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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最近幾年，當資訊電子業「產業西進，大陸生產，人才外流」喊的甚囂塵上

之際，政府及民間紛紛探尋「台灣的未來在哪裡？」，以製造流程見長，創造產業

價值的傳統產業及資訊電子業紛紛外移，讓人不禁擔心國內的發展重心會在哪

裡？提昇台灣的競爭力，金融服務產業則日漸受到重視，除了引進國外新的金融

產品外，國內金融行業本身的競爭及國際化、多角化及法制化也日漸將金融產業

帶入了一片新的里程，由以下各點可看出： 

1. 金控公司的紛紛設立，財政部鼓勵金融、證券、投信、保險及創投產業

等相互聯盟、併購與整合，運用相關產業資源，相互補足與補強。 

2. 鼓勵外資投入國內產業，尤其獎勵金融服務業，讓國內資金與國外相互

流通，藉匯率與利率「雙率」政策，營造一競爭力與全球化的環境。 

3. 獎勵國外已具有一定規模之商品，信用卡、現金卡及智慧卡等，以其安

全、易流通等特性，創造一消費性個人金融的產品與環境。 

4. 智慧卡的價值創新，正默默地帶進了一新的應用時代，最近政府推動的

一連串資料的應用與保存，例如發行「健保卡」，透過健保局推動，由東

元、三商電腦、東捷及萌欣等公司集體規劃發行之專案，已陸續發卡之

中，預計民國 92年中施行；財政部財金資訊公司規劃的「二代金融卡」；

及銀行公會規定 2006年信用卡「晶片化」以及台北智慧卡票證公司與台

北捷運局推行的「捷運悠遊卡」等一連串智慧卡的應用，皆可預見未來

將有更蓬勃的發展。 

   由以上各項，各項金融改革及金融產品的應用，將與全國國民息息相關，

而電子貨幣便是以「智慧卡」為載具，尤在解決國內小額付款及「無紙鈔時代」，

甚至在網路付費，解決 EC最難的金流上，將扮演一更積極的角色， 

國內相關產業，就電子貨幣無論是封閉式或開放式，皆陸續有產品推出，而

此產品未來能否成功，或能否為國人所接受，實與「創新行銷」與「價值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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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論應用有極大關係，這也是本論文欲研究之背景所在，即以國內現有之智慧

卡中「電子貨幣」之創新如何進行行銷擴散，分析比較，進而探討出其未來發展

與將面臨的問題。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有鑒於電子貨幣的發展，目前在國內仍屬導入期及教育階段，各大金融集團

逐漸投入，「智慧卡」的應用未來將勢不可檔，因此興起以此為論文題目，進行

探討，其動機說明於下： 

 

一、電子貨幣於民國82年金資中心導入「電子錢」，至今並無發揮其

應有功能 

國內貨幣電子貨幣的濫觴為財金公司發行之「電子錢」，其以智慧卡為平台，

早在民國八十二年便開始發行，透過國內七大行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

銀行、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台灣中小企銀及合作金庫），伴隨 ATM金融卡，

計發行近七百多萬張，已透過持卡人銀行戶頭「圈存」方式儲值於晶片上，消費

時直接自晶片上扣除，但實施十年來，每月消費金額仍不足十萬元，財金公司總

投入數十億元成本，卻無法發揮電子貨幣的功能，此為值得探討之動機之一。 

 

二、悠遊卡於今年啟用,快速成長,帶動電子貨幣跨越鴻溝 

        台北智慧卡公司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發行悠遊卡，使用於台北市之捷運及大

部分之公車上，推出不久，其行銷得宜，使用者迅速成長，不到一年發行量便破

一百三十萬張，為電子貨幣的應用立下一良好的行銷典範，跨越鴻溝，以「大眾

運輸系統」為 Killer Application，訴諸創新擴散理論，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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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產品「數碼通」、「Mondex電子現金」積極導入市場 

        國內的民間業者亦陸續推出電子貨幣產品，東元集團趁「健保卡」發行之際，

加速研發其電子貨幣「數碼通」，打算以國內發卡量最多的智慧卡－「健保卡」

為平台，在上面發展電子貨幣。 

        信用卡之大廠萬事達卡國際組織（MasterCard International Inc.）亦以其子公

司Mondex International Inc.，在國內與宏碁集團合資成立「萬碁公司」，積極引

進「Mondex電子現金」，於民國八十八年先在汐止宏碁大樓與富邦銀行進行試

辦，接著於三年後正式發卡，為電子貨幣添一市場導入者，能否打出一片江山，

豎立典範，亦為研究動機之一。 

 

四、財政部推行“無紙鈔時代”與“消弭偽幣‘,期許電子貨幣能蓬勃發展 

    民國九十年底，國內偽鈔猖獗，消費者及各商家生怕拿到偽鈔，各項辨識器

材大行其道，央行總裁甚且走上街頭，教導民眾及商家如何辨識偽鈔，花費大量

社會成本，而其治本知道，便是推廣「無紙鈔時代」，於是立法院在八十九年十

月公佈「儲值卡法草案」，財政部並於一年後公佈施行辦法，為推行業者及相關

發行金融單位確立一法源依據，也為「電子貨幣」的未來邁開一大步。  

蓄勢待發的電子貨幣將如何在市場中運用行銷擴散模式,提前佈局，也就   

是本論文欲研究的問題。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1、電子貨幣的特性 

為本論文欲研究之第一個問題，列舉出電子貨幣與傳統貨幣有何不同，從

發行單位、使用商家與持卡人的角度，進行比較，舉出有何優勢及特性。 

2、從擴散特徵比較電子貨幣的優勢 

從 Rogers的擴散五個特徵中，探討電子貨幣與傳統貨幣比較，其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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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為何。 

3、電子貨幣產品擴散的構面-擴散因子、擴散管道、使用族群及

外部環境 

        從產品擴散的不同構面切入，進行探討擴散因子（及擴散本身所仰賴的憑

藉為何）、擴散管道（廠商如何透過管道推廣其產品，或使用者從何處可得其產

品，分從產品本身及資訊方面探討）、使用族群（即市場區隔與使用族群的區分）

和外部環境（即電子貨幣本身所面臨的外在環境因素，例如科技、產業標準，消

費行為及法令政策等） 

       4、保齡球道與利基市場 

          以 Moore保齡球道的理論架構，對照電子貨幣的擴散模式，並以探討中的

個案為實例，進行說明 

5、從“信用卡”與“香港電子貨幣”之擴散模式,探討國內電子貨幣

面臨的問題 

電子貨幣之創新階段，有點類似十年前推出之信用卡，由萌芽期至現今之

成熟期，本論文將嘗試探討國內第一大品牌的 VISA 信用卡走過之創新擴散軌

跡，而對照現今之電子貨幣的擴散模式。 

香港之電子貨幣最成功在於「八達通」卡，運用之普及及佔有率皆令人刮

目相看，本論文將介紹其發展及創新擴散模式，而國內電子貨幣目前面臨的環境

及相關法令因素，不同於前兩者，因此亦將歸納出電子貨幣面臨的種種問題。 

 

 

第 四 節   研 究 流 程 

【圖 1-4-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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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各 章 內 容 

 

本研究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 為緒論，說明本研究形成的背景及動機，進而提出研究的問題和所進行

的研究流程。 

 

第二章 為文獻探討，蒐集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從中獲得各種相關的理論及資

料。相關理論包括了：擴散的定義及特性、從擴散模式中的擴散構面進

行探討，其中會特別提到跨越鴻溝集保齡球瓶模式的理論架構、擴散管

道的建立以及擴散運用的方法 

 

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根據文獻探討的理論背景提出本研究的架構、研究對

象的選取、研究變數、資料收集方式及研究的限制。 

 

第四章  國內各種電子貨幣之個案介紹，內容將包括其背景介紹、發展現況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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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其擴散的四個構面，外部環境、擴散因子、擴散管道及使用族群等

方面詳述。 

        

第五章 個案比較、分析與研究彙總，依照各個電子貨幣研究結果提出並加以詳

細討論，對本論文四個研究問題提出解答，及其未來將面臨的問題。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依據分析結果，提出對政府、產業界及消費者的結論，最

後並做出對後續研究提出的建議。 

 

參考資料，列出本論文所使用之書籍、論文、網站及採訪相關人士 

附錄 對 VISA信用卡的擴散模式提出補充說明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創新擴散模式的研究一直是行銷研究的一領域，而且是對於推出新產品或新

服務的經營者所必須要了解的知識，因此這方面在過去，有許多學者曾經提出一

些理論來建立產品擴散的模式。但是，近年來，由於環境的變化、高科技產品不

斷的引進以及法令政策的修改，傳統產業也不斷的更新與成長，創新觀念的注

入，為擴散模式的領域再添新興的研究方向，給予創新擴散模式的研究有更深一

層的認知。 

擴散理論乃是給予經營者人一套新的架構，其更深入的應用了市場區隔的策

略發展，以「早期使用者」族群為市場發展的第一步，以便建立該產品的基礎市

場，再進而利用此族群作為將來發展的基礎，以建立起產品在市場中的領導地

位。因此，藉由族群的擴散來作為新產品的開發或推廣策略，為創新行銷注入了

一股嶄新、不可忽視的力量。 

國內的金融業在民國 81年開放新銀行加入後，進入戰國時代，相繼推出不

同新的商品與加強客戶的服務，最近每家公司相繼成立「貴賓理財中心」、推出

「現金卡」或是發行「電子貨幣」，這些都可視為「服務的新產品」，其當然可用

上「擴散模式」，本論文即在討論「電子貨幣」的創新擴散模式，在此之前，我

們先來看看許多學者，在過去對擴散（Diffusion）模式與理論提出的一些精闢

的見解。 

     

第一節 擴散的定義與特性 

一、 擴散之定義 

    擴散的定義，有很多學者提出解釋，最早出現是Everett M.Rogers在 1962

年，於”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中便提出很完整的擴散理論，也是較為大家

所接受的，其較新版本提及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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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Diffusion）是一種過程，創新性的產品藉由此過程，透過某種管

道經由社會系統中的成員，再經歷一段時間後，達到訊息溝通的效果。擴散是一

種很特別的溝通方式，因為所溝通的訊息中包含了一種新的概念」。 

    而溝通（Communication）也是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參予者與他人建立、

分享資訊，以達到相互的了解。這定義指出溝通是一種收斂的過程，當兩個以上

的不同個體交換訊息，為了使雙方能夠對某種事項建立共同的意義。我們認為傳

達是經由雙方的收斂方式，而非經由一方、線性的收斂（一方尋求將訊息傳遞給

另一方以達到特定的效果）（Rogers and Kincaid，1981）。一個線性的人際傳達

概念也許可以精確的描述某種傳達行動或事件，其中牽涉到了擴散的概念，例如

當一個仲介商尋求說服顧客採用一種創新性產品。但是當我們了解什麼是在此事

件之前發生、而什麼又在此傳達事件之後發生，我們通常可以了解到傳訊訊息的

事件只是溝通整體中的一部分，因為溝通必須是雙方互相交換訊息。例如，一個

顧客可以與仲介商互相討論關於此創新性產品也許是他們所尋求可以解決問題

的東西。所以仲介商與顧客可以經由不斷的互動，而視為一種訊息的交換。 

因此，擴散是一種很特別的溝通方式，因為所溝通的訊息中包含了一種新的

概念，這新的概念給予擴散一種特性，此新的概念代表著某種不確定性隱含在擴

散之中。 

    接著他由提到擴散的四個主要要素有創新（Innovation）、溝通管道

（Communication Channels）、時間（Time）、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 

（一）創新 

    創新是一種概念、做法或是物品，被一個個體或其他採用的成員認為是新

的。如果此構想看起來對新的，它就是創新。 

（二）溝通管道 

    溝通（Communication）是一種過程，在此過程中參予者與他人建立、分享

資訊，以達到相互的了解。而溝通管道是訊息由一個個體傳達到另一個個體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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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 

    時間的要素在擴散中牽涉： 

I. 創新決定的過程：一個體將最初的創新知識經由採用者或是拒絕者

傳達出去。 

II. 創新採用的過程：由一相較於系統中相對較早採用的個體或是其他

接受的單位採用。 

III. 創新採用的速度：在單位時間內，衡量採用成員人數的增加速度。 

（四）社會系統 

    社會系統是一夥相互關聯的群體，他們因為要解決問題以達到相同目標而結

合。而這些社會系統的成員可能是個人、非正式團體、組織、或接近一體系

（Subsystems）的成員。 

 

二、 擴散之特性 

擴散的特性，從消費者者或企業廠商不同角度來看，皆可提出不同觀點，但

總括來說，還是 Rogers如下五點較常在文獻中被提及： 

（一）相對利益（Relative advantage） 

  此即新產品較原有產品之優越程度。此處所謂優越，乃與採用者

之目標有關，例如獲利性、可靠性、使用容易或堅固耐用等。凡

是採用者感覺較優越的產品，其採用速度較快。 

（二）配合性（Compatibility） 

   此即這項產品是否能和採用者現有觀念或經驗配合一致，凡愈

屬配合一致者，其採用速度亦愈快。 

（三）複雜性（Complexity） 

  此即這項產品是否易於了解或使用，凡愈不易了解或使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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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愈複雜者－其採用速度亦較慢。 

（四）可分割性（Divisibility） 

   此即這產品能予以小量試用，凡可以分割小量使用者－也就是

可以經過試用者，其採用速度亦較快。 

（五）可溝通性（Communicability） 

   此即這項產品之性質或優點，能否容易說明或示範，使他人瞭

解明白，凡可溝通性愈高者，其採用速度也愈快。 

 

1983年C. Merle Crawford也提出相似的概念，其指出影響創新產品被市

場接受的因素有： 

（一）相對優勢性（Relative Advantage） 

     與現存的競爭產品相較，新產品較其優勢。 

（二）相容性（Compatibility） 

      如果新產品需要消費者某種程度的改變行為、態度與了解，則會失

去其競爭性。 

（三）複雜性（Complexity） 

     對於新產品之基本概念的了解是否困難，會影響到其接受的程度。 

（四）可分割性（Divisibility） 

      也可稱之為試驗性（Trialability），新產品可被消費者購買的少量程

度，以提供試用。 

（五）溝通性（Communicability） 

     也可稱之為顯著性（Observability），此特性是在評估是否可以提供

潛在使用者一個可代替的類似說明。 

 

Fumio Kodama 在 1991年提出認為社會的擴張的核心問題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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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和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的共同革命。 

1997年則 Joe Tidd & John Bessant & Keith Pavitt發現項創新的特性會影響到

擴散的成效： 

（一）相對優勢性（Relative Advantage） 

相對優勢為相較於其所取代或與其競爭的產品，該創新被認為較好的

程度。 

（二）協調性（Compatibility） 

協調性是被採用者認為，該創新與現存的價值、經驗、需求具有一

致性的程度。 

（三）複雜性（Complexity） 

複雜性是該創新被認為難以了解或使用的程度。 

（四）考驗性（Trialability） 

考驗性是該創新在接受幾項基本試驗時，其會產生不確定的程度 

（五）顯著性（Observability） 

顯著性是該創新之利益能在其他產品中類比的程度。 

 

      至於擴散成敗的決定因素，Geoffrey A. Moore在 1999年提出： 

（一）產品的完整度： 

Moore針對完整產品的定義是針對目標市場的區隔市場的族群特性，發展該

族群最需要的完整功能，而不是僅具有基本的功能即可，周邊配備等也需要讓使

用者能夠在使用上有高度的契合。 

（二）目標市場的確定 

新產品對於初期的目標族群的選定會影響擴散的效果，若錯估了早期的使

用者的特性與區隔，則會造成產品的發展停滯不前，影響擴散的發酵。因此選定

各階段的目標族群，才可針對產品的擴散歷程有穩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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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的集中度 

Moore提出新產品初期需要將資源集中在一固定的產品與固定的市場中，若

能將資源集中於此，才能穩固基礎市場，並決定之後產品在族群擴散的本錢。 

（四）時間點的掌握 

在各階段中，皆要注意該產品是否已經具備跨越該階段的時機，若錯失了時

機的掌握，會影響產品在下一個族群的發展，也會影響該產品在擴散上的成長停

滯。 

 

2000年Malcolm Gladwell在『引爆趨勢』一書中提到，在特定的流行風潮

中，萬物都能在一夕之間改頭換面，我們把這種時刻稱為「引爆點」（Tipping 

Point）。 

 以流行病為例，要引爆流行病的途徑不只一種，流行病的三大因子包括散

傳染源的人、傳染源本身，以及傳染源活動的大環境。一旦流行病已經引爆，失

去平衡，一定是事出有因。可能上述三大因子之一，甚至全部都產生了變化。我

們把這三種變化的因子稱為少數原則、定著因素及環境力量。 

（一）少數原則 

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少數的人所完成。 

（二）定著因著 

只要簡單改變表達的方式，重新調整訊息的結構，產生的衝擊就可能截然不同。 

（三）環境力量 

從環境的力量顯示，人類對環境遠比表面上更敏感。 

 

第二節 擴散的構面 

一、 外部環境 

至於擴散四個構面中，第一個我們所要討論的便是外部環境，李仁芳與洪



 13 

子豪在2000年的「企業慨論」一書中指出企業的環境系統，涉及供應商、顧客、

競爭者等直接影響因素之外，也涉及經濟、科技、國際、生態、社會、文化、法

律、政治、教育及倫理環境等間接影響因素。學者霍爾（R.H. Hall）將外部環

境區分為一般環境（General Environment）與特定環境（Specific 

Environment）。其所指的一班環境是指企業組織所遭遇的各種可能狀況

（Conditions），包括：技術狀況、法律狀況、政治狀況、經濟狀況，人口狀況、

生態狀況與文化狀況等。 

【圖2-2-1影響企業經營之環境因素】 

間接影響企業經營之外在環境因素 

                    --間接性環境 

               （教育）       （倫理） 

直接影響企業經營之外在環境因素 

              --特殊性環境 

                （競爭者） 

    企業內部經營 

 

  

        （產業）獲（壓力團體） 

                  （文化）      （社會） 

 

張淮杞對於影響產業的總體環境分析，分為四個主要項目： 

1. 社會文化環境 

包括生活型態變遷、消費者主義、家庭型態的變化、科技人口成長

率、科技人口年齡分析、人口上區域變動、預期壽命及出生率等。 

2. 經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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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P、GDP成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平均工資水準、利率水準、

貨幣升值/ 貶值、能源成本、總出口金額、總進口金額等。 

3. 科技環境 

國家R&D支出、產業R&D支出、科技努力重點、專利權保護、新產

品、技術移轉、自動化等。 

4. 政治法律環境 

商業活動規範法案、環境保護法、稅法、特殊獎勵措施、外貿管制、

雇用與升遷法案、政治穩定性、政府對外商態度等。 

   

  吳思華教授提出在「策略九說」的「生態說」，指出從生態觀點思考組織策略，

主要著眼於環境對組織的關鍵影響，由此引發的策略邏輯包括： 

1. 利基寬度策略 

尋找有利於其繁殖的「環境條件」集合，這個條件集合，策略學者稱為

「利基」。 

2. 生命繁衍策略 

R策略（多產，以隨機的方式，尋求適應的可能性）與K策略（將心力

集中在少量上，以提升品質來尋求生存）。 

3. 組織同形策略 

生存在相同環境下而彼此條件類似的族群，再面臨著相同的環境限制與

壓力時，自然會採取相似的生存手段。因此學者將組織趨向與環境契合

的過程稱為「同形」。 

4. 合作共生策略 

在生物界中，物種為了提高生存的機率，便出現許多集體行為的現象，

其建立的四種基本的互動關係有： 

i. 互利關係－兩個個體基於考量之後的聚合，使雙方各得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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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共食關係－兩客體並存在一種互相無損，但對其他一方確有極大

助益的關係中 

iii. 寄生關係－一個主體把自己寄託在另一個主體的身上 

iv. 擬態關係－一方個體在未經另一方個體同意的情況下，發展或模

擬對方的行為與外形。 

 

      除了散播訊息的關鍵人－少數原則，以及傳遞訊的訊息必須令人難忘－定

著因素外Malcolm Gladwell在「引爆趨勢」書中提出另一個原則－環境力量，

流行趨勢發生時的時空條件及背景，也有其影響。Malcolm 提出的看法是，我們

對環境變化不僅敏感，甚至可說是非常敏感，而能夠引發風潮的一場環境變化，

可能非常不同於我們的預期。 

 

二、 擴散因子的建立 

提到擴散因子，Geoffrey A. Moore主張以完整產品的建立，來提供可吸引

採用者的元素。而完整產品的意涵很直接：供應商對顧客所做的行銷承諾與運交

產品所實際旅行的承諾之間，存在這相當的差距。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必須借助

許多相關的服務和輔助性產品來擴增原有產品，使其發展為完整產品。 

而Theodore Levitt也曾對完整產品有詳盡的介紹，其模型如下： 

【圖2-2-2完整產品的定義】 

 

 

 

 

 

 

潛在產品 

擴增產品 

基本產品 

預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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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式標示出四種不同的產品認知，分別是： 

（一） 基本產品（Generic Product）： 這便是採購合約所涵蓋，並

且被經由包裝和運交給顧客的部分。 

（二） 預期產品（Expect Product）：這便是顧客買進基本產品時，

認為自己所採購得部分。他是達成採購目標所必須的最起碼

之產品和服務的組合。 

（三） 擴增產品（Augmented Product）：這是達成最大採購目標的

延伸性產品範疇。以個人電腦為例，則包括了軟體、硬碟、

印表機，以及服務熱線、進階訓練等服務支援項目。 

（四） 潛在產品（Potential Product）：當市場上的附屬產品愈出愈

多，且針對特定顧客群體所發展的系統補強也相應出現時，

這便是原產品的未來成長空間。 

 

在此，我們將檢視完整產品的觀念與跨越鴻溝的關鍵性。若把技術採用生命

週期視為一個整體，則大體說來，當市場從左往右逐步發展時，完美產品的外環

重要性便逐漸增加。以下將以不同的族群對於完整的產品要求做說明： 

◎ 技術狂熱者所需要的完整產品支援最少，他們非常擅長把系統的零散區

塊併湊完成，並且琢磨出所喜愛的完整產品模樣，引為無窮的樂趣。 

◎高瞻遠矚者不耐煩自己去併湊產品，但如果可爭取到產業第一，且帶來顯

著的競爭優勢，則他們會同意自行出力建構出完整產品。在另一方面，系統整合

業者應著對顧客所做的承諾，所以也可被稱為完整產品的提供者。 

 

以上是對鴻溝左邊之族群，而要進入右邊的主流市場，供應商必須能迎合

實用主義者的需求，從一開始就提供出完整產品。 

◎實用主義者所評估和採購的，非完整產品。當市場出現了競爭時，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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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的基礎部分進行研發的投資報酬，會相對降低，而在預期產品、擴增產品，

乃至於潛在產品等層次的行銷投資報酬，反將相對增加。 

 

三、 擴散管道的形成 

產品的擴散管道方式與種類非常多，李仁芳教授與洪子豪在「企業慨論」

中指出配銷通路之選擇 

1. 配銷通路之長度：一般而言，若所經過的中間商層次越多，通路便越長。

若經過的層次少，當然通路便越短。傳統配銷通路，市由廠商銷售與批

發商，批發商再銷售與零售商。所謂最短的配銷通路，為「直接銷售」

（Directing Selling ），是由生產或製造者直接銷售與最後消費者或工

業用戶，廠商對通路的取決標準有經濟標準、控制標準及彈性標準三種。 

2. 配銷通路之廣度：所謂廣度是指產品的配銷，究竟需要透過幾種類型的

通路，為單一通路或多條通路，其目的都是為了配合市場的特性，藉以

提高配銷和行銷的效率。 

3. 配銷通路之深度：基本上配銷通路之深度含括密集配銷、選擇配銷及獨

家配銷三種政策。 

4. 選擇個別中間商：其選擇標準甚多，不過主要乃包括財務狀況、市場涵

蓋、經銷產品線、銷售能力、實體後勤能力及其他標準等。 

 

目前高科技市場內的行銷管管道可說是五花八門，品類繁多，Moore在「跨

越鴻溝」一書中，特別提及較顯著的包括下列數種： 

1. 直銷團隊：通常是全國性的，並且針對主要客戶直接聯繫，由供應商所

招募的銷售人員為主，在公司與客戶之間不存在其他的仲介機構。 

2. 兩層次的零售系統（two-tier retail）：經銷商的後端是各種產品的供應商，

而前端則包括了與客戶直接碰面的 Compuware 等零售業者的一種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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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3. 一層的零售系統（One-tier retail）：類似超級賣場，以單一據點來同時執

行批發和零售的業務，且涵蓋的項目極多。由於產品銷售的利潤受到持

續性的壓縮－尤其是個人電腦市場的情況特別明顯－所以促成了這種行

銷管道的勃興。 

4. 網際網路零售業者：這種分銷通路可能是一層或兩層的架構，最適宜不

需要重大組裝和支援服務的消費性商品。 

5. 兩層的加值經銷體系：某些產品非常複雜，不適宜零售販賣時，則兩層

的經銷模式便將繼續運作下去，而由加值經銷商（VAR）來面對顧客。 

6. 全國性的連營系統（National Roll-Ups）：有時候，各地區加值經銷商也

可能合組成全國性的連鎖系統。 

7. OEM體系：這起碼是一種兩層的交易架構，由供應商的直接銷售團隊將

零組件賣給製造商或組裝廠，後者繼之整合進入系統之內，然後再將全

套系統販售給顧客。 

8. 系統整合業者：這是一種涉及非常大型或非常複雜之電腦專業的專案導

向機構，這些專案通常存在了一些被設計植入的標準，可在公司的其他

作業場所重複使用，所以也具備了分銷通路的部分性質。 

 

由於目標的不同各種管道的作用和效果頗不一致，茲說明如下： 

（一）需求創造者與需求滿足者：直接銷售團隊最適宜扮演創造需求的角

色，而零售大賣場則最是於滿足需求。另外還有許多分銷管道則同時

扮演了兩種角色，無所謂特別的偏重。當高科技公司處於跨越鴻溝的

階段，眼前的立即目標在於創造主流市場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也

必須同時考量能夠把滿足需求的行銷管道安排就緒。 

（二）在提供完整產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系統整合業者和加值經銷商最是

於開發與提供完整產品，並且從相關的服務方面來賺取利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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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售業者和網際網路廠商則收取較低的服務費用，其基本假設是

完整產品已相當制式化。 

（三） 大量銷售的潛力：適於完整產品之開發的管道，往往無法支應大量

運交的需求，因為在業務執行的過程中，人力消耗極大，所以一旦生

意暢旺起來，就會因著要消化所接到的未交訂單而減緩成長速度，無

法持續高速擴張。另一方面，低服務、低成本的分銷通路卻恰好相反，

非常適於大量銷售，所以是快速擴張時期的理想選擇，而與早期市場

並不搭調。 

依據Malcolm Gladwell所提出的「少數原則」理論，能夠協助流行趨勢擴散

的人，只佔社會上的少數，他提出三種人士對於擴散最有幫助的管道：連結者、

專家及推銷員。 

（一）連結者 

    這種人的重要條件是，它必須人面很廣、三教九流都認識。而連結者之所以

重要，不僅是因為認識的人多，且它認識各行各業的人，任何人可以透過幾層關

係便找到他們，因此可以作為很好的擴散管道來源。 

（二）專家 

    聯結者雖然式資訊擴散的最佳管道之一，但是，連結者倘若沒有正確的資訊

來源，便不容易將擴散的管道串聯起來。 

    「專家」這個名詞來自義大利語（Yiddish），意思是收集資訊的人。而提供

資訊的專家，他們不只是被動收集情報，也不僅以低價買到一罐咖啡就滿足，一

旦知道如何能購買著更划算，他們一定要和別人分享這個好消息。 

（三）推銷員 

    在社會風潮中，市場專家提供資訊，連結者則是負責散播資訊，但另外還有

一種人－推銷員，他們具有特殊技巧，能夠說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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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區隔與消費族群 

    不同的族群種類對於新產品的採用速度有很大的不同，而不同的產品其受到

採用者採用的速率也不相同，有的只是發生在瞬間，有的則是要花費一段時間。

對於那一類族群最容易接受新的產品，這是行銷之專業人員是最有興趣的，C. 

Merle Crawford在1983提出如下見解： 

（一）創新者（Innovators） 

又稱為時髦風尚的開創者（Tastemakers）。此族群由第一波採用者組成，

有些人武斷的定義這族群的人數佔大約 2.5%，但大部分的行銷人員卻認

為占 5%至 10%之間。 

（二）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 

又稱為早期小眾（Early Minority）。這族群與創新者相比，較不具有冒險

心，但還不至於等到其他人已經採用才接觸。他們大概佔最終所有採用者

的 10%到 15%，且經常被認為是對於產品成長最主要的標竿。 

（三）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 

此族群的成員占 30 %，與創新和早期採用者比起來，早期大眾較保守，

且他們需要較具勇氣的使用者的經驗，以評估新產品的好處。 

（四）晚期大眾（Late Majority） 

此族群佔有另外的 30%，是由遲來的多疑者組成，他們需要經過相當大的

遊說，與早期採用者相比，他們也更容易放棄創新產品。 

（五）落伍者（Laggards） 

由最後的 20%組成，他們是最不適合宣傳的對象，因為他們只會指出新產

品令人質疑的地方，但是，倘若他們採用該產品，他們卻是使用時間最長

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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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狀態（Innovativeness）是一個個體或其他採用單位相較於系統中的其他成

員，其相對領先採用的程度，Everette M. Rogers認為此用者分類（Adapter 

Categories）是根據創新狀態的程度來對於社會系統中的成員予以分類，包含創

新者（Innovator）、早期採用者（Early Adapters）、晚期大眾（Late Majority） 和

落伍者（Laggards）。 

（二）創新者：冒險的（Venturesome） 

冒險幾乎是創新者所著迷的，其對於新概念的興趣，使得他們脫離同

輩間的區域網路，而走向世界性的社會關係。 

（三）早期採用者：尊重的（Respect） 

早期採用者相較於創新者而言，較具有群體結合性，而創新者是世界

性的，早期採用者是地區性的。而這層級的族群，相較於其他的族群

有較高的領導能力。 

（四）早期大眾：深思熟慮的（Deliberate） 

早期大眾對於新概念的採用恰高於整體社會的平均水平，其對於同儕

之間的互動頻繁，但在社會系統中卻很少處於領導的位置。早期大眾

位處於極早採用的族群以及相對較晚採用的族群之間，因此其佔有相

當獨特的地位，且數量上也占了社會上的 1/3，他們提供社會系統中

的內部溝通，以達到擴散的效果。 

（五）晚期大眾：懷疑的（Skeptical） 

晚期大眾對於新概念的採用恰低於整體社會的平均水平，就如早期大

眾一樣，晚期大眾也佔有社會的 1/3，晚期大眾因為經濟上必須和同

儕之間的競爭壓力增加，才會採用新產品。 

（六）落伍者：傳統的（Traditional） 

落伍者是社會系統中最晚採用新產品的族群，他們幾乎沒有掌握任何

的領導權力，且對於他們的視野是在各族群中最區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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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採用生命週期（Technology adoption Life Cycle）是在一九五 0年代末

期，根據一項針對社區團體在面臨「不連續的創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s）

時的反應狀況的相關調查報告，所推導出的社會現象模式。Moore認為技術採用

生命週期將客戶一風險偏好程度分類編組為創新者（Innovators）、早期採用者

（Early Adaptors）、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晚期大眾（Late Majority）以及

落伍者（Laggards）。其中，創新者樂於嚐鮮的機會，堪稱不避風險；而落伍者

則根本不為所動，無視於新的改變。 

 

【圖 2-2-3技術採用生命週期】 

 

 

 

               

 

 

技術採用生命週期可由上圖的鐘型曲線表示 

（一）技術狂熱者（Technology Enthusiasts） 

這群體內的成員深信科技將可有效增進人類的福祉，往往涉獵極深，堪稱樂

在高科技。他們不畏懼複雜繁瑣，甚至還有能力去克服許多不便與困難。所以，

只要嶄新的東西，他們會是典型的第一批客戶。 

基本上，在所有組織內都存在著技術能力特強的人士－技術小子（Techies）。

就拿各位家庭內的成員來說，就可能有一位－而且是唯一的一位，他們能夠設定

電話答錄機、運用錄放影機的定時功能，以及操作蒸汽式的咖啡壺等。當然，辦

公室也是一樣，當大家在電腦上操作遇到麻煩時，往往都有一定的求助對象，他

就是技術小子 

（二）高瞻遠矚者（Visionaries） 

早
期
大
眾 

晚
期
大
眾 

落伍者 早期 
採用者 

創
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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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士是企業界或政府機關內的革命派，他們希望成功的引用不連續的創

新來造成突破，開啟新的紀元。從他們的角度看來，突破舊制的新能力正可帶來

無比的實質利益和競爭優勢，所以應當率先採用。 

高瞻遠矚者有先見知名的這一群消費者，往往也有錢有權，所以他們對高科

技所發揮的影響力也出奇的大。在資金方面的協助，他們的重要性並不亞於風險

資金提供者的創投公司，而且，這些人士也是意見領袖，常喜發表高論，可發揮

新聞聚焦的效果。他們在新科技的推廣宣傳，以便在早期市場獲得成功這方面，

實在是不可或缺。 

（三）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s） 

這是一個具有重大份量的消費族群，代表所有技術架構的大眾採購者。他們

與技術小子不同，並不會為新科技著迷，而且在採用時採審慎的態度。簡單的說，

他們相信漸進式的改革，而不是革命。所以他們也不像高瞻遠矚的一群。事實上，

他們凡事務實，對技術保持中庸，而與喜好發表高見的先知先覺者也保持距離。

務實主義者的注意重心，在有效的運用科技來增進生產力，強化內部的運作體

系。所以，在他們採用新的產品之前，一定會向所信任的人尋求參考意見，而且

還要求供應商提供實際的案例為佐證。 

（四）保守派（Conservatives） 

這一群的消費大眾，對於自己能否從新技術的投資以取得具體利益持悲觀的

看法。基本上，他們之所以採行新的技術，甚受到壓力，不得不爾。因為，在不

跟上潮流，簡直就面臨淘汰了。這類消費者狐疑不定，對於價格非常敏感，而且

提出苛刻的要求。由於他們吝於對額外要求的服務支付代價，所以往往得不到滿

意的答覆，這一狀況當然更加深了他們原先對高科技所持的惡劣觀點。 

（五）吹毛求疵者（Skeptics） 

這群人猶如紛飛在牛馬背上的蒼蠅，他們對高科技的行銷嗤之以鼻，以從雞

蛋裡挑骨頭為榮。除了消極的批評之外，他們其實沒有什麼銷售潛力。所以，高

科技行銷應該避開他們這特定族群，而以週遭其他人士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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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高科技公司企圖從高瞻遠矚者移轉至實用主義者之時，雖然兩者在技術採

用生命週期模式中為相鄰接的群體，但這移轉的過程卻是荊棘叢生，絕不平順。

以高瞻遠矚者為基礎所建立的榜樣，雖說是高度的創新，卻見瑕疵眾多，禁不起

實用主義者的考驗。因此，市場開發的過程並沒有如原先所預期的順利轉型，反

而產生停滯不前的窘狀。尤其嚴重的是，許多高科技公司深入市場至此，財務上

已是青黃不接，根本承受不起任何波折，稍有閃失，就不免陷入危局－在此我們

稱為「摔入鴻溝」（Into The Chasm）。 

 我們在此所提出的「鴻溝」，是一種單純的概念。他的意思是說，任何真

正的高科技創新產品在進入市場時，都會受到由技術狂熱者和高瞻遠屬者所組成

之早期顧客群的熱烈歡迎，但之後就在市場停滯搖擺的考驗下，面臨摔入鴻溝的

危險。 

Mary Modahl在『刻不容緩』（New Or Never）一書中提到檢測網路使用者

族群的分類方式，分為三個範疇： 

（一）早期採用者 

最先會上網購物的消費者，是那些高收入的科技樂觀主義者，換言之，就是

擁抱科技和買的起電腦上網設備的一群人。這群人，我們稱之為「早期採用者」。 

（二）主流消費者 

「主流消費者」願意加入網路購物行列的時間，會落後於「早期採用者」（最

多會落後兩年）。這是因為「主流消費者」中的消費者，要不是科技悲觀主義者，

就是低收入者，不過他們卻不會同時間有這兩種屬性。 

（三）猶疑排斥者 

最晚加入網路購物行列的，是那些低收入的悲觀主義者，這群人，我們稱之

為「猶疑排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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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鴻溝與保齡球瓶模式 

一、鴻    溝 

Geoffrey A. Moore，1999認為技術採用生命週期的鴻溝是位於早期採用者

與早期大眾間，其將這兩個族群加以分隔的既深且廣，這可是技術採用生命週期

中最重大且不可輕忽轉型過度階段，雖說危險性高，卻也經常被忽略掉了。高科

技之所以會忽視鴻溝的存在，乃是因為早期採用者和早期大眾兩不同的顧客群體

的組成分子和訂單大小都相當類似。 

而鴻溝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二關鍵要點：一是因為早期大眾與早期使用者兩群

體並不投契，所以早期採用者是無法作為早期大眾的良好示範對象的；另一方

面，由於早期大眾無法容忍新產品的任何缺失而導致組織運作的中斷，所以一定

得參考良好的示範性用戶才可能下達採用決策，這麼一來，就形成了相互僵持的

兩難之局。 

  在 Moore 跨越鴻溝一書中提到，在鴻溝形成後，欲跨越鴻溝必須要從幾

個方面才著手： 

1. 集中火力於單一市場 

2. 標定攻擊目標顧客圈 

3. 集結動員聯盟夥伴，共同造就完整產品 

4. 以市場為中心的價值體系，輔以產品為中心得價值型態，作為企業

競爭的地位 

5. 選定合適的分銷管道與動人的定價方式，發起攻擊行動。 

 

二、保齡球瓶模式與 Killer Application 

Moore更在「龍捲風暴」一書中提到突破利基市場，運用保齡球道的觀念，

建立保齡球瓶模式（Bowling Pin Model）的目的，在點明利基市場擴充的要點。

也就是盡可能的充分利用前一個利基市場所享有的優勢，伺機向鄰近的其他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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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推進，直到龍捲風暴時期的到來。每一個利基市場都必須搭配屬於該市場的

完整產品，才能造成突破，並完成版圖轉移。因此，當鄰近的利基市場能夠提供

實際的參考案例，並且對某一供應商讚譽有加之時，自然容易引起本利基市場內

之顧客採用的興趣。 

如果我們只是隨機式的進行市場擴張，就無法利用原先所建立的優勢，而必

須每次都從頭開始籌設一項新的完整產品。但如果採用保齡球瓶模式來作為市場

開發的策略基礎時，情況就顯得井然有序，順理成章（請參看下圖）。 

【圖 2-3-1保齡球道市場開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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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圖中，頭號的保齡球所對應的就是身為橋頭堡的利基市場，也就是高科

技公司為求跨越鴻溝而集中火力攻擊的第一個目標。至於其他球瓶，則是由頭號

球瓶引導出來的。 

保齡球道需把握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量力而為，應該慎選與自己能力相

當的利基市場來攻擊，切勿好大喜功夜郎自大，向市場過大而本身地位相對微弱

的領域推進。第二個原則是專注於垂直利基市場，將市場開發的努力對準最後的

利基市場 1 

應用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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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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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系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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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系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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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顧客群，而不是資訊技術人員，而所謂的最後使用顧客群中，最重要的便是

負責特定功能部門盈虧的線上管理者。 

 

在《Killer App─12步打造數位企業》一書中Larry Downes & Chunka Mui 

指出，科技的改變剛開始只會影響科技層面，但是一旦到達臨界量後，即使

全然不相關的體系也會發生混亂。「電視」重新定義了家庭與社區的關係；「基

因複製」挑戰了人們對於個性與人格的基本了解與定義。電子商務的出現則

讓中央與地方政府措手不及，正當他們手忙腳亂地想找出什麼法律來規範

時，科技仍不斷向前發展，讓原本熟悉的企業型態大為改觀，人的生活方式

也受到很多影響。 

梅特卡夫定律的曲線圖顯示出一個神奇的轉折點，就是在這點一項科技達到

它的臨界量。一旦通過這點，它的價值就會以指數比例成長。新應用多快能到達

此點，得視使用者花多少代價才能使用到此網路（以電話為例，就是一具電話和

月租費），因為購買者會考量此代價是否符合這項科技在當時的實用性。入門的

費用愈低，愈快達到臨界量。弔詭的是，一旦到達了臨界量，開發者理論上可以

對接下來的使用者提高費用，因為網路效應增加了此應用的價值。對電話或電力

系統來說，網路基本建設的初期投資相當高，這讓使用價格也居高不下。以鐵路

與電話為例，初期開發者並未體會到互相鏈結所能產生的價值（本質上，也就是

梅特卡夫曲線的力量）。鐵路系統在多種軌距之間掙扎，大大限制了不同系統之

間的連接，此現象直到一八八○年代末期才獲得改善。即使雇用總機接線生的龐

大支出限制了網路的擴張，電話公司還是等到一九三一年才在電話機上加裝撥號

盤。在前數位時代，梅特卡夫定律要花上數十年的時間才能發揮網路的力量。  

今日數位科技的開發者相當瞭解梅特卡夫定律，他們發展出能善加利用此定

律，並且使之最佳化，但卻違反直覺的法則。梅特卡夫定律在數位時代中最戲劇

化的展現，莫過於一九九○年代早期網際網路的急速擴張。網際網路使用標準協

定將電腦串聯成網路，使電腦能輕易共享資料。網際網路以各種形式存在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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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過在一九九三年到達了臨界量。自那時起，網際網路一如往常成為科技的

當紅炸子雞，不但使用者蜂擁而至、吸引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金額，還成為流行雜

誌上的封面故事，更讓好萊塢電影製片覬覦。 

 

第四節 擴散運用的方法 

Geoffrey A. Moore，1999在其擴散架構的建立上，將目標市場、擴散管道

與擴散因子三種的相關性整合在一起，依據不同種類的目標市場，漸進的提供更

完整的產品，並利用不同的行銷管道以銷售產品。 

在初期的創新者時期，因為產品的完整度不足，所以只要提供基本產品即

可，因為創新者族群會自行建議出理想中的完整產品，不需要由廠商來建立。而

此階段因為顧客對新產品的慨念不足，所以需要以直銷的方式來創造需求，以發

展新產品的市場。 

而在下一階段的早期採用者時期，欲攻入早期大眾市場的廠商需要建立更為

完整的產品，因此在產品完整模式圖上要往外擴張，進階的提供預期產品與擴增

產品，而提供的行銷管道也需要漸進的建立起滿足需求的管道，因此需要以系統

整合業者與加值經銷商，以滿足採用者對產品的需求，才能有效得跨越鴻溝，邁

向鴻溝的右手邊。 

而為了跨越鴻溝，廠商必須提供確實完整的產品，因此在完整產品模式圖

上，需要將四層都做好，才能夠利用早期採用者的意見，提供早期大眾參考的標

的。 

當跨越鴻溝之後，由於市場的需求大量提昇，所以需要提供低成本、低服務

的分銷通路，以有效的滿足大量需求，由於在此階段完整產品已經建立，所以不

需要在做市場的需求創造。 

 

Malcolm Gladwell提出流行病的特性：一、具傳染性；二、小動作也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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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轉變；三、轉變並非逐步形成，而是在很短的時間內物換星移。而三種中，

第三種特色最重要，也就是流行風潮的興衰生滅都是在一夕之間，唯有這種特性

存在，前兩種特色才有意義，也才能徹底解釋現代世界為何變遷如此快速。在特

定的流行風潮中，萬物都能在一夕之間改頭換面，我們把這種時刻稱為「引爆點」

（Tipping Point）。 

「引爆點」這個觀念的核心就是，轉變可能在一夕之間發生，甚至可能是所

有人最難接受的一種轉變，而只要數量已達關鍵水準、跨越門檻、達到沸點，便

達到了引爆點。 

要達到引爆點的途徑不只一種，流行病的三大因子包括散播傳染源的人，傳

染源本身，以及傳染源活動的大環境。一旦流行病已經引爆、失去平衡，一定是

事出有因，可能上述三大因子之一，甚至全部產生了變化。我把這三種變化的因

子稱為少數原則、定著因素及環境力量。 

而少數原則中指出，要達到傳播得效果，必須要仰賴三種人：連結者、市場

專家及推銷員，這三類的人形成擴散的管道，而定著因素則是要建立一個能讓接

收者定著注意的擴散源，而環境力量方面則是要利用有助於環境的擴散，以提供

擴散的基礎。 

要達成引爆點的第一個要件，掀起一股風潮必須集中資源，全部投入幾個關

鍵領域，根據少數原則，連結者、市場專家及推銷員都是口耳相傳風潮的推手，

因此，資源必須集中在這三個團體，其他人都不重要。除了將資源集中外，引爆

的第二個課題就是要能夠成功掀起社會風潮，不僅要去做認為正確的事情，還要

更故意試驗自己的直覺，以了解人類溝通的原則。第三點，則是要建立根深地固

的信念：我們可以改現狀，只要給予正確的刺激，人類可大幅扭轉本身的行為及

想法。 

在引爆的世界中，只要調整團體的大小，我們可以大幅提升團體接納新知

的程度，只要修改傳達訊息的方式，我們可以明顯改善訊息的定著程度。只要找

到少數掌握社會權力的特定人士，我們就能塑造一股社會風潮。因此，只要看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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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舉手之勞也能異軍突起。 

 

Joe Tidd & John Bessant & Keith Pavitt認為數以百計的市場研究都想

要準確的預測到新產品的成長曲線，在數量模型上可以將過去的資料做準確的評

估，但是在採用的分類上卻都沒有建立一套強力的模式。而實際上，創新產品採

用的模式是由需求方與供給方來建立其擴散，以下將分別就需求與供給的模式做

探討。 

【圖2-4-1創新產品的成長曲線】 

                 %  

 

                    

                      

              創新產品的成長曲線                Time 

在需求方面： 

（一）Epidemic：以直接的接觸和先前採用者的經驗為基礎，此乃假設有同種類

的潛在採用者，而創新產品是藉由資訊的提供來達到擴散的目的，因此必

須設定這群資訊的採用者是位處於地理上的相近。但是由於必須假設採用

者有相同的需求，才能夠達成此模式，故仍有所爭議。 

（二）Bass：以創新者與模仿者為組成的採用者，在這模式中，組成族群包含兩

種類的潛在顧客－創新者與模仿者，也由於是由創新者組成的採用者，此

模式造成了S-curve傾斜的開始，因此啟發各種市場的研究都需要創新者

與模仿者來形成新產品的發展。而此模型對於經濟與市場研究有很大的影

響力。 

（三）Profit：以不同的利益需求組成的採用者為基礎。此模式假設潛在採用者

有不同的初始需求，而他們採用新產品也是由初始需求與他人的評價來決

定，而也是由於更多種類的需求出現，所以為加速擴散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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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ayesian：以對不同利益與風險預期所組成的採用者為基礎。此模式下採

用者對於新產品的資訊匱乏，潛在使用者對於新產品的價值有不同的認

知，而他們可能會根據新產品的試驗而改變看法。因此，擁有較多資訊的

潛在使用者不見的會比資訊匱乏的潛在使用者早採用產品。 

  以上四種模式來看，Epidemic比較適合於新產品，Bass模式則適用於消費性

產品。而供給面的模式也有以下四種： 

（一）Appropriability：加強創新產品的相關優勢。 

（二）Dissemination：加強資訊的提供 

（三）Utilization：降低使用障礙。 

（四）Communication：加強使用者與建立者之間的回饋。 

 

第五節 法規及政策相關文獻 

有關國內智慧晶片卡法規，銀行公會在2003年1 月的研討會中指出 

◎規範理由：1.影響全國金融體系之貨幣信用流量。 

2.電子貨幣等同於貨幣，其應受政府管理。 

3.預收金錢視為吸收存款。 

4.應提列準備金。 

5.適用存款保險。 

◎法源依據：銀行法第四十二條之一。 

◎適用對象：金融機構(第二條)發行多用途Store-Value Card。 

◎卡片種類：重覆加值類、交易技術、發行方式。◎發行現金儲值卡為銀行新種

業務一種。 

◎准駁條件： 

1.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不符銀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者。 

2.備抵呆帳提列不足及申請前一季逾放比率高於全體金融機構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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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比率平均數者。  

◎發行限額上限(無下限)：新台幣一萬元。 

◎發行額度不得超過銀行上年度淨值百分之十。 ◎貨幣等同性：設定等值貨幣

贖回機制。(中央銀行發行貨幣) 

◎原則限制：不得為卡對卡之資金移轉功能，惟持卡人主卡對其附卡之資金移

轉，不在此限。(防弊及業務推廣平衡性) 

◎合作發行：得與國際合作發行，惟對於與非金融業之合作有五點限制。 

 

至於電子貨幣推動策略，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在2003年1月的「金融卡

業務概述」中指出 

A、減少金融機構導入的成本與時間  

1. 試行階段--門檻低所有銀行都有機會試行  

2. 全面推廣--採漸進式投資 

3. 研發促銷模式 

B、建立示範經營模式，培養消費習慣  

1. 建構多贏角色之經營模式 

2. 增加卡片支付工具加值功能，提昇持卡人忠誠度 

3. 鼓勵企業自行發卡，並與發卡銀行系統連線，企業客戶即可利用金融機

構平台進行付款作業自動化 

4. 善用商店電腦設備加裝晶片卡讀卡機及軟體 

5. 提供金融機構與企業間之異業結盟，金融機構可藉由企業儲值卡作業與

企業結盟，增加雙方合作機會，共創雙贏  

6. 透過跨行交易平台提供儲值卡金流來源、增加收益  C、建立有利的回

饋機制，鞏固共同利益 

1. 改善手續費回饋機制 

2. 鼓勵企業自己佈建晶片卡端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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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單銀行也可以與端末設備廠商合作，由廠商佈建端末設備分享交易手

續費分配   

D、落實技術生根，培育晶片產品開發能力 

1. 與同業公會合作舉辦規格說明會 

2. 輔導業者，整合晶片金融卡相關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