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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在本研究中綜合歸納出基金公司將來可著重的經營策略如

下：。 

一、投資管理能力 
投資管理能力是資產管理業的核心競爭優勢。因此專業、品

德、操守俱佳的基金管理團隊是成功資產管理公司的必要條件。 

證券投資首重分析，除了內部的研究分析能力之外還要配合外

界的研究分析資源，才能洞燭機先，建立最佳投資組合。 

基金公司受投資人委託，必須盡力追求好的投資績效，以回報

投資者。同時，好的基金操作績效，也是最佳的行銷策略。 

 

二、行銷 
國際基金業大部份的客戶是一般家庭和個人，因此為了有效開

發市場、建立品牌形象、推出市場歡迎的新產品和繼續銷售現有的

產品，行銷和市場溝通的能力十分重要。媒體公關是基金公司開發

市場、強化品牌形象及與散戶投資人溝通的重要媒介。 

 

三、行銷通路 
對通路的經營重點在於廣度與深度。除了自有的直銷點之外，

大多數基金公司均依賴銀行和證券商代銷基金。直銷係指公司的直

銷業務部門和分公司，擁有直銷業務團隊的好處是能夠直接掌握客

戶，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積極擴展新市場與客層，並避免過度仰

賴其他通路喪失市場主導權。除了直銷以外，為有效開發廣大的散

戶市場，可和保險公司、銀行、證券公司聯盟，合作的方式包括新

產品與新服務開發、交叉行銷、客戶轉介等。 

 

四、建立品牌形象 
資產管理首重信譽，因為除非能獲得客戶的信賴，否則不會將

資金委託管理。品牌形象及信譽的建立必須經得起市場和時間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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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除了產品的投資績效以外，公司的內部管理和從業人員的行為

及操守都必須符合最高的行業標準，才能得到投資大眾的信賴與尊

敬。 

 

五、創新 
資產管理業提供的不只是投資產品也是投資服務，因此產品、

服務、行銷的創新對建立品牌形象、增加客源、提昇客戶忠誠度和

滿意度有很大的幫助。 

 

六、電子商務 
無論是大戶或散戶的投資服務，電子商務都提供了最即時、豐

富、經濟和有效率的服務平台。對於散戶投資人較多的公司，網站

更是最經濟與最有效率的溝通和服務平台。 

 

七、資訊系統 
投資管理、市場資訊的蒐集、基金銷售、淨值核算、客戶服務

等都需要強大的資訊系統作後盾。投資風險管理也有賴資訊系統達

到效率和正確的要求。良好的客戶關係管理必須有好的資訊系統做

後盾。國際性大型資產管理公司資訊系統投入較多資源，較有競爭

優勢。 

 

八、基金行政 
基金行政包括證券交易、交割、基金會計和客戶申購與贖回等

交易資料的處理。基金的交易量和證券市場的行情有直接的相關。

因此良好的流程管理、自動化的作業能力是公司能以最有效的方式

準時完成工作的必要條件。基金的行政作業能力也是提供良好客戶

服務的基礎。 

 

九、客戶服務 
客戶服務的定義包括充分的市場和產品資訊，了解客戶的理財

需求和投資屬性、方便的交易方式和交易管道、投資現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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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建議、其他售後服務等。 

資產管理是金融服務業，因此提供客戶滿意的服務是競爭致勝

的必要條件。但因產品所投資的市場行情變化莫測，客戶的投資目

標也各有不同，因此如何提供符合個別客戶需要的最佳客戶服務是

一大挑戰。 

 

十、風險控管 
風險控管有兩個層面，一是投資組合的風險管理，二是資產管

理公司的營運風險管理，兩者均為資產管理公司的核心能力之一。  

 

十一、人才 
金融服務業提供的是無形的產品和服務， 而人是提供這些產

品和服務的主要來源，因此人的素質就等於是產品和服務的品質。

有豐富市場經驗、具國際化專業能力、品德操守俱佳又有市場口碑

的優秀人才是資產管理公司的重要資產。基金公司主要資產在於人

才，應重視人員培訓。公司內應定期開辦一系列的內部訓練課程，

並可與國外同業交流，培養具國際化專業優秀人才。 

 

十二、投資人教育 
投資理財產品的選擇與個人和家庭的理財目標及風險承擔能

力密切相關。正確的選擇能夠創造財富、規避風險，而錯誤的選擇

則會造成財務的損失。因此，有必要經由長期的投資人教育讓大眾

具備正確的投資理財觀念。投資人教育也是開發新市場的必要工

具，因為投資人在明瞭了投資理財的重要性之後才有可能將基金當

成家庭理財的必要工具，而能夠說服客戶的基金公司就成了客戶的

第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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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對中國基金業之建議 

（一）競逐亞洲金融中心之地位 

浦東陸家嘴為上海的金融區，許多金融機構均設有辦公室，多

家基金公司，也選擇於上海陸家嘴金融區設立公司，在一些著名辦

公大樓中，常有數家基金公司進駐之情形。外資金融機構對上海更

有一份偏愛，大多數合資基金公司均選擇設立於此地。城市內高樓

林立，硬體建設非常快速，再加上善於美化市容，當夜晚來臨時，

各棟辦公大樓投射出的燈光，讓整個上海地區，像一個充滿了活力

的城市，加上黃浦江將上海分為浦東與浦西，由江邊看上海感覺上

頗為類似香港之夜景，上海未來可加強軟體建設與人才培育，以強

化競爭力，未來經濟發展可規劃以上海之媚力與香港競逐亞洲金融

中心之地位。 

 

（二）中國基金產業發展前景 

與全球共同基金大本營美國相比，中國共同基金業仍在起步階

段，但是美國發展共同基金的歷史已久，且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也比

較高。中國目前在政府法令不斷放寬，外資機構紛紛湧入，競爭加

劇的情況下，可以預見這個產業將會更為蓬勃發展，投資人數也會

呈幾何倍數成長。 

 

中國基金公司因成本效益的考量，且受限於銷售團隊人力，將

業務重心放在機構法人身上，而疏於耕耘基金主要客層的個人投資

者，散戶尚未受到重視，直銷管道有待開發，因此基金尚未普及起

來。當國民所得超過1000美元，沿海地區逐漸富裕時，投資共同基

金的年代已經來臨，市場成長潛力無限。 

 

與台灣基金市場滲透率約7%相較，中國基金市場的整體市場滲

透率還很低，未來隨著中國整體經濟成長，投資人財富增加，市場

規模將可快速成長。在2004年初有一個基金銷售金額達到人民幣

130億元，投資人數達到20萬人，這代表著基金產業正朝著快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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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階段邁進。面對以上商機與挑戰，中國基金業應做好長遠規劃，

迎接商機來臨，未來中國有很大潛力出現世界級的大型基金公司。 

 

中國過去十幾年的經濟成長已經創造出令人羨慕的民間財

富，預期未來將會吸引更多的國外專業金融機構加入此一市場。目

前在政策上開放基金行業之設立，本地與中外合資基金公司陸續設

立，基金行業競爭激烈。許多國內外公司計劃設立基金公司，某國

際基金業界亞洲區執行長預計到2008年時中國可能會有多達200家

基金公司。 

 

中國在2001年底加入WTO後，為因應未來國際化之趨勢，同意

中外合資基金公司之設立，外資投資比率最高為33%，加入WTO後三

年投資比率將提高到49%。中國國內基金公司已面臨來自國際大型

專業投資機構激烈競爭，未來合資公司會佔有一定的市場比率，但

國內優秀共同基金管理公司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對個案公司之建議： 
（一）個案公司未來資訊策略之建議 

管理階層應決定資訊策略包括短中長期業務發展方向、資訊系

統的預算、業務資訊化的策略等。可透過與國外基金業者技術合

作，導入新產品，並規劃未來投資國外股市與全權委託業務。資訊

系統規劃方向為支援新業務發展、增強作業效率、加強內部控制、

運用資訊技術協助新產品開發等。 

 

某國際大型基金公司，在90年代中期在國際股票市場行情大

好，業務最熱絡時，曾經發生後勤作業能力不足，資訊系統運作不

順暢，無法應付大量湧入的交易，以致不得不宣佈暫停接受客戶申

購基金半年的情形，錯失了商機，此痛苦的教訓，是基金公司資訊

策略規劃時必須引以為鑑的。 

 

因應中國廣大市場與眾多人口，對於註冊登記等系統應預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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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電腦的作業能力，基金公司可預先做好準備，迎接未來業務高速

成長的時刻。 

 

思考未來基金銷售模式，全力推展電子商務。持續投資電子商

務平台，以個性化介面設計及提供快速便捷的交易方式，將一般通

路客戶導向網路，雖然網路自2000年泡沫化，但是長期而言電子商

務仍會高速發展，未來電子交易比重會愈來愈高，網路開戶數將呈

倍數成長。應掌握電子商務發展的契機，善用推展網路交易的下列

優勢： 

1.在中國券商之營業據點，營業員只負責對投資人說明，並不接

單，投資人下單均透過在營業廳之電腦直接下單，投資人已習慣此種

證券下單方式，此模式與基金網路下單是相同的，這對於未來推展基

金網路下單有很大的幫助。 

2.在中國銀行客戶存提款均已採帳戶卡與密碼進行交易，不使用

印鑑。在此環境下，當網路日漸普及後，將提供網路交易一個很好的

發展機會。 

 
加強網路安全規劃，病毒與駭客的攻擊，使得網路安全愈顯重

要，資訊部一項主要職責是進行網路安全的規劃，例如採用IDS等

技術、設立網路防火牆等，加強公司網路的安全，確保客戶資料與

交易資料安全。 

 

思考如何利用資訊系統建立新服務與新產品，創新服務的推出

必須領先競爭對手，強大的資訊技術支援不可或缺，資訊系統也愈

加重要。應擬定資訊發展策略，為往後基金公司電腦系統開發的艱

鉅工作奠定磐石。 

 

資訊系統之架構對未來業務發展有重大影響，基金公司可以思

考如何靈活運用資訊系統開發新產品導入市場，如指數基金，ETF

基金、保本基金、外幣計價基金或投資海外基金等均要資訊系統支

持。在面對證監會對於基金公司設立採取更開放之態度後，基金公



88 

司設立家數快速成長，產業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如何善用資訊策

略，將資訊技術充份運用於開發新產品，創新服務，取得競爭優勢，

也是各基金公司面臨之首要課題。 

 

基金公司在完成基金業基本系統建立工作後，現在已逐漸朝向

公司治理，風險控管，辦公室自動化，或是投資組合技術分析等方

向發展，此等屬於質方面的提昇。基金公司核心競爭力為行銷與創

新能力，應規劃如何在資訊基礎架構上，開發各項創新作業，嶄新

服務，利用資訊系統創造競爭力。 

 

可規劃建立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未來中國在基金銷售模式上，

應會逐漸以散戶為重點，屆時大量客戶資料必須依靠CRM 系統進行

統計分析。目前在中國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多屬於作業面CRM功

能，未來可結合交易資料，構建資料倉儲與分析型CRM。 

 

可以發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基金資訊系統，基金業資訊系統發

展上如何引進海外發展經驗，減少走彎路達成後發先至的優勢。在

中國基金公司的發展過程，企業經營策略與資訊策略尤其重要，在

大市場經營，必須要有大格局，各項基礎建設，必須在早期規劃清

楚，才可為未來發展奠定穩固基石。 

 

（二）資訊系統規劃 

基金公司在其龐大的客戶群背後，需要大型有效率的後台電腦

系統支援，如完善的註冊登記系統及資料庫系統。尤其當未來定期

定額的交易業務發展順利時，交易資料量更加龐大，更需要一套完

備而穩定的電腦系統處理各項業務。 

 

某國際大基金公司曾經發生資訊單位管理能力不夠完善，被當

地監管單位要求基金公司委託專業資訊企管公司代管資訊部門的

事件。基金公司應長期培養公司資訊人員對於業務的熟悉度，加強

專案管理之能力。同時藉由導入資訊科技，奠定未來處理龐大業務

之基礎。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如何利用科技如網路交易等加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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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到廣大的投資大眾，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三）公司外包資訊策略之優缺點評估 

基金業資訊系統外包在中國已行之有年，往往第一家開發新業

務的基金公司耗費了很長的時間，投入許多人力、物力研發了一項

新業務與資訊系統，但在業務推出後，其他基金同業可在短期內推

出相同業務，主因是採用了相同的資訊系統，同時透過軟體公司了

解業務規則。 

 

同時，資訊公司一般為了考量開發成本，往往希望以一個版本

提供給許多客戶使用，如果使用者有一些流程創新或是好的產品方

案，資訊公司能否配合即時設計，也是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此類問

題會在基金公司規模逐漸變大後，逐步顯現出來。 

 

軟體外包之缺點，當基金公司有好的作業規劃時，軟體公司可

能無法即時配合，同時雙方在溝通上往往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影響

時效性。同時，軟體公司往往基於成本考量或是原有系統架構考

量，對於使用者業務需要的功能，不能開發配合，無法令使用者滿

意。 

 

基金軟體業有壟斷的情形，此將阻礙未來產業的良性競爭，並

延緩產業的進步。以上是基金公司採取軟體外包設計時常發生之問

題。 

 
目前市場上普遍採用的外包設計方式，在公司發展初期，可以

在有限的資源下，滿足業務上的需要，但是隨著產品愈趨複雜，資

訊公司提供的制式化產品，是否可以滿足業務單位的需求，系統版

本更新的腳步是否夠快，創新能力是否足夠等因素，也影響基金公

司之資訊策略。 

 

如何妥善規劃自行開發或是外包的資訊策略，將是未來影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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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司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國際上一些大型基金公司對於核心資訊系統均採用自行開發

之資訊策略的原因之一，主要是為了維持公司的核心競爭力，當然

自行開發所需投入的成本要高很多，但是此項資訊系統投資與國際

級基金公司營業收入相比，應屬於合理範圍。中國基金公司在規模

成長後，可以參考此資訊策略。 

 

隨著市場產品不斷創新，合資基金公司也導入了一些新的觀

念，資訊系統也成為核心競爭力之一，基金公司的資訊策略也應該

思考，是否應對核心業務建立自行開發的能力，同時培養一批有經

驗的資訊人員，為未來競爭力鋪路。 

 

（四）業務發展方向之建議 

中國基金公司可以美國、香港與台灣基金規模與產業發展為

例，評估基金業未來發展趨勢，同時考量基金業在國際上之發展經

驗，可否推展到中國，未來應朝向學習歐美大市場的發展經驗為主。 

目前基金公司可思考的經營策略，略述於下： 

1.加強行銷企劃與基金銷售能力，樹立市場形象。中國廣大
的潛在市場，必須要靠行銷企劃能力，方能建立市場知名

度，同時建立以基金公司為核心之直銷管道，積極拓展業

務。 
2.優異的操作績效是基金公司成長的主要推動力，基金公司
必須為投資人追求最佳投資報酬。 

3.重視散戶市場開發，關注投資人服務，提昇服務客戶品質。
面對基金產業的發展，對於客戶服務中心的定位，已不僅

限於提供客戶詢問，可思考如何藉由客服中心積極開發潛

在客戶商機。然而，目前基金公司並未建立具規模專業客

服團隊，在面對未來同業競爭，建立完整的客服團隊是非

常關鍵的。 
4.注重產品創新，滿足各類型投資人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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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動「專家理財」觀念，吸引投資人將資金委託基金公司
管理。 

6.運用電腦科技，提高內部作業效率，支援新業務的推動，
規劃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分析客戶屬性，協助業務推展。 

7.大力推展網路交易與電話交易業務。基金申購先扣款，具
有中國做生意的特色，以現金交易為主的模式，簡化了基

金款項對帳作業，同時利於未來電子商務的推展。 
8.貨幣型基金的開拓，參考國際基金市場發展，貨幣型基金
規模占25%，此業務在中國仍在起步階段，可以大力發展。 

9.開闢社保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在香港某國際基金公司管
理資產約70%來自此業務，比率上很高，基金公司必須投入
資源開闢此市場，對於未來提高管理資產規模是很關鍵的

影響因素。 
10.基金公司必須給人專業、誠信、具國際觀點，永遠領先的
開創性形象。應注重公司治理與監查稽核，繼續與國外資

產管理公司合作，導入好的管理制度，逐步強化內控，注

重人員之操守，注意投資之風險，保障投資者權益。避免

國際上霸菱醜聞事件，或是過去基金公司重倉投資地雷股

與基金黑幕等事件之發生。 
11.規劃投資國外的基金產品，滿足投資人對不同市場產品的
需求，也可分散投資人對於單一市場的投資風險。 

12.基金公司長期的發展首重培養熟悉業務的人才，人才是基
金公司最重要的無形資產。基金公司在業務逐漸走向複雜

化、多樣化後，應思考如何提昇員工專業知識與吸引更多

優秀人員加入。 
13.國際基金公司最值得學習的是管理經驗與專業人才。在基
金投資、客戶服務、申購贖回和行銷方面，中國仍缺乏有

國際專業基金管理人才，可透過與國際基金業相互交流與

合作，將先進的管理方法和優秀人才逐步引入中國證券市

場，提升基金業整體管理水平。學習國外經驗，吸收各項

作業優點，融合中國市場發展經驗，建立適合中國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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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方式，達到後發優勢的目標。 
14.當中國基金公司達到一定規模後，也可規劃到海外發展，
例如設立海外分公司，吸收國際市場的經營經驗，同時吸

引海外資金投資中國，走上國際舞台參與競爭。 
 
三、值得國際基金公司參考的資訊化經驗： 

國際大型基金公司，電腦化已有10~20年的經驗，各項系統有

許多歷史資料，也有一些包袱，在技術上也面臨了更新的時刻，因

資訊人員較熟悉舊有的環境與技術，對於新資訊技術有某種程度上

的排斥，缺乏面對挑戰的勇氣。在資訊業每隔3~5年即面臨的技術

快速突破，中國基金業資訊發展的腳步，無疑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案例，可供參考。國際基金業者，也可經由在中國設立合資基金公

司之經驗，對於資訊系統採取在舊架構上改善的方案或是採取全新

開發方案中作一決擇。 

 

四、中國基金軟體業之契機： 
許多合資基金的外資股東，本身尚在規劃中的未來理想系統架

構，在中國市場已陸續實現，更令人可喜的是，可在相對便宜的預

算下完成新架構的資訊系統。預估在未來3年之內，中國軟體業開

發的資訊系統，可能為海外基金業所採用。尤其是中國資訊業擁有

處理多國文字的能力，此點是歐美與印度業者所欠缺的。中國基金

軟體業有機會成為國際基金公司亞洲區域的資訊軟體承包商，但是

應加強系統規劃、設計能力與專案管理能力。在訪談State Street 

Bank 香港公司資訊部主管，他表示有分別請印度與中國軟體業者

開發系統的經驗，印度軟體公司收取的價格是中國公司的10倍，但

是他對印度公司軟體的品質表示非常滿意，能夠完全符合公司業務

需求，令使用者滿意，此點或許是中國軟體業者應學習的。 

 

軟體公司有許多優秀的年輕資訊人員投入，產業充滿活力。目

前中國軟體業發展之趨勢，逐漸朝向大型軟體公司之方向發展，因

為有國內龐大的市場支持，且許多企業均採用電腦系統外包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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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創造了中國資訊業發展的良好契機。未來中國有機會與印度軟

體外包產業競爭。 

 

台灣資訊業者，是否有機會進入呢？首要課題為必須了解當地

市場，同時要有處理大量資料之技術能力，方能掌握機會，進入中

國市場。 

 

五、研究限制 
研究中國基金產業，市場資訊取得較為困難，基金公司多達50

家，僅能選擇個案進行研究，且有研究時間限制因素，無法全面瞭

解個案情形，僅能就所獲得資訊進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