後團隊達 70 人以上，加

上各領域有專業顧問支持。 幕後強大的團隊支撐 OurCrowd 在審核投資人的身

份資格以及籌資公司背景時，有足夠的專業程度，審慎評估以降低可能風險。 

l OurCrowd 運作模式 

該平台建立一套嚴謹的新創公司投資標的篩選標準與風險評估機制，經過專

業評估與實地查核的流程，以提高投資的成功機率，其投資新創公司的區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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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色列、美國及歐洲，未來也將逐步擴展台灣及其他亞洲地區，至於投資的產

業包括網路安全、大數據、行動應用、數位行銷、物聯網及數位醫療保健等。 

� 投資者方面：年收入 20 萬美元以上，或是淨資產超過 100 萬美元，皆可

申請成為 OurCrowd 會員。嚴格來說，加入會員標準及每筆投資金額並不

算高。 

� 新創公司方面：對於新創公司的審核機制則非常嚴謹，經過專業評估和實

地查核的流程，眾多申請公司內僅有 2%的錄取率。 

l 平台獲利方式 

� 對投資者收取每年 2%管理費 

� 投資者退出收取退出收益的 20-25% 

� 激勵獎金 (carried interest) 回報率 5 倍以下者，收取 20%；5 倍以上者，

收取 25%。(獎勵機制，鼓勵專業經理人提高投資報酬率) 

� OurCrowd 本身也聯合其他創投公司共同投資，以降低風險。 

OurCrowd 的投資分析師 Prescott Watson 表示: 「我們的商業模式是跟我們

的投資人站在一起，有相同的利害關係。因為我們自己也有投資，所以我們在乎，

但除此之外，更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商業模式，我們必須要確保投資方和募資方都

得利。」 

OurCrowd 與一般創業投資(VC)的差異比較如表 6-1 所示。 

表 6-1：OurCrowd 與一般創業投資(VC)的差異 

 管理費 激勵獎金 投資對象 最低投資金額 

OurCrowd 
每年於投入資

本中收取 2% 
(共四年) 

回報率 
5 倍以下收取 20% 
5 倍以上收取 25% 

單一對象 至少 1 萬美元 

Venture 
Capital 

(一般創投) 

每年於承諾資

本中收取 2% 
(共十年) 

大多為 20-35% 
一對多 

(投資組合) 
通常一個組合

100 萬美元 

資料來源：Business next,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iknow)整理，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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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國外成功的群募平台，除了該國的環境有利其發展外，其運作

的模式有一特點，就是資源整合~將創投引進來商業管理的優勢融入，建立風險

評估機制，強化一般投資人信心，提升募資成功機率。 

第二節 國內股權式群眾募資現況 

一、 創櫃板	 （官方版）	

2012 年 4 月 5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新創企業啟動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 ,  簡稱 JOBS Act），賦予群眾募資法源依據，給予新創企業

得以採用較資本市場上市籌資措施更為便捷的途徑，而無需花費大量的股票上市

成本。 

JOBS Act 是美國為了扶植其國內新興成長企業(emerging growth company，

EGC)在美國籌資及推進股權交易之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部分即為「群眾募資法

(Title III, Crowdfunding)」 ，群眾募資之相關規範係藉由修正美國證券法(1933)

及證券交易法(1934)，透過經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及證券商自律組織(FINAR)註

冊合格之證券商或籌資平台(funding portal)發行股票以募集資金，且符合募資額

度於 100 萬美元內、個別投資人認購金額以不超過一定上限等條件，得豁免無

須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 

金管會為推動群眾募資的發展，於 101 年 11 月起參考美國 JOBS Act 對

於群眾募資之相關規範，及國際各國關於群眾募資之發展情形，研議規劃我國推

動群眾募資之相關措施，並決議採取雙管齊下方式推動，一方面「有效輔導與扶

植創意業者」，於現有證券市場架構下，協助新創業者組織公司化、經營永續化，

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負責規劃建置「創櫃

板」; 所謂的「創櫃板」係取其「創意櫃檯」之意義為命名，乃定位為提供具創

新、創意構想之非公開發行的小、微型企業「創業輔導、籌資機制」，雖提供「股

權籌資」功能但不具交易功能。 

另一方面為了「適度扶持現有集資平台業者」的目標，遂由櫃買中心建立「群

眾集資資訊揭露專區」，透過充分之資訊揭露，及適度管理平台業者，協助創意

者實現創意發想，並擴大我國資本市場規模。如前所述，股權式群眾募資是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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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企業通過群眾募資平台向群眾融資，並發行股份予投資者作為投資的報酬。

若未來小、微型企業營運狀況良好，投資者獲得的股權價值相對提高。透過股權

模式群眾募資之優點在於，與傳統上企業向金融機構融資相較下，小、微型企業

得免去提供擔保品、需保證人連帶保證借款，及負擔高額的利息之成本。 

圖 6-4：我國群眾募資的管理架構 

 

	

 

截至 106 年底，我國公司資本額介於 100 萬元至 1,000 萬元間約 42 萬家(約

全體公司 61%)，資本額介於 1,000 萬元至 5,000 萬元間約 12 萬家(約全體公司

18%)，可見我國有為數眾多之微型創新企業，雖然公司資本、營業規模甚小且缺

乏資金，但具有創意且未來發展潛力無窮，亟須扶植其成長茁壯。因而櫃買中心

於 2013 年 11 月 15 日公告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創櫃板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創櫃板管理辦法」），及 2015 年 4 月 30 日公告「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證

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辦法」），已開放微型企業得為股權模式群眾募資

之主要法源。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 條的規定，發行人募集、發行、買賣有價證券

都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及發行，

除政府債券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外，非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

得為之。因此，由上開規定可知必須事先向主管機關（金管會）申報生效，始能

進行股權模式群眾募資。 

5000 萬元以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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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7 年 1 月初，申請登錄創櫃版的企業達 279 家，受輔導公司有 51 家；

已登錄創櫃板公司有 121 家。已登錄創櫃板公司以產業別區分為電子科 33 家、

生技醫療 28 家、文化創意分別為 23 家、農林漁牧共 12 家、社會企業 4 家、電

子商務 9 家及其他 12 家。 

圖 6-5：櫃買中心多層次市場 

	

圖表來源：證券櫃買中心網站	

櫃買中心設置的「創櫃板」還可以提供微型公司籌資平臺及公設聯合輔導機

制，具體而言，櫃買中心可提供微型公司會計、內控、行銷和法制等輔導，以及

輔導其建置簡易內部控制及會計制度並有效執行，期盼其逐漸成長茁壯，且未來

可以循序補辦公開發行，進而登錄興櫃及申請上櫃。申請登入創櫃板籌資的公司

必須符合一定資格，有關程序說明如下： 

(一) 登錄創櫃板的程序	

第一階段：重視創新創意審查	

所謂創新創意審查，包含創新創意審查委員將針對欲申請登入創櫃板的公司

是否具創新創意為審查，及該公司或其籌備處是否適宜接受輔導之評估。而新創

新意審查的進行是由櫃買中心在接受業者創櫃板登錄之申請後，另行聘請相關領

域的外部專家對該公司之技術、產品或營運模式中出具創意創新審查評估意見。

如經半數以上外部專家同意該公司通過創意創新審查，且櫃買中心亦考量適宜者，

即可被列入統籌輔導之對象。惟，申請公司或籌備處於提出前開申請時，業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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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取得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科技部、縣（市）以上層級政府、國家實驗研

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商業發展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所出具之「公司具創

新創意意見書」，或曾經獲得櫃買中心認可之國家級獎項並經推薦單位推薦者，

因其創新或創意概念業經前開單位或國家級項審查認可，櫃買中心不再進行創意

創新審查，只須經櫃買中心直接評估適宜與否，再行決定是否列入統籌輔導之對

象。（參照創櫃板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3 項、第 5 條、第 6 條及第 7 條 ）。 

第二階段：主要為輔導成效暨籌資計畫審查	

申請公司於通過後應完成登錄創櫃板前之現金增資或募集設立，始可登錄創

櫃板。申言之，申請公司或其籌備處接獲櫃買中心函復同意其登錄創櫃板申請者，

應先與櫃買中心簽訂「接受輔導及登錄創櫃板契約」，並開始接受「公設聯合輔

導機制」。輔導一段期間後，經櫃買中心初步評估申請公司適合登錄創櫃板，且

經徵詢申請公司規劃登錄時程亦可配合者，由櫃買中心再進行登錄創櫃板前之審

查，審查重點包括申請公司經營團隊、董事會運作、內部控制及會計制度是否健

全建立又有效執行，且會計處理符合商業會計法之規定等，並評估其登錄創櫃板

前之增資計畫之可行性與合理性。經審查 通過者，櫃買中心將通知申請公司進

行辦理創櫃板前之籌資。申請公司或籌備處辦理登錄創櫃板前之籌資，需將其辦

理籌資之相關資訊於創櫃板專區進行公告，再由投資者於創櫃板籌資平臺進行認

購。如未能順利向大眾募資者，代表投資大眾接受度不高，則仍無法登錄創櫃板。

（參照創櫃板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3 條、第 15 條第 2 項及 16 條第 1 項）。 

對於非股權基礎之群眾募資，櫃買中心建置「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已

於 102 年 8 月 19 日正式啟用，以促使捐贈及回饋基礎之群眾集資透過該專區

之資訊揭露，提高國內集資專案曝光機會，強化平台業者之公信力，進而提高群

眾贊助之意願。  

非股權基礎之群眾募資，櫃買中心並不介入現有集資平台業者從事群眾集資

之業務，僅藉由櫃買中心所建置之「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來增加個案曝光度，

提高公信力，增加贊助者之贊助意願，櫃買中心不對提案者、贊助者或平台業者

收取任何費用，屬義務性質。「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僅具資訊揭露功能，因

櫃買中心不涉及提案者、贊助者及平台業者間之贊助活動與資金往來，故對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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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之執行、涉及之法律責任，及平台業者之經營狀況等，當然非屬櫃買中心管

理範圍。為維護資金贊助者之權益，櫃買中心與參加「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

之平台業者簽訂契約，並適度監督平台業者有關集資專案之審核、交易金流(包

括成功集資之撥付款項，及不成功集資之退款)、專案執行之追蹤等作業，以確保

群眾所贊助之資金能確實交付予提案者，以及提案者確實執行專案，進而增加贊

助者之信心，方能健全群眾集資之發展。  

有關得申請簽約之平台業者資格條件，包括:負責人不得有公司法第 30 條

之情事、 已有提案者提出之群眾募資專案至少 1 件以上、平台業者僅能向集資

成功之專案提案者 收取手續費，且費率不得超過 10%、平台業者應建立群眾集

資專案審查機制及資金支出管理機制、平台業者同意訊息同步地將所有集資專案

揭露於櫃買中心規劃之「創意集資資訊揭露專區」，並配合提出相關資料供櫃買

中心不定期查核等。 

此外，櫃買中心將透過適度管理群眾集資平臺業者，監督其集資專案審核、

交易金流及集資專案執行控管等，並鼓勵其使用銀行業者成立之第三方支付機構

平臺來收取及支付群眾贊助款項，以降低民眾對於贊助款項是否確實撥付予創業

創意提案者之疑慮，以提高平台業者之公信力，讓社會大眾能放心快樂地贊助，

流程如圖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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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登錄創櫃板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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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證券櫃買中心網站	

  

圖 6-7：創櫃板的運作方式 

	
圖表來源：證券櫃買中心網站	

  

二、 民間版群眾募資平台	

我國主管機關經參酌國外有關股權性質群眾募資之發展情形，普遍皆以民間

業者作為股權性質群眾募資之執行單位，又考量我國民間業者如係辦理股權性質

群眾募資之中介機構，依法屬證券業務，應僅限證券商始得辦理，且證券商所受

相關監理對投資人保護較為周全，故開放符合一定資 格條件之證券經紀商（以

下簡稱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以適度結合民間業者充沛活力共同活絡

我國創新創業之集資能量。  

金管會於 2015 年 4 月 28 日公告修改現行「證券商設置標準」、「證券商

管理規則」及「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等規定，就新增經營或僅經

營股權性質群眾 募資業務之證券經紀商，其經營許可、證照核發、資本額、 籌

設保證金、營業保證金、從業人員資格等作適當規範， 並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發布函令，就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採 通案式豁免公司透過證券商平台募資之

有價證券募集、發行申報程序，俾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有明確之法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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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另證券商經取得金管會特許後始得經營該項業務，其相關監督管理及查核等

事宜，即可依現有證券商相關機制辦理，並由金管會授權櫃買中心於 2015 年 4

月公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

辦法」，正式確立臺灣股權群募的法源依據，開放民間業者經營群眾募資平台。

當年度年底，民間業者經營的股權群募平台陸續開業，目前國內共有三家業者，

分別為：第一金證券、元富證券以及創夢市集。前兩者本身即證券商，創夢市集

則是取得第一張非券商業者的股權群募證券商執照，已有 2 家業者透過平台募資

成功。 

證券商群募平台之特色  

(1) 將收取費用：包括對募資公司及投資人  

(2) 平台業者可參與認購：平台業者得參與募資公司股票認購，但持有任

一公司的股份總額不能超過該公司股份總額的 10% ，且不得超過證券

商淨值的 20%，其所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成本，也不得超過其淨值的

40%。  

(3) 可對外宣傳：符合條件下，得辦理廣告及業務招攬活動，但不得涉及

預測公司價值、財務或業務等資訊。  

(4) 可對外推介：得向天使投資人推介募資公司  

茲彙整企業透過創櫃板與證券商平台募資之主要差異如下： 

表 6-2： 創櫃板與證券商平台募資之主要差異 

 創櫃板 證券商平台 

募資公司資本額 不限 5,000 萬元以下  

創新創意審查(判

斷) 

有，但如經中央主管機關或

櫃買中心認可的國家級機構

或國內外機構，取得具”公司

具創新創意意見書“者，或經

會計師審核簽證營收達新台

幣 5,000 萬元以上者，免創新

創意審查。 

無強制規定  

輔導機制  協同外部單位提供聯合輔導 無強制規定  

募資公司籌資資

格  
經評估已建置且落實執行簡 
易內部控制制度，會計處理 

經確認已建置且落實執行簡

易內部控制制度，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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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櫃板 證券商平台 

符合商業會計法規定，且無 
誠信疑慮 

符合商業會計法規定，且無

誠信疑慮 

非專業投資人投

資限額  
一年內不超過 15 萬元  

於每一個證券商平台的單一

募資案投資額度為 5 萬元，

且每人於每一個證券商平台

一個會計年度內的投資總額

度為 10 萬元  

募資公司籌資限

額  

一 年 內 不 超 過  3,000 萬 元

(以面額計) ，具“公司具創新

創意意見書”者，不限 

一個會計年度內於所有平台

籌資總金額不得逾 3,000 萬

元  

股務作業  
應委託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辦 
理 

得委託專業股務代理機構辦

理；自辦股務作業者，需訂定 
相關內部控制制度 

資訊揭露方式 
依據「創櫃板管理辦法」，揭 
示於創櫃板資訊公開系統 

依據「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

群眾募資管理辦法」，揭示於

各證券商平台  

資訊揭露期間 登錄創櫃板期間  
截至資金運用完成日之次年

底止 

圖表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非證券商平台業者～創夢市集	

104 年 2 月 6 日新增平台業者-創夢市集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創夢市集)之群

眾集資平台-創夢群眾募資平台 (DIT Founding)。與其他兩家證券商經營的平台

不同，創夢市集由五大遊戲公司（樂陞、華義、遊戲橘子、昱泉、網銀）共同出

資成立，主要提供新創團隊包含跨界整合、創業育成及創業投資三大主軸之服務，

主要育成對象包括行動應用、手機遊戲及文創相關創業 團隊，除了設立創業空

間 co-working space 供團隊大展身手外，更進一步提供程式開發技術、美術設計、

國際行銷與發行、創業資金等各方面資源，藉由創夢市集與各領域策略夥伴的專

業及影響力，吸引許多優秀團隊進駐。然受其大股東之一～樂陞爆發財務弊案影

響，該平台已轉為與娛樂科技有關的新創加速器服務與早期投資媒合業務，已無

股權群眾募資的業務。 

臺灣雖然是亞洲第二個實施股權群募的國家，但因法規限制嚴格、案源少，

難以吸引投資人。據 2017.10.23 自由時報報載，第一金證券電商部門表示，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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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群眾募資業務雖然還在執行，但實際申請人數並不多，因為門檻太高了。要進

行股權募資一定是要股份有限公司，也要經過會計審查，第一金內部也有審核標

準，要一關一關過，通常要成案一個案子要 2～3 個月以上，儘管公司資本限制

5,000 萬元以下，但要求需為股份有限公司，通常很小的新創公司剛成立可能就

不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要申請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加上會計審查，如要能進行

審查前，就需要花掉不少時間與成本。據觀察，創櫃板審核通過的公司也多以準

興櫃的企業居多，對於小微的新創業者或商業模式尚未成熟的公司而言，尚難透

過該管道取得資金。 

第三節 股權式群眾募資與私募基金的異同 

股權群眾募資，是指企業通過網際網路形式（公開）募資計畫，向非特定投

資者募集資金，投資者藉由投資入股公司，成為股東，享有未來利潤的權利， 而

私募股權投資 (Private Equity )，簡稱「PE」，則是指以非公開方式向少數投資者

募集資金，投資人則以基金的形式投資標的公司，獲取股票進而處分，獲得收益

的一種資本運作過程。股權群眾募資和私募股權投資，兩者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都是以股權的交易為基礎，但仍有以下區別： 

一、 募資方式	

無論從定義上還是從字面上理解兩者的差異，私募股權投資具備了非公開的

特色。與私募基金不同，股權群募具有對群眾開放性的特徵，具有「公募」的性

質。 

二、 組織形式	

股權式群募主要模式有兩種：一是公司制，投資人作為新股東加入融資公司；

二是合夥制，投資者全部加入一個合夥企業(通常為有限合夥企業)，由該合夥企

業與融資公司合作。從目前來看，股權群募以合夥制為主流模式。 

與股權式群募相比，私募股權投資的組織形式更為豐富，其基本的組織形式

主要有三種：一是公司制，二是合夥制，三是契約制(以信託制為主)。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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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基於三種基本的組織形式，還出現了混合制的私募基金組織形式，以「信託

+有限合夥」最具有代表性。 

三、 投資人	

無論是股權群募還是私募股權投資，都要求投資者具備一定的投資經驗、風

險意識和風險承擔能力，私募基金一般具有投資專業的經驗，及較強的風險忍受

度，投資金額的門檻較高，所以基於向大眾開放的特性，股權群募對投資人、投

資金額的要求低於私募基金，因此在大眾投資經驗不足的情況下，風險承受度可

能不及創投法人高，自然影響到群募平台的發展。 

四、 投資目的	

獲取收益當然是股權群募與私募股權投資的目的，但是兩者在目的上，仍有

些不同，私募股權投資就是為了獲取收益回報，比較單一。相比之下，股權式群

募的投資目的更加多元豐富，而且很多股權式群募的目的並不僅限於融資，還在

於人脈、通路等社會資源的獲得。 

五、 投資階段	

股權式群募通常在企業的初創階段和發展早期，而進行私募股權投資的企業

通常已經發展具有一定規模，投資金額較大，如前所述，Pre-IPO 階段最常見。 

	

 	

DOI:10.6814/THE.NCCU.EMBA.081.2018.F08



 

60 

第七章	 對於國內股權式群眾募資現況的建議與策略	

第一節 對於主管機關之建議 

參酌國外經驗，合理規範投資人、募資人及平臺業者的各項資格條件，國際

上對於群眾募資的規範，主要是在股權型及借貸型上進行。股權型部分，主要是

針對投資人的背景條件或是資產規模進行限制，或是針對募資者的資金籌集上限

進行限制，平臺業者則多半是規定其營業資本額或是型態，基本上這些規定都是

合理而必須的限制條件。  

從另一方面來看，許多募資者可能會希望放寬投資者對於每個案件的贊助金

額，進而縮小成案時所需要的投資人數，降低募資者與投資者間的溝通複雜度。

然而，從其他國家過去的發展經驗來看(例如德國民眾參與風力發電群眾募資導

致钜額虧損的經驗)，群眾募資對於個人必須設有適當的風險預告及過度投資保

護等機制，避免個人過度投資，進而衍生投資糾紛。但過於保護和限制，又造成

市場難以活絡，正反二面，都有其合理性，然如能在兼顧市場的活化及投資保護

下，能有一些折衷的做法。因此，我們還是希望鬆綁一些限制； 

二、放寬投資人限制  

由於台灣對於投資人之分類較少， 且又以定額的方式限制投資金額，實難符

合 個別投資人之需求。建議仿效英國，改依投資人可投資淨資產之一定比例為

限制，以配合個別投資人的財務能力及經濟狀況。   

三、放寬籌資企業資本額的門檻限制 

雖然台灣股權群眾募資平台以微型、中小型企業為目標客群，而國內又以該

類企業佔大多數，但為能增加增加募資企業之基數以活絡市場，應適度放寬籌資

企業資本額的門檻之限制。 另一方面，也可效仿創櫃板，能不受該資格限制。  

四、取消籌資企業募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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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法規已要求平台負起審核企業之責任，而平台如以證券商所經營，應能

判斷企業欲募資金額是否適當。因此，在配合前列建議、 取消資本額之限制的同

時，本文認為應取消籌資限額，以滿足募資企業之需求。 

五、推出企業激勵計畫  

英國政府曾推出企業投資計畫提供投資人減稅優惠，藉此吸引投資人、進一

步活絡股權群眾募資市場。然而，就台灣整體投資環境而言，投資人對股權群眾

募資的熟悉度及其對投資風險的認知等方面皆仍有加強的空間，因此除了上述放

寬資本額、取消籌資限制，並發展資源整合的股權群眾募資平台外，本文同時建

議未來政府可效仿英國，但係以募資企業為目標來促進市場發展，提供募資企業

補助或減稅等相關優惠政策。 

六、政府應扮演輔助的角色 

無論是創櫃板或是 2015 年新開放之民間股權群募平台，皆應以管制謙抑性

作為基礎理念，在不失一定程度投資人保護之前提下，以協助新創公司的資本形

成為優先考量。中長期而言，似應規劃於證券交易法設置類如私募專節之股權群

募專節，以符法律保留原則；且長期而論，創櫃板在完成過渡階段之示範任務後，

可思考於一定時期適宜地功成身退，避免球員兼裁判，能讓我國股權群募雙軌制

最終回歸單純民間募資平台間之良性競爭。 

第二節 金融業者參與群募的策略 

FinTech 發展對銀行業競爭力的影響，因為它對銀行存、放、匯、理財、投

資等流程的改善，以及營運模式的變化，具有絕對的主宰力。它目前在市場上的

發展，主要是對支付、轉帳、匯款的影響，但慢慢的會延伸到小額貸款、理財、

投資甚至企金業務，造成金融業與非金融業之間或者金融同業之間因 FinTech 研

發緩或早而衍生的不平衡競爭，其結果將會影響銀行營運的興衰。雖然銀行都已

有資訊研發部門，有些銀行還設有數位金融處，然而 FinTech 的研發思考是反傳

統金融作業型態的，其商業營運模式借助於 FinTech 的研發方向，也具各種不同

的型樣，銀行人才不可能包羅萬象集於一身，又是大數據人才、又是 AI 研發人

才，或者又是營運模式研發人才，凡事靠自己新開發會緩不濟急，跟不上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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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建議可研議投資不同型式的 FinTech 公司，或者與 FinTech 公司專案合作，

發展所需的產品與平台。另一個是長期與校園合作，以利引進新血、新思維。作

業的修正或新開發有時過於集中，銀行業內部來不及去化，就需要外部機構的協

助，FinTech 是未來銀行決戰關鍵，是要及早扎根並做好基礎工程。銀行既有平

台有龐大的客戶基礎，可說是坐擁寶山，但因層層規範及保護客戶個資的情況下，

銀行的作業就不能像科技公司著重便捷靈活彈性，善用客戶資源，科技公司運用

科技吸引客戶在他們的平台上交易付款，以科技金融來取代金融既有業務，要因

應這種挑戰，金融業必須跳脫框架，策略思考未來的數位發展計畫。 

就現有金融環境下，銀行業可能難廣泛參與運用群眾募資，但可透過瞭解群

眾募資來辨識新創公司前景，增加扶助新創公司的成功機率，在金融穩定的考量

下，銀行業屬於高度監管行業，舉凡從事風險性較 高的投、融資均受到明顯的

限制。當銀行承做風險較高的業務時，其所需的資本亦較高，再加上銀行法對於

投資非金融相關事業之總額限制*，在既有營運目標及相關限制下，銀行實難直

接對於非金融相關事業進行較大規模之投融資。  

*: 銀行法第 74 條第 3 項第 1 款:商業銀行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投資時銀行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其中投資非金 融相關事業之總額不得超過投資時淨值之百分之十。  

現在，透過群眾募資方式，銀行業或可以增加一些辨識新創公司的途徑，作

為辨識、判斷公司良窳與發展前景的方式之一。因此，銀行業或是金控集團若是

熟悉群眾募資平台的運作方式(甚至成立自己的群眾募資平台)， 除了可以藉由

募資的過程對於新創事業更加熟悉外，更可以讓銀行體系加入資金撥款、調度的

程式中，增加銀行從資金面瞭解新創事業的運作情況，對於銀行來說，這些都是

衡量企業營運狀況的重要程式，值得參與、介入。 

策略思考的方向，可以由「策略管理之父」伊格爾‧安索夫（H. Igor Ansoff）

提出的安索夫矩陣（Ansoff’s Product / Market Matrix）來說明，該方法乃是一 2 X 

2 的矩陣，以產品和市場作為兩大基準，橫軸為「新／現有產品」，縱軸為「新／

現有市場」，劃分出 4 種不同的產品天天與市場組合（產品延伸、產品多樣化經

營、市場滲透、市場開發）和相對應的經營策略，如表 7-1，用來分析企業如何

以不同產品在不同市場發展，我們利用此一矩陣來說明銀行業面對群眾募資平台

可能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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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安索夫矩陣 (Ansoff’s Matrix) 

產品	

市場	
現有產品	 新產品	

現有市場	 市場滲透	 產品發展	

新市場	 市場發展	 多角化	

 

以本國銀行而言，業務同質性及金融普及性高，假設在風險中立情況下，金

融業有幾種策略思考方向： 

1. 如果採行市場滲透策略，在現有市場上以現有金融產品或服務與客戶多面向

的往來，深耕既有客群，增加客戶對於銀行業務的黏著度，降低客戶出走的

機率，唯此一策略，有可能為擴大市場佔有率，留住客戶而殺價（利率戰），

市場將可能陷入價格戰，非長久經營之道。基本上採行此策略，以本身現有

的資源、能力，並不追求進入新的领域。 

2. 如果採行市場發展策略，以既有產品拓展新市場，針對於不同市場尋找到有

相同需求的客群，拓展營銷通路，可與群募平台合作，針對在平台反應不錯

的新創公司給予小額貸款，藉以開發新的客源，並放寬中小企業的放貸標準，

也透過銀行的存匯服務，作為金流託管的角色。 

3. 如果該銀行在人才、資金充沛下，有能力開發新的金融商品的話，便可採行

開發新種金融商品或新的營運模式，提供給現有的客戶，利用大數據分析，

耕耘客戶關係，擴大客戶與銀行往來的深度及廣度，提高利差收益，鞏固市

場佔有率。 

4. 或以投資群募平台，形成多角化的經營模式，藉由虛實整合（網路及實體通

路），達到業務發展的綜效效果。 

至於金融業者採行何種經營模式，端賴銀行本身在業界的地位、資源的多寡

及競爭優勢而定。綜合上述可行的策略行動方案，分述如下： 

一、 適度運用群眾募資平台，發掘潛力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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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銀行業而言，群眾募資平台會是一個觀察新創公司營運方式與績效的一

個重要觀察點，銀行可以從這些新創公司過去執行過的的募資案例、規劃方式與

是否如期交付回報商品等跡象，來瞭解這家公司的整體營運能力。通常在這個階

段，也許銀行無法直接介入找到拓展業務的施力點，但透過群募網站，蒐集具有

潛力的創業者或公司，進而瞭解其未來發展方向，將是銀行業一個發掘潛力新創

事業的重要模式與途徑。  

二、 扶持使用群眾募資，且具有良好營運潛力之新創企業	 	

一般而言，在群眾募資網站上從事募資的企業，其規模仍相當小，特別是僅

有從事回饋型募資的公司，其規模也許僅有個人企業的規模，就銀行的角度而言，

這個階段對這些企業進行融資，其風險模式與從事個人信貸的風險，差異並不大。

然而，對於從事股權式群募的公司，由於對於公司的整個營運架構通常已有較為

良好、完整的規劃，且通常參加「創櫃板」募資的公司，未來多半有走向公開發

行再到上市(櫃)的發展計畫，這個時候，銀行若能配合這些平台機構輔導的過程，

瞭解公司的營運狀況，或許能在與這些平台機構合作協助其進行財務規劃，拓展

銀行業發展中小企業融資的契機。  

三、 藉由適當贊助新創事業，提升銀行企業形象及新創事業知名度	 	

新創事業透過群眾募資平台籌資，如果群眾具有相當良好的回應，銀行透過

通路，贊助行銷商品，較大規模的參與，都能促進銀行正面，甚至是公益形象的

建立，可以協助這些新創事業能有穩定的收入來源，降低通路經營風險，減少被

中間通路商剝削的情況。  

四、 群眾募資相關金流處理與保管業務深具發展空間	 	

不論是何種形態的群眾募資平台，其業者對於募資付款的便利性相當重視，

因為很多贊助人如果介面太麻煩，可能會明顯降低贊助意願。因此，目前許多群

眾募資平臺都傾向採取便利的方式例如:電子支付(PayPal、支付寶)、信用卡等方 

式收款，但採取此一模式收款，又是一筆支付金流的費用，造成許多募資者在募

資時，募資費用加上金流費用可能高達近 10%，可用資金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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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說，提供更便利、快捷的金流方式，將是群眾募

資平臺業者所樂於見到的。如此一來從事募資者也會籌集到更多的資金，而金融

機構也能透過收款、付款程式上的設計，掌握更多不論是籌資者或是贊助者的金

流狀況，進而向這些客戶開發、推介更多適合的金融商品。 

一般而言，銀行參與及與群眾募資平台合作的好處包括： 

1. 擴大放款選擇：從股權式募資平台選擇好的標的進行放款。  

2. 建立企業忠誠度：將不符合貸款標準的中小企業轉介至合適的群眾籌資平台，

透過平台提供金融服務，而銀行則藉由為顧客提供解決方案來建立後續忠誠

度。  

3. 展現銀行支持新創及中小企業的企業形象。  

4. 擴大投資標的：提供零售銀行、財富管理及私人銀行客戶更多投資標的。  

5. 提升品牌知名度：銀行可將群眾籌資平台作為大眾溝通管道，藉此提升品牌

知名度。  

由於目前群眾募資平台規模相對較小，服務對象上也多與銀行形成互補，因

此有一些金融業與群眾募資平台合作之案例，以下整理說明相關模式與案例。 

(一) 由銀行擔任群眾募資平台資金、股票託管機構 

由於群眾募資平台主要負責資金供需雙方的媒合，不直接涉及金流，	 因此

資金流主要仍是由第三方支付機構負責，但目前台灣第三方支付平台尚不成熟，

因此主要由銀行做為資金託管及股票信託機構，銀行與群眾募資平台合作後，可

從中收取交易手續費並增加金流業務。	 	

(二) 銀行與群眾募資平台進行客戶推薦及業務往來  

銀行可與各類型群眾募資平台合作，將不符合銀行成本及風險規定的客戶，

推薦至合適的平台，以提供顧客更多融資管道，滿足其資金需求。同時也與群眾

募資平台合作，針對募資企業給予小額週轉金貸款，如王道銀行曾推出「貝果貸

圓夢貸款計畫」，針對曾在群募平台上募資率達 60%以上但未募資成功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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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的十萬元小額貸款做為資金替代方案，也提供優惠貸款利率，進一步助其獲

得募資平台以外的資金。	

(三) 銀行贊助及參與群眾募資平台提案  

銀行也可透過贊助或直接參與群眾募資平台提案與審查，來與其合作。例如

法國巴黎銀行透過讓員工參與群眾募資專案甄選過程，不僅提高工作豐富性，更

有接觸銀行以外不同創意的機會，藉此不僅讓員工開拓眼界，更可能增加後續潛

在商機。	

(四) 銀行體系外投資 

可以思考中國大陸平安銀行投資的陸金所的方式，於銀行外獨立運作，不致

影響銀行本業，又可將風險分離；如發展順利，可結合母行的品牌，或由母行保

證投資人的金流。	

(五) 參股群眾募資平台～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例  

2017 年 2 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下簡稱上海銀行)獲得主管機關金管會核

准，投資知名的以色列股權群募平台 OurCrowd （前章曾介紹過），成為本國商

業銀行第一家投資海外 FinTech 群中募資平台公司，也成為 OurCrowd 在台灣的

策略聯盟合作夥伴，透過雙方策略合作，創造數位金融競爭優勢，帶來轉型的契

機。 

這是一個藉由策略聯盟跨入數位平台的例子，據上海銀行資訊長暨副總榮康

信表示，投資 OurCrowd 群募平台的目的，除了希望帶來投資回報外，也希望藉

由投資 OurCrowd 能有機會接觸到國外新創公司，並引進金融科技或網路風控最

新科技，重塑銀行本身金融服務的競爭力與資安能力，也提升我國數位金融服務

的水準；引進 OurCrowd 來台灣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其能瞭解台灣新創企業的

發展情形，有助於投資台灣新創企業，為本國新創企業挹注新資金來源，雙方都

有機會參與國內外新創企業籌資。國內銀行與海外群募平台的合作，正體現金融

科技浪潮下，銀行亟思尋求新潛力客源及藉外部的新科技達成內部的數位轉型。 

(六) 其他變革模式~ 重塑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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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群眾募資平台透過網路及數位化所提供各項效率優勢，國內許多銀行也

可利用網路效應的特點，積極重塑營運模式或建構優化的網路介面，提供更好的

客戶體驗的網路銀行來回應市場需求。  

在重塑營運模式上，主要朝金融服務數位化進行，包括數位金融服務縮短貸

款時間、簡化貸款程式及增加金融服務管道等，例如國泰世華銀行 在 2014 年 3 

月推出智慧信貸系統 (Smart Lending)，提供線上小額借款機制，讓民眾用手機就

能申請信貸，透過將橫跨銀行內外部 20 多套系統的查核工作自動化，讓信用良

好的借款人 1 到 2 天內就能通過貸款進行對保作業，甚至對保後 10 分鐘就能

取款，不需像過去得等半小時。  

而玉山銀行也推出「e 指可貸」數位信貸平台，讓民眾最快 24 小時即可取

得借貸資金。運作流程相對簡便，借款人申請步驟為：1.在「e 指可貸」 數位信

貸平台上填寫線上簡易問卷、2.取得個人專屬貸款利率與額度、3.提出線上申請

並備妥資料，於次一營業日即可確認是否核准、4.過件者進行對保、撥款。此外，

部分銀行也從審核項目上來提升中小型企業的放款效率，例如永豐銀行「豐掌櫃」，

鎖定電子商務企業，看好網路時代網路交易量逐年增加，率先推出「網拍明細可

作財力證明」的方案，讓貸款審核不限於過去的財務報表、收入證明等文件。整

體而言，目前多數銀行都已開創便利的網路平台來優化企業申貸流程，並開辦多

項的線上金融業務，例如上海銀行的「Cloud Bank」便提供豐富又有效率的線上

申辦服務，為該行引進新創科技，奠下堅實基礎。  

儘管銀行業透過數位運用，已盡量提高金融服務便利性，然而從銀行內部進

行數位化金融服務的調整，仍可能受限於銀行現有體制及嚴格規範。 

第三節 結論  

儘管群眾募資平台興起可能對金融業部份業務帶來影響，但以目前發展型態

及運作模式來看，反而可以補足銀行對部分中小型及新創企業的服務缺口，達成

普惠金融的目的，對於創投業者也不影響其評估的案源，因此目前與銀行間依然

存在某些程度的合作空間。此外，群眾募資平台有其產品侷限性及風險，包括募

資者的道德風險、投資人保障及退出機制、平臺及交易安全性等，短期難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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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的角色，股權式群眾募資在台灣的也因法規的限制，難有突破性的發展，但

有可能隨著群眾募資平台不斷的改善募資者與投資人的認知落差，及加強對投資

的保護，其運作機制可預期將更為完善以及產品線更加完整，後續對銀行相關業

務的影響應持續密切注意。 

綜上，銀行業者目前可能考量法規上的資本要求、轉投資限制及風險控制等

規範，而使參與群眾募資的意願較低，但仍可透過瞭解群眾募資平台的籌資特性， 

對於中小型、新創事業的發展有所掌握，成為一個發掘潛力新創事業的重要管道，

從而加強對往來客戶的選擇性及提高效率性等方面來進一步優化現行的內部作

業及經營模式，並改善客戶對於金融服務的痛點。 

    金融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金融業面臨此一挑戰，因審時度勢，建立自我

的數位競爭優勢，方能在這股浪潮上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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