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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種電子貨幣個案 

       與擴散構面說明 
 

第一節 電子貨幣的產業價值鏈 

電子貨幣的存在載具為晶片，而晶片存在智慧卡上，因有卡片的存在對

使用者或消費者方便攜帶，所以電子貨幣的產業價值鏈相當長，茲簡單說明

如下： 

1.晶片製造：此類公司提供晶片，屬於智慧卡中的最上游廠商，製造晶

片，例如 Infineon、Hitachi、Philips和國內的聯電皆屬之。 

2.OS ：為提供智慧卡之作業系統，屬於軟體廠商，例如電腦中Microsoft

的Windows一樣，目前晶片中較著名的作業系統有 Java、Multos和Microsoft

等，此三種 OS比較，大致如下： 

【表 4-4-1各種晶片OS比較】 

OS種類 開發公司 安全等級 使用類別 

JAVA Sun Micro 較低 認證及忠誠度管理 

Multos MASCO 最高 Payment 

MS/SC Microsoft 中等 認證 

 

3.製卡公司：即製造卡片的公司，目前台灣在此項目中已漸漸有不少公

司加入，例如台灣銘版、宏通和東元捷德等。 

4.系統和設備廠商：電子貨幣的運作需透過一些設備和系統，進行價金

的移轉與清算，目前設備中以Verifone、Gemplus、Ingenico、Hitachi等較

有名。 

5.Application推行業者：即提供電子貨幣產品的公司，為電子貨幣之主

要靈魂所在，在 OS上開發應用程式，本論文所提之悠遊卡、金資電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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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x電子現金及百視達電子禮券等皆屬之，Application業者之於 OS就如

同 word軟體之於Windows。 

6.發卡單位：即電子貨幣之發行單位，一般為銀行、使用單位或貨幣創

造單位等。 

7.特約商家：即收受電子貨幣之商家，亦即接受持卡人可消費之商家，

如台北捷運局、超商或一般餐飲業等，此商家之形式在電子貨幣業者其存在

可為實體商家、無人商家或虛擬網路商家，實體商家泛指一般店面之商家，

而無人商家則為自動販賣機或自動售票機等，虛擬商家則為電子商務之網路

商家。 

8.持卡人：即指消費者、持卡人等，又可分為正卡與附卡等。 

 

【圖 4-1-1 電子貨幣的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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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說明 

壹、電子錢(財金資訊公司) 

一、  公司介紹 

財團法人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財金公司）前身為「金融資

訊服務中心」（簡稱金資中心）。民國七十三年十月財政部為促進金融業之資

源共享、資訊互通、並提昇整體金融自動化層面，經報奉行政院核定設立金

資中心，負責全國金融機構跨行資訊網路之規劃、設計、建置工作。主要業

務為金融機構跨行資訊系統的規劃開發及跨行資訊網路的營運。雖然在政府

行政體系運作下，但由於金融業務環境變遷迅速，復面臨國內加值型網路業

務開放民間企業經營，面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競爭壓力，亟須變更組織

型態，提供更具彈性之營運服務。遂於民國八十七年，變更為民營公司組織

型態，由財政部及公民營金融機構共同出資籌設「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概括承受「金資中心」原有之資產、負債、員工及業務，於同年十一月完成

各項設立營運申請登記程序，正式展開營運。服務信念為提供「最穩定的系

統、最親切的態度、讓客戶達到最滿意的服務」，永續穩健經營。 

其業務範圍為： 

Ø 金融機構跨行資訊系統之營運。 

Ø 金融機構間跨行業務之帳務清算。  

Ø 辦理與金融機構間業務相關之各類資訊傳輸、交換。 

Ø 金融機構間資訊系統災變備援之服務。 

Ø 金融機構間業務自動化之規劃、諮詢及顧問業務。 

Ø 其他經財政部指定或核准辦理之有關業務。 

 

二、 第一代電子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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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資中心於民國 79年規劃第一代電子貨幣，稱為電子錢，並於民國 82

中正式推出，初期有 22家銀行加入，後因經濟規模及投資難於回收的關係，

部分銀行陸續退出，至今年剩七家省屬行庫（一銀、華銀、彰銀、台銀、土

銀、合庫與台灣企銀）仍在發行第一代電子錢。其特色及交易流程大致如下： 

1、 電子錢的價值創新在於只要將帳戶內的錢，撥轉一部份金額，放入

智慧卡屬於電子錢區域的IC晶片內，即可作小額的消費，免除帶零

錢及找零的麻煩，消費過程免輸入密碼、免簽名，安全又快速。其

標誌 Logo如下 

 

     【圖4-2-1 電子錢Logo】 

                   

 

卡樣設計如下： 

【圖 4-2-2電子錢卡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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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流程： 

   【圖4-2-3金資電子錢交易流程】 

    

2-1   持卡人向發卡銀行申請電子錢，一般皆搭配在ATM金融卡

上面。 

2-2   持卡人透過圈存設備（ATM提款機）進行圈存，即自銀行戶

頭內提存一定數量之金額儲值於晶片上。 

2-3   持卡人持卡購物消費 

2-4   特約商家透過財金公司向收單銀行進行請款，同時財金公

司向發卡銀行扣除持卡人之消費金額，轉撥入收單銀行。 

 

3、電子錢消費的好處  

3-1、快速 ：消費使用時不必輸入密碼或簽名，讀卡機作業只要

4-5秒的功夫就OK了！  

3-2、安全：不像一般信用卡的磁條卡很容易偽造，更不必擔心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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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用卡片上留存的簽名假冒使用，及零錢遺失或現鈔被搶的

憂慮。  

3-3、便利環保：可以提款、轉帳、打電話、加油，還可到有電子

錢標誌的商店作消費，一卡多用的萬能卡，取代了一張張的卡

片與裝滿現金的錢包，也減少了印製紙鈔的需求，為資源節約

及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  

 

4、電子錢特約商店的好處  

   商店使用電子錢，除可立即節省現金管理成本、提高商店經營績效

外， 更是趨勢性的收付工具。  

Ø 簡化現金管理作業，減少現金之收、付、保存、轉存之
時間及人力，提昇經營績效。  

Ø 無現金交易安全性高，降低被搶劫及收到偽鈔之風險。  

Ø 銀行提供24小時電子錢請款服務，應收帳款快速入帳
並列示明細，當日交易之收入第二天即可運用。  

Ø 交易免現金可刺激持卡人消費，創造商機。  

Ø 交易快速，不需點鈔及找零，節省時間。  

Ø 增加消費者交易付款之選擇性，提升服務品質。  

Ø 手續費低。  

但因為近年來網路的發達、晶片技術的不斷創新與收付款機制的改

變，第一代電子錢顯然已不符合潮流趨勢，因此財金公司於民國 90年起，積

極研發第二代電子錢。 

另外在金資第一代電子錢裏，其延伸產品價值至一新的而重要的利基

市場，那便是「IC校園卡」的出現，由各發卡銀行結合學校行政系統引進IC

卡取代職員證、學生證等學校證件，當成門禁差勤、自動化系統之身分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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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了「IC校園卡」的誕生，「IC校園卡」除使得學校本身自動化提昇外，

也讓校園生活與學校生活更緊密，為培育科技人才提供更好之環境。  

◎IC校園卡滿足學校需求  

Ø 身份識別：職員證、學生證、短期員工證。  

Ø 門禁差勤：職員簽到退、計算機中心、圖書館、視聽中
心、宿舍、停車場等各項環境進出管制。  

Ø 支付系統自動化：代扣學雜費、申請費繳款、游泳池收
費、代發工讀金、獎助學金、薪資轉帳。  

Ø IC卡公共電話：可供IC卡公共電話預付卡使用。  

Ø 其他自動化系統：圖書館系統、申請作業。  

◎IC校園卡使用學校與合作銀行如下表： 

【表4-2-1 IC校園卡發卡單位表】 

銀  行 學  校 

交通銀行 清華大學 

土地銀行 高雄大學、永達技術學院 

第一銀行 政治大學 

華南商銀 中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大同高中、淡江
大學、美和技術學院、祐德高中、協和工商 

彰化銀行 南台科技大學、中興大學 

台北銀行 銘傳大學 

中國國際商銀 靜宜大學 

台灣中小企銀 東華大學 

復華商銀 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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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代電子錢 

鑒於磁條卡保密安全機制不足，較易被側錄偽造，且其功能無法支援新

興資訊網路金流支付工具。爰此銀行公會成立「晶片金融卡推動小組」，負責

推動第二代電子錢，預計民國92年4月將推出，其與第一代最大的不同便在

於它的「元件化」，預計在 14個月測試後，在民國 93年 6 月開始大量發行。 

   第二代電子錢晶片化作業除安全考量外，同時考量持卡人作業一致性、卡

片業務多樣化、新興資訊網路環境、企業金流e化、設備與卡片之資源整合，

突破台灣金融機構B TO (B TO) C 金流產業發展。 

1.現行運作及概況 

（1）、其應用架構如下圖所示： 

    持卡人未來可利用第二代電子錢，擴大某些通路的消費，例
如 ATM、一般商家、KISOK、Set-Top-Box、EC等，   

 

【圖4-2-4第二代電子錢交易流程】 

 

 

（2）智慧卡本身所存在的功能可由發卡銀行在現有之平台上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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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例如信用卡、轉帳卡、金融卡或其他等，其平台規劃如下圖 

【圖4-2-5 金資第二代電子錢交易平台】 

                

 

四、現行發展慨況 

金資電子錢第一代從民國82年至今已累積發行600多萬張，其中大

部分是透過七大行庫發行的金融卡，但因市面上收單商家不多，導致每

月交易額不超過3萬元，這也是第二代電子錢擬更新替換的原因之一。 

近年來台灣地區陸續發生歹徒利用假提款機側錄持卡人金融卡片資

料與密碼，進而偽造金融卡以盜領持卡人存款之不法情事，於是銀行公

會便於90年2月5 日成立「磁條金融卡晶片化作業」專案暨工作小組，

期望開創「第二代電子錢」，預計有 75家金融行庫將加入，其計畫時程

如下： 

1. 計畫分兩階段實施，民國 91年7月1日為計畫起始日。第

一階段為系統開發試行階段，為期兩年；第二階段為全面推

廣階段，為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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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定於94年6月底前（即全面推廣階段開始後一年內），強

制收單或代理金融機構之自動提款機（ATM）讀寫裝置全面

支援晶片卡。如此發卡之銀行方可取消第三軌資料，徹底解

決上述之盜錄問題。 

3. 第二階段全面推廣後，若晶片金融卡交易量達總交易量之

75%，則三個月後財金公司將取消磁條跨行交易。 

 

貳、悠遊卡（台北智慧卡票證公司） 

一、 簡  介 

【圖4-2-6悠遊卡卡樣】 

 

 

悠遊卡為台北捷運公司於民國91年6月12日正式推出，為繼捷運通車

以來，除現金及捷運儲值卡之外的第三種捷運支付工具，而其規劃及執行單

位則為台北智慧卡票證公司，該公司成立於2000年三月，主要股東為台北市

政府、台北大眾捷運公司、台北銀行、十三家台北市縣公車業者等十餘家公

司，初期目標是以非接觸的IC智慧卡整合大台北地區公車、捷運及公有路外

停車場的票證系統，為運輸電子化提供一全方位的解決方案，「悠遊卡」即為

其票證電子化的一重要產品，由實體貨幣跨入電子貨幣的一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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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係透過卡片內的記憶晶片與感應線圈以無線傳輸方式完成交易，

其「非接觸」的優異功能，及高容量、正確、快速、安全與耐久之特性，可

於短時間內完成交易，亦可一卡續用多年，讓使用者免除準備零錢及重複購

票的困擾，轉乘也不需驗票認證，大幅提高消費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方便

性。 

 

二、產 品 效 益 

1.對使用者之效益： 

* 整合多種運輸工具之收費，簡化票證種類，方便民眾使用。 

* 一卡可用多年，避免重複購票。 

* 方便攜帶，避免攜帶零錢、投現之不便。 

* 縮短讀卡時間，減少上下客延滯時間，提高營運速率。 

* 結合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減少現金交易風險。 

2.對政府管理者之效益： 

* 提高大眾運輸服務品質，減少私人運具使用，降低交通擁塞。 

* 藉由票證整合，進而營運整合，有助推動各項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措施。 

* 使業者運量透明化，作為核算票價及補貼依據，提高費率調整之公信

力。 

* 建立運輸系統資料庫，供新建運輸系統、調整公車路線參考。 

3.對運輸業者之效益： 

* 提供正確營運資訊如營收、運量，有助業者經營管理之改善。 

* 透過統一電腦作業強化同業間聯營功能，減少重複作業資源。 

* 縮短上下客時間，提高車輛營運效率。 

* 自動化計票，減少處理現金、查核票款等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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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 行 狀 況 

  依據台北智慧卡公司提供的資料（2003.3.12 APSCA智慧卡論壇）發

行的悠遊卡至今年四月底發卡量已達 176萬張，每日平均消費金額

17,279,116元，每日平均使用消費數 989,220筆，這其中捷運每日平均 46

萬筆，佔53.4%，公車業者則佔有29.9%，這對去年6月12日才正式發卡的

晶片卡而言，無非是一個成長相當快速的產品，依據捷運局最新資料統計，

目前已有60%的捷運乘客使用悠遊卡，而 30%的公車乘客也使用此卡，而且

比例也在日漸提昇。 

目前悠遊卡的販售地點除了捷運車站外，大台北縣市也有 1,800 家超

商銷售，佔全數超商 2,500 家中有相當的比例，除了提供銷售外，這些通路

也都提供悠遊卡加值的服務。 

悠遊卡的加值方式分為自動加值（例如捷運站內設置的「悠遊卡加值

機」）及人工加值（由捷運站或超商人員直接操作），前者加值金額需為 100

元的倍數，而後者則為 500元的倍數，每張卡最高加值上限為 10,000元，押

金 100元，使用期限為最後一次加值日後兩年內有效。。 

悠遊卡使用的區域至 2 月底為止，包括台北大眾捷運系統涵蓋的 62

個車站，公民營 14家公車業者，預計 4月底前所有大台北縣市之公車業者皆

將加入悠遊卡收單的行列、將有 100 多個場站、超過 4,000個公車驗票機，

其他再加上 44處公有路外停車場。 

悠遊卡的清系統由台北智慧卡公司負責，在每一個驗票機或是加值機上

傳後，透過通訊網路直接彙總於智慧卡公司的系統，再進行清分，之後透過

台北銀行、世華、台新及中國信託等四家銀行進行清算，分別撥付給參予經

營的業者。 

按照台北智慧卡公司的預測，至今年年底預計發卡量達到 300 萬張，而

民國 93年底預計達到 500萬張，成長相當快速，而悠遊卡的前身捷運儲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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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預計在 92年下半年停用。 

 

參、「百視達」加值卡（中國信託商銀） 

【圖4-2-7 百視達加值卡卡樣】 

 
百視達的電子貨幣，嚴格說來本質上為國內目前普遍存在的「電子

禮券」，其分下列兩種方式存在： 

1.企業聯名卡：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民國91年8月8日與其共同發行

符合EMV(Europay MasterCard VISA)規格的VISA晶片聯名卡，這張

兼具晶片及磁條功能的聯名卡，結合信用卡、百視達會員卡與加值卡

多重功能，持卡人可將其視為信用卡，進行各項消費的簽帳服務，而

持卡人的每筆消費，中國信商銀皆會回饋一定的手續費給百視達公

司，這也是企業聯名卡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而此晶片內另外含有一

百視達會員專用的「電子禮券」應用程式，即本論文所提及的電子貨

幣，持卡人預先進行儲值，再逐筆扣除消費。 

2.加值卡：亦即上述所提的「電子禮券」，由於許多百視達的消費者不願

意申請企業聯名卡（可能理由是身上信用卡片已? 多，或是年齡、條件

等因素無法申請），於是只申請其簡單的「加值卡」，消費時以此卡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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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預先加值於晶片上，其使用方式大致如下： 

a. 無使用期限，並可支付逾期費 

b. 全省百視達均可使用 

c. 辦卡需99元 加值1000元，實付只要900元；加值2000元，實

付只要1700元。 

d. 百視達加值卡搭配『隔天還省20元』，租新片最多可享32% OFF

優惠。 

e. 百視達加值卡搭配『任選三支140元』，租百視達最愛影片最多

可享34%OFF優惠。 

   目前此種電子禮券為企業界發行最普遍的電子貨幣，亦是種「狹義的電子

貨幣」，企業自行負責收單、發卡與清算，無法和其他企業間進行相互流通，

例如Starbucks咖啡、丹堤咖啡，各種俱樂部、健身中心或各大百貨公司禮

券等，皆以晶片為載具，內容紀錄會員的個人資料以及電子禮券儲值金額，

對愛用者或會員發行，手續及發卡規定皆較簡單，並可進行各項會員認證及

促銷活動等，安全機制較低，風險自行負擔。 

  電子禮券的出現，對發卡單位而言，提供了一簡單方便又快速的發卡途

徑，省卻了傳統禮券的印刷成本，對接受的商家亦可進行消費者認證，但缺

點則為封閉式禮券，無法廣泛普遍為各商家共同認定，需自行負擔清算功能，

加上安全性如果不夠嚴密，容易遭致歹徒偽造或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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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Mondex電子現金（萬碁股份有限公司） 

【圖4-2-8 Mondex電子現金卡卡樣】 

 

一、產 品 簡 介 

Mondex電子現金於1990年起源於英國 Natwest銀行，1992年英國電

訊（BT）參與投資，1995年正式商品化，並於當年開始於英國 Swindon

城市測試，於 1999年成為MasterCard 旗下之一員，之後陸續於世界其他

國家推出，包括香港、挪威、紐西蘭、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等國，並於

1999年進入國內，由宏碁集團、富邦銀行與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共同於當年

十月在汐止宏碁大樓試辦兩年，獲得相當成效後，於 2001年正式成立萬碁

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推動該電子貨幣。 

Mondex電子現金本質上為儲值卡，其載具為智慧卡上之 IC晶片，即

持卡人透過銀行帳戶或信用卡預先儲值於晶片上，至特約商家消費，並直

接在晶片上進行扣款，若金額消費完畢，亦可透過相關設備進行加值。 

其交易及加值回贖之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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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Mondex電子現金交易流程】 

 

 

 

 

 

 

伍、東元數碼通 

      「價金管理委員會」（Mondex Originator）負責國內所有流通之

Mondex Value之清算、交易與回贖，即其向Mondex International Inc.購

買或登記一定金額之新台幣價金（TWD Value），再銷售與發卡銀行，經持卡

人加值、消費流通後，於特約商店及收單銀行換回價金，其角色類似國內貨

幣發行與管控的中央銀行。 

      「特約商店」則為收受Mondex Value之商家，包括實體商家（超商、

餐飲店等）、無人商家（自動販賣機等）以及虛擬商家（網路商家、EC等）。 

      「發卡、收單銀行」，扮演著持卡人申請Mondex電子現金（可結合信

用卡及金融卡等）的作業，收單則對象為「特約商店」的收單業務，即吸收

欲加入收受Mondex電子現金的商家。 

      「持卡人」則包括可連結帳戶的主卡，以及不連接帳戶的附卡（一般

為未成年人持有），附卡欲加值時，直接透過轉值設備，由主卡轉值至附卡。 

        Mondex的價金轉移全數為晶片對晶片的移轉，即任一持卡人、商家

或銀行皆各持有自行之智慧卡，每卡上皆有電子貨幣晶片卡，當價金轉移時，

透過轉值設備（一般為商家終端機，Mondex Wallet或讀卡機），進行晶片對

晶片的價金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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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 行 狀 況 

Mondex電子現金發卡的數量在今年第一季約達 10萬張，發卡的銀

行有富邦、北銀、萬泰及新竹國際商銀等四家，陸續發卡的將有遠東、國泰、

大眾等銀行，其所發行的卡片全數與MasterCard信用卡結合在一起，即持卡

人透過其信用卡帳戶進行儲值，由發卡銀行直接授權，採預借現金的方式，

而持卡人在次月信用卡帳單接到後才進行繳款，每次持卡人儲值則發卡銀行

收 7至 10元不等的加值手續費。 

Mondex電子現金目前收單的特約商家約 4,000 家，其中包括 1,200

家樂透彩券經銷商、600家萊爾富超商、2,000部台灣大車隊的計程車、熊威

超市、西雅圖咖啡、木瓜牛奶和自動販賣機等，每個特約商家和收單銀行配

合，每月消費金額從去年平均 200萬，至今年已每月平均 500萬，每次上傳

交易金額，收單銀行收取交易總額的 1-5%交易手續費。 

Mondex電子現今的清算系統目前由萬碁公司負責，其 VMS（Value 

Management System）系統置於中華電信之 IDC，所有上傳或下載加值之金額

全數集中於此處理，並自動撥付給參予發卡或收單之銀行。 

 

伍、東元數碼通 

    東元智慧卡事業部，成立於2001年四月，結合德國G&D、日本日立、德

國億恆（Infineon）、瑛茂電子及國內資策會、三商電腦、經緯電腦等，共同

標得中央健保局之全民健保IC卡專案，並於2002年底開始發卡，幾乎人手

一張的健保卡，成為國內發行最多最廣的智慧卡，東元有鑒於健保卡已有的

廣大使用者基礎，因此也急欲進入電子貨幣市場，於是2002年5月成立數碼

通股份有限公司，嘗試以儲值卡服務切入市場，並提供儲值卡相關共用服務

為其核心業務。 

東元數碼通於2003年3月與新加坡NETS公司策略聯盟，並由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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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百萬美元投資數碼通公司，試圖引進已在新加坡有相當規模之NETS，為

國內電子貨幣市場再添一新競爭者，NETS於1996年在新加坡開始營運，至

今已發卡六百萬張，其可進行網路上之交易及實體貨幣交易，國內數碼通目

前仍屬籌劃階段，真正發卡日期預計在民國92年年底。 

 

陸、香港八達通卡 

  香港地鐵於1979年開通後，初期採用磁條式的儲值卡，之後香港政府為

擴大水陸交通之使用範圍，於1994年鼓勵香港地鐵、九廣鐵路、城巴、九巴

及油麻地小輪等公司合組「聯俊達有限公司」，積極規劃非接觸式之儲值卡，

於1997年9月正式發行「八達通卡」，該公司並於2002年1月更名為「八達

通卡有限公司」。 

   八達通卡係採用 SONY公司之系統，可適用於香港六種交通工具及180家

特約商家，目前發卡量為950萬張，每天平均交易比數為734萬筆，約5,010

萬港幣，其相關之擴散構面及內容如下表： 

【表4-2-2 香港八達通卡擴散構面】 

擴散構面 內容 
外部環境-政府政策 輔導交通業者統一規劃設立 

        -科技應用 Sony網路及清算系統 
        -產業標準 一卡適用香港六種交通工具 

        -消費行為 交通及一般商家消費 
擴散因子 交易迅速、穩定、應用廣泛、儲值 

市場區隔 成人、學生、小童及長者 
擴散管道-產品 地鐵、九廣鐵路各站及各參與業者的售票站 

        -資訊 記者會、廣告、網路、使用者 

 

柒、各種電子貨幣的發行效標 

國內最早的電子貨幣始自民國82年的金資電子錢，其他各電子貨幣

陸續發行，其統計效標資料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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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電子貨幣的發行效標】 

電子錢項目 發行起始 累計發行量 

（至 92年 3

月底） 

3年內目標 預計市場佔

有率 

金資電子錢 1993年 2,800萬張 3000萬張 200%（以具持

卡資格計算） 

捷運悠遊卡 2002年6月 130萬張 400萬張 20% 

Mondex電 子

現金 

1999年10月 18萬張 100萬張 6%（以具持卡

資格計算 

百視達加值卡 2001年12月 20萬張 45萬張 3% 

東元電子錢 未發卡  N.A. N.A. N.A. 

香港八達通卡 1997年9月 950萬張 1000萬張 150%（以具持

卡資格計算 

   資料來源：各業者統計 

所有效標統計資料中，以金資發行之電子錢卡片數量最多，因其係

透過銀行公會規劃，由各公營銀行發卡，之前係搭配各持卡人之提款卡

（ATM卡），因此消費者在申請銀行帳戶時便自然擁有了金資電子錢，只

是其收單商家不多且各發卡銀行並未做大量行銷活動，致使該卡使用率

仍不到1%，悠遊卡雖然佔有率不到20%，但以其發行區域大台北縣市600

萬人統計，也有三分之二人持有，算有相當高的普及率，Mondex 及百事

達加值卡則皆仍有待努力。 

香港八達通卡算是相當成功的電子貨幣，以香港 650萬人口而言，

已發行了950萬張，幾乎是人手1.5張，擁有相當高的市佔率，成為香

港當地的Killer Application。 

第三節 外部環境 

談及電子貨幣創新擴散的四大構面，首先先談外部環境因素，其分為政

府政策與法令因素、科技、產業標準與消費行為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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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政策及法令因素 

政府相關的法令政策因素對電子貨幣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例如本論文

所提的悠遊卡管理單位為交通部，而金資電子錢及 Mondex電子現金其管理

單位為財政部，所依據的法令為銀行法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一項增修條文，其

中規定「非銀行不得發行現金儲值卡」，因此台北智慧卡票證公司發行之悠遊

卡被視為「電子票證」，不同於市面上可以流通的電子現金，規定其適用於交

通運輸業，這也是目前悠遊卡面臨的一大難題，儘管其發卡量已達上百萬張，

但對持卡人更常用的一般商家的小額付款，尚無法使用悠遊卡，便是其最大

的遺憾，依據民國 91年 10月智慧卡公司委託 AC Nelson公司調查，81%的

優游卡持卡人希望能在一般便利商店憑卡消費，而這也是因財政部管理的法

規裡，悠遊卡尚不在其管轄與監督的範圍。 

但從另一個政府政策的角度來看，「2008年國家發展計畫」中，提及 e

化交通計畫，擬以一卡通行於國內所有交通運輸系統，屆時悠遊卡欲通行全

國，勢將面臨此一法令因素；目前國內相當多的交通運輸業，皆自行規劃自

己的票證系統，例如民國 94年底欲通車的台灣高鐵，以及結合台灣省部份大

縣市規劃的「台灣交通卡」，未來在政府「e化交通計畫」的大旗下，勢必面

臨整合與競爭的地步。 

相對於悠遊卡，金資電子錢及 Mondex電子現金便是依銀行法而成立，

無論發行準備金的提撥、交易手續費、商家收單、持卡人發卡等皆依財政部

的規範，而日常運作皆有專責單位負責，並隨時接受財政部不定時的監督與

稽查。 

國外電子貨幣的發行與流通，政府扮演一積極的角色是其成功的關鍵，

例如香港的「八達通」卡，先行適用於香港地鐵，持卡量多了以後，香港政

府積極輔導其向周邊商家及一般小額消費挺進，增加了其使用範圍及消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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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讓持人「一卡在手、行遍天下」，在本論文第五章中，將詳細論述。又如

新加坡的電子貨幣 Nets也是在新加坡政府以法令因素，積極輔導其在實體通

路與虛擬的網路上消費，迅速的擴散至社會各角落，真正的發揮電子貨幣應

有的功能。 

而另一產品「百視達」加值卡，前面提過其屬於電子禮券，原本亦為財

政部所管轄，但後來因發行單位太多，許多中小企業基於本身的管理方便及

優惠促銷，紛紛發行封閉之企業型電子禮券，財政部無從約束，便開放由各

企業自行運作，好處是各發卡單位可依自行需求發卡，靈活運用，缺點則是

對持卡人較無保障，例如近年來許多會員制之俱樂部倒閉，一堆貴賓卡或會

員證求償無門，也就是因為政府不介入此類會員卡之經營所致＜，導致各持

卡人需自求多福，風險自負。 

二、科 技 

科技的進步對電子貨幣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尤其近幾年網際網路的發

展，推動 EC產業的快速成長，金流功能及角色的重擔便落到了電子貨幣的

身上，對金資電子錢、Mondex電子現金、東元數碼通等皆有影響。 

1. 金資電子錢第二代，以卡內 PID為認證的標準，透過網路至發卡

銀行進行簽證，完成各項交易，這是民國 82年第一代電子錢所無

法做到的，另外各銀行使用的 ATM自動櫃員機功能亦日漸改進，

除了傳統提款吐鈔外，最近又加上轉帳及認證等功能，對電子貨

幣的加值提供了另一種方便的工具。 

2. Mondex第二代晶片系統 Multos較第一代 MM4進步甚多，交易時

間縮短、儲存容量擴大（從 8K至 32K）等皆為科技帶來的革命，

而其餘 EC扮演的功能，網路消費，透過連接個人電腦的讀卡機，

選擇交易金額，直接在網路上消費扣款，晶片內電子現金的加值，

亦透過網路直接連接銀行戶頭進行加值，達到「24小時在家理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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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便。 

3. 悠遊卡的系統設備透過科技進步，也帶來莫大的好處，台北智慧

卡票證公司為捷運儲值卡所投資的設備金額達到 7億元新台幣，

而其投資於悠遊卡則只有一億多元，省下為加值設備、閘門設備

及製卡成本等項目，除了節省成本外，在空間使用及交易時間上，

科技的進步也扮演了重要的功能。 

4. 另外電子貨幣的載具，晶片本身也有甚大的改變，科技的進步使

其容量愈來越高，從最早的 4k至今的 64K，表示晶片可容納的應

用程式及記憶功能越多，而單價也日亦下滑，從三年前一顆約 5

美元，至今一顆約不到 1美元，台積電、聯電及 Infineon皆是製

造智慧卡晶片的大本營。 

5. 至於在電子商務上的應用，由於目前 EC付款方式分為四類， 

 

【表 4-3-1 電子商務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運作方式 優點 缺點 

現金付款 貨到專人收現 當面點交，收款迅

速 

成本高，需事先聯

絡 

銀行匯款或郵局

劃撥 

網上購物後，匯款 金融單位轉帳、清

楚方便 

對消費者費時，且

較無保障 

信用卡付 輸入個人卡號、姓

名 

方便快速 容易遭盜用，個人

隱私亦外洩 

電子貨幣 消費後直接轉帳 快速又安全 消費者需事先具

有卡片及相關設

備 

由於科技的進步，電子貨幣已進入一種付款的工具（Payment tool），比

較各項優缺點，未來顯然還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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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標準 

    此為目前電子貨幣面臨的一大問題，及產業標準尚未建立。智慧卡依使

用方式可分為接觸式（Contact）與非接觸式（Contactless）兩種，以本論文

為例，悠遊卡為非接觸式，而其他金資電子錢、東元數碼通、Mondex電子

現金及中國信託「百視達」加值卡則皆為接觸式，目前兩大陣營皆無法建立

起產業標準，每個貨幣皆有自己的發卡系統及清算機制。 

悠遊卡以德國西門子為架構，由神通電腦及三商電腦共同規劃其售票系

統及清分機制，但因國內特殊需求導致悠遊卡上市延後一年半，造成監督單

位市議會與市政府之間的關係一度緊張，賠償問題屢上報頭條。其標準係採

用 Mifare系統，即將微小晶片與一感應線圈放入智慧卡內，交易時透過感應

線圈與設備的一定距離內，相互感應，啟動晶片內之應用程式功能，進行扣

款或加值作業。 

Mondex電子現金則依循 Mondex International 的既定標準，購買

Hitachi的系統設備，以十部左右的伺服器進行相關系統轉值及清算，並提供

端末機（Terminal）、讀卡機等相關設備供特約商家使用，而收單與發卡銀行

亦須依 Mondex之連線標準，進行相關交易資料的傳輸。 

金資電子錢則由財金公司自行規劃通用型作業平台，除原有自動提款機

網路外，其他與金融機構連線特約商店端末機、多媒體資訊站（KIOSK）等

實體通路；以及經由資訊或通訊業者與金融機構連線之多媒體網路之機上盒

（Set-Top-Box）、網際網路等虛擬通路；此外諸如行動電話、無線收費機、

PDA 等無線設備，皆可透過此跨行共用系統提供各項金融交易服務。 

    目前全世界開發出來之電子貨幣上並無統一的產業標準，以信用卡兩大

廠商 VISA 與 MasterCard而言，後者以 Mondex為其主要利器，而前者開發

中的 VISACASH則無一定之標準，其為結合各國區域性之電子貨幣為主，即

彈性的挑選各國較強勢的電子貨幣系統，與其結合成 VISA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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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費行為 

消費行為對電子貨幣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根據威士國際組織（VISA）

委託顧問公司的調查，一般消費者若碰到三百三十元以下的消費金額時，有

八成六以上會選擇用現金支付，如果超過三百三十元時，有六成三會使用信

用卡支付，若消費金額超過一千六百五十元時，則使用信用卡的機率高達八

成二，因此交易消費金額低餘三百多元時便是電子貨幣存在的市場，從悠遊

卡的使用便可看出，一般票價低於五十元，乘客便樂於購買悠遊卡，而中國

信託百視達加值卡也是租片金額不超過一百元，消費者便使用加值卡電子貨

幣，Mondex電子現金與台灣大車隊的合作，也是著眼於一般人乘坐計程車的

消費一、二百元左右，這些都是消費行為造成電子貨幣在小額付款的可能存

在因素。 

一般消費者出門攜帶零錢或銅板已是一很普遍的現象，但攜帶過多或過

少皆是很麻煩的事，過多則身上增加重量，個人衛生有時也會引起病菌感染，

若攜帶過少則又恐使用不便，大鈔找零常受到商家的白眼，因此若能推行電

子貨幣取代傳統的貨幣，相信對日常消費習慣買賣雙方皆會有所助益。 

另外民國九十年底發生的偽鈔事件，消費者及商家深恐拿到偽鈔，於是

財政部便在此時適時公佈現金儲值卡法案，力推電子貨幣，希望能取代一般

零錢或銅板等小額付款體系，試圖借電子貨幣降低偽幣的存在空間。 

 至於對常出國的人，隨身準備一堆當地國家的銅板，是最麻煩的事，下

了飛機後、換銅板認銅板，回國後往家裏抽屜一丟，電子貨幣若能全球化，

則可解決此類問題，Mondex電子現金晶片內可放置五國貨幣，便嘗試在多國

推廣，解決此問題。 

 

第四節 擴散因子的建立 

擴散因子所指的是電子貨幣在創新擴散過程中，其所憑藉與吸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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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也就是業者所強調以及消費者值得注意與信賴的因素，大致分為安

全、交易快速、儲值、優惠與促銷以及高容量與多功能五項，分別說明如下： 

一、 安  全 

所有的電子貨幣皆是以晶片為其載具，而對高科技產品的晶片而言，安

全自然是智慧卡最大的優勢與使用的考量，晶片如同一部個人電腦，其架構

如下圖：              【圖4-4-1 晶片結構圖】 

               

 

 

 

 

從硬體（矽晶）、作業系統（I/O、Crypto、File Manager等）、程式介

面到各種應用程式，就是因為其構造及製造過程的嚴謹，智慧卡便以其特色

取代傳統所用的磁條。 

    以悠遊卡而言，其捷運儲值卡辨識磁條式的設計，交易過程易磨損，亦

容易被折斷，使用IC晶片卡Mifare規格後安全訴求更高，不容易被仿冒與

偽造，扣款感應安全度也提高。對金資電子錢，第二代使用為JAVA系統，安

全性也提高，免除第一代磁條式的易被盜錄及仿造。 

而對Mondex電子現金其使用Multos系統的晶片，更是獲得歐洲ITSEC

組織（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Security）第六級（最高級）的安全認證，

能夠破解晶片，盜取電子貨幣的機率幾乎微乎其微，其交易過程係採用晶片

（位於消費者智慧卡上）對晶片（位於特約商家智慧卡上）直接交易，每一

次交易時間約2.5秒，但兩晶片卻已經七次的「對話」，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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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2 Mondex價金交易過程】 

      

    對一個電子貨幣的使用者而言，「安全」是其能接受此產品的重要原因之

一，電子貨幣儲存在一安全的「空間」，不容易被改造與破壞，相信高科技的

IC晶片，使得電子貨幣的擴散有了一個利基。 

 

二、 交  易  快  速 

   「快速」也是所有電子貨幣行銷時的重點之一，交易迅速，另一涵義為

節省時間，以供公車上使用的悠遊卡與公車儲值卡比較，悠遊卡交易時間僅

需儲值卡十分之一的時間，對一高使用量的乘客而言，上下車方便快速，自

然樂於採用，這也立刻顯示「非接觸式」智慧卡未來看好的因素之一，不需

直接進行晶片的接觸式消費，甚且悠遊卡不需取出卡片，直接由皮夾保持適

當距離，簡單快速，也是造成悠遊卡迅速擴散的原因，更不用提停車場收費

的簡便。 

     對電子禮券而言，也提供交易迅速，只需依交易的金額輸入直接扣款，

與傳統禮券需要按張數收款，又不可找零相比，電子禮券自然方便的多；東

元數碼通透過無線傳輸，以其在新加坡使用的經驗，進城交通停車收費或出

入市中心的管制扣款，方便迅速，對一現代人而言，節省時間即節省成本，「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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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也構成一產品擴散很好的理由。 

 

三、 儲  值 

所有的電子貨幣最共通性的功能便是可進行「儲值」，主要是持卡人持有

一張智慧卡，便可不斷循環儲值，電子貨幣用罄或即將用完時，可再進行儲

值，有別於一般「拋棄式」的卡片，其優點為持卡人不需換卡，節省紙張或

塑膠資源，也省卻了換卡的麻煩，對發卡單位而言節省了大量的換卡成本。 

目前智慧卡公司發行的悠遊卡，若持卡人消費金額用罄時，可直接在加

值機上進行加值，或是在大台北縣市約1800家超商加值，持卡人可依自的需

求自行控制加值金額，目前方式為若採加值機加值則可加值為100元或其倍

數，若為人工加值（超商或捷運站窗口）則為500元或其倍數；「百視達」電

子禮券消費完畢時，亦可在店內加值，Mondex電子現金更是可透過其POS機

加值，甚至可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在網路上加值，堪稱「24小時理財」；金資

中心第一代電子錢本可在銀行 ATM上進行「圈存」（即所謂加值），其第二代

亦有同樣功能。 

「加值」成為電子現金一重要之擴散因子，其主要訴求之要素便在於持

卡人可依自己喜愛控制「智慧卡」本身所儲存之電子現金金額，隨心所欲，

加值手續方便，對發卡單位而言則僅第一次發卡成本，不需再換卡，省時省

錢。 

 

四、 優 惠 與 促 銷 

    「智慧卡」之尺寸大小固定（85*55*0.7mm），方便持卡人收集與攜帶，

卡片可分為記名式與無記名，前者如金資電子錢、Mondex電子現金、中國信

託電子禮券以及東元數碼通，而後者如悠遊卡，但其共通點為皆可進行優惠

與促銷，茲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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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悠遊卡：為了鼓勵民眾使用悠遊卡，台北智慧卡公司特別規劃「忠誠

優惠點數」方案回饋搭乘捷運旅客，凡持悠遊卡搭乘捷運，每支付票

價５元即可兌換１點，當累積２００點（含）後，於下次搭乘捷運時，

當次必須支付之車資，就可由已累積的忠誠點數中扣抵支付；當點數

不足時，自動改由原卡內可用金額扣款，但點數可以繼續累積。 

另外提供優惠乘車，例如在民國91年10、11、12月10、11、12

日便促銷，當天乘坐捷運不計里程，每趟皆為10元，又憑卡轉乘公車

2小時內可免費優待一次，還有與某些企業配合，憑悠遊卡消費可打9

折等活動。 

2. Mondex電子現金：首次搭配北銀發行之「晶彩e卡」時，隨卡片附

贈168元之電子貨幣，供持卡人使用，92年初舉辦憑卡乘坐「台灣

大車隊」之計程車可享有9折優待，至其特約商家「西雅圖咖啡」消

費，飲料可升級，小杯升中杯，中杯升大杯，之前甚且還舉辦過在自

動販賣機上消費每瓶飲料可少收一元，和加值前數名可得贈品等促銷

活動。 

3. 「百視達」電子禮券：持卡人加值回饋，加值每滿三千元，可額外獲

贈百視達紅利點數一百點，持卡人於百視達門市消費將可獲得雙倍刷

卡紅利點數，所累積紅利點數還可於百視達門市折抵租片金額。其他

優惠活動包括加值900元，贈送100元紅利，加值1700元，贈送300

元紅利，憑卡出租錄影帶或在店內消費可打9折，第一次辦卡或加值

時可免費看一支影片等。 

「優惠與促銷」為電子貨幣之一擴散因子在於對持卡人有不同的

好處與優惠，所謂創造新的價值，為電子貨幣加值，一來鼓勵持卡人

持有，再來對經營業者也有先收錢運用財務摃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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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 容 量 與 多 功 能 

電子貨幣以IC晶片為載具，晶片的性之一便是高容量，按現在一般的

晶片容量為16k，年底預計將躍升為32K，電子貨幣應用程式約為2-5k，因

此其尚有多餘的空間儲存其他的應用程式，於是多功能便由此產生。 

金資第二代電子錢和Mondex電子現金的應用程式除了電子貨幣之

外，其晶片上尚可加入晶片信用卡及晶片金融卡功能，更可做為一般顧客忠

誠度（Loyalty Program） 的回饋獎勵方案，依消費贈與點數，再進行忠誠

促銷。 

悠遊卡的多功能性最顯著的便是結合識別證，目前台北市政府相關單

位，如交通局、監理處、公車處等，員工皆以識別證結合悠遊卡，除了可用

於搭乘捷運、公車及停車場繳費外，票卡上附上照片更可紀錄員工門禁、出

勤狀況及人員管理用。另外配合節日發行紀念卡及所謂情人節票尚可印上情

侶照片，更是成為有心人士蒐集的對象，也增加了悠遊卡的紀念性及保存價

值。 

「多功能性」成為電子貨幣的擴散因子，在於智慧卡本身價值的延伸，

除了基本功能的電子貨幣外，附加價值的出現，提高了持卡人擁有的意願，

擴散功能更加明顯，例如第二代金資電子錢，未來除了提款外，其PID個人

密碼更可在KIOSK、Set-Top-Box、PDA、行動電話和網路購物等方面使用。 

東元數碼通預計未來在健保卡上發展電子貨幣，便是希望以政府發行

「人手一卡」的健保卡，延伸其功能至認證、交易或高速公路ETC(Electric 

Toll Collection)專案上，「多功能性」未來將是智慧卡可發揮之一極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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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使用者族群的擴散 

一、 創新者 

電子貨幣對其使用族群皆有特定的對象，創新者屬於其對技術及市場狂

熱者，對電子貨幣的第一次接觸，新鮮有趣，而對發卡廠商而言，正好也利

用此對其產品及技術做一測試，或市場接受度的探討與嘗試。 

以悠遊卡而言，其在91年6月推出前，便先進行半年的測試，並且以通

訊報名的方式，選出3000名測試者，給予300元的優待，由其進行乘坐測試

後填寫問卷，進行抽獎，對這些創新者給予十足的回饋獎勵。 

至於對金資電子錢則在當初推出時，也以當初參與發卡銀行之行員為創

新者，一方面讓銀行員工熟悉使用此種電子貨幣，另一方面也當收單銀行角

色推廣此種機制至特約商家。 

Mondex電子現金於民國88年引進台灣後，亦以汐止宏碁大樓的員工為

創新者，與富邦銀行合作進行2年的測試，發行1,700張卡，以該公司所在

的東方科學園區50家特約商家及15部自動販賣機為測試對象，進行各項交

易紀錄模擬及系統設備測試；「百視達」封閉式電子禮券以其高使用者為創新

者，招攬其換「會員卡」為「加值卡」，給予首支免費及八折的優待。 

 

二、 早期使用者 

早期使用者，為Moore所稱的高瞻遠屬者，對新產品有獨到的見解，與

前者構成早期市場的中間主力，例如對悠由卡而言學生與上班族為其早期使

用者，推廣交易的快速，並且以打八折吸引這些族群。至於Mondex則與台北

銀行推廣「彩券投注」為其早期使用者，因法令規定彩券投注不准使用信用

卡，但准許電子現金投注，於是搭配北銀發行之「晶彩e卡」，不少投注者，

則藉此申請卡片，視為早期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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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期大眾 

早期大眾依Moore的解釋為深思熟慮的（Deliberate），對於新概念的採

用恰高於社會整體的平均水準，約佔整體使用者的三分之一，目前在國內電

子貨幣裡，依發卡數的統計及持卡人的接受度，真正能跨入早期大眾的大概

只有迅速成長的悠遊卡，今年智慧卡票證公司預計在發行兒童卡、敬老卡及

愛心卡（殘障人士使用）等，可稱為抓住早期大眾的族群，因目前只有一般

卡及學生優待卡，對於其他兒童、老人或殘障人士並無優待，而後三者乘坐

公車有優待，因此悠遊卡愈吸引這些族群，勢必再發行相關的悠遊卡，來提

高持卡率。 

 

第六節  擴散管道 

擴散管道指的是消費者獲得產品或吸取資訊的管道，分為產品擴散與資

訊擴散兩種管道。 

 

一、產品擴散管道 

【圖4-6-1 智慧卡發卡管道】 

    

 

 

 

 

 

針對電子貨幣，所謂擴散管道是指一個產品的通路，亦即持卡人如何取

得此智慧卡，進而運用其中的電子貨幣，例如以中國信託「百視達」的電子

發
卡
單
位 

持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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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銀行單位（金資電子錢、

Mondex電子現金）  

經銷商與直營（悠遊卡） 

直營店（百視達電子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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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券，則由其全省一百多家的直營出租店通路提供販售，但通路的多寡對發

卡量有極大的影響；悠遊卡初期除了在各捷運站銷售外，第二階段則在大台

北縣市五大超商（7-11、全家、OK、萊爾富和福客多等）的1,800家門市銷

售，這些點，不僅提供銷售更提供加值，擴大了消費者的方便性，十一個月

內發行量便超過一百六十萬張，成效良好。 

至於金資電子錢及Mondex電子現金，因其屬於財政部管轄之儲值卡，因

此仍須透過金融單位發卡，自然持卡人欲持有此電子貨幣，則須事先向金融

銀行單位申請，手續上較為複雜，作業及發卡時間亦較長，但透過各銀行金

融單位的強力推銷，結合金融卡、信用卡、現金卡等，往往也可達數十萬張

的發卡量，例如Mondex結合新竹國際商銀的風城購物中心的「風城卡」，一

開始申請，三個月內便有十萬張的卡量，也有不錯的成績。 

最近擴充產品通路，例如悠遊卡結合企業員工識別卡，或是發行情人節、

羊年等紀念卡等，Mondex發行企業聯名卡（京華城、西雅圖咖啡等），便是

希望藉此衝高發卡量，東元數碼通原先希望藉健保卡發行其電子貨幣，但礙

於法令的限制，目前也只能引進NETS，另做打算。 

 

二 、資訊擴散 

資訊擴散主要談的是廠商如何進行其產品之宣傳與消費者告知活動，一

般分為下列數項 

（一）記者會： 

產品初次公開時，廠商皆會舉辦大規模之記者會，例如悠遊卡於

民國91年6 月正式上市時，便請了台北市長馬英九正式主持啟用典

禮，借馬市長的知名度與魅力吸引了大批媒體的注意；中國信託與百

事達之晶片加值卡上市時，亦舉辦了大規模的記者會；Mondex電子現

金上市，其參與發行之六家銀行也與萬碁公司共同舉辦記者會，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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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 

 

（二）展覽會或討論會： 

此即Malcolm Gladwell提出的對擴散最有幫助的三種類型之一

「專家」，藉著一些討論會配合專家的演講，造成晶智慧卡或電子貨幣

相關產業的重視，例如91年4月台北捷運公司舉辦的「捷運博覽會」，

公佈悠遊卡的一些應用實例；財金公司與銀行公會舉辦的「第二代電

子錢研討論」，讓國內金融單位集體參與，了解未來電子錢的規劃方

式；亞太智慧卡論壇APSCA(Asia Pacific Smart Card Association)

也常在在國內舉辦一些相關智慧卡的講座，邀請國內外相關廠商及學

者，提出一些智慧卡的技術與應用。 

 

（三）廣告： 

此為資訊擴散最重要的管道，也是告知消費者效果最顯著的方

式，電子貨幣往往與其配合之發行或使用單位共同廣告，例如 Mondex

電子現金便與其收單企業台灣大車隊、萊爾富超商等一同廣告；中國

信託電子禮券亦可常見在百視達的廣告裡；悠遊卡更是藉著其紀念卡

出現在各大媒體廣告，譬如「台北古城門」、「台北人物誌」、「捷運關

渡賞鳥季」和「席德進旅居海外畫」等活動。 

 

（四）使用者： 

也是資訊擴散很好的管道，藉著使用者的親身體驗或是「口碑」

傳播，往往擴散效果更顯著，例如悠遊卡，其非接觸式的使用，讓使

用傳統儲值卡的人，相較之下，優劣立現，以擴散因子「快速」為訴

求；Mondex電子現金在搭乘計程車方面，「免找零，快速方便」發揮

電子貨幣的優勢，也吸引了不少潛在消費者加入申請；金資第二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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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錢更是以虛擬網路繳費或EC網路付費等方式，讓使用者的應用領域

更擴展至虛擬網路世界。 

 

第七節、香港八達通卡擴散探討 

一、Killer Application 

談到八達通卡的成功關鍵因素之前，我們先來了解Killer 

Application（殺手級的應用），Killer Application的定義為「不是一套

應用軟體或程式，而是指足以改變歷史、整個產業規則或壟斷整個業界的新

產品、新觀念或新服務」（2003年2月號e天下）。 

Killer Application按照「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 Law，3COM 

公司的創辦人，也是乙太網路協定的設計者），指的是一種商品或服務是否

能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甚至壟斷整個市場，前提在於能否突破一個臨界

值（critical point），也就是說以使用者人數的平方來代表使用價值，使

用價值只要到達一定的臨界值時，這項產品對於使用者的意義與價值就會成

幾何級數成長。因此一項產品或服務的成功關鍵，在於是否能找出在這個領

域的「Killer Application」。在歷史上，羅盤、活版印刷、蒸汽機都是Killer 

Application；近一點的，汽車、飛機、人造纖維也帶來人類生活上的鉅變。

最近的，網路、電子郵件、手機與IC，則是以一日萬里的速度顛覆這個世界，

而且不知伊於胡底。 

因此當經濟面臨不景氣時，或是產品欲有突破性的發展時，Killer 

Application則扮演一個甚為重要的角色，例如以電腦為例，當桌上型電腦

進入成熟期時，筆記型電腦取而代之，而眾多廠商投入時，大家又在尋找殺

手級的應用為何，於是手機與PDA加入主流的地位，Killer Application往

往扮演一壟斷的地位，別人無法取代，從經濟學理論來看，近乎「獨占」市

場，e天下同時預告已知或即將到來之Killer Application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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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行式之無線區域網路 

2. 進行式之彩色手機及影像 

3. 進行式之智慧卡 

4. 進行式之寬頻娛樂 

5. 進行式之奈米 

6. 未來式之軟硬體大整合 

7. 未來式之電腦服務租賃化 

「這些殺手級新科技應用，都牽涉突破性的技術、觀念或商業模式，有龐

大的商機或潛力，但有的還需求一點時間才能成熟。」，其中第三點特別指

出「進行式之智慧卡」，可預見智慧卡有可能成為未來之Killer Application

之一。 

 

二、Moore的保齡球瓶模式 

   Moore在「龍捲風暴」一書中特別提出保齡球道的觀念，指出新產品剛剛

在主流市場內的某特定利基站穩腳步，正打算伺機擴大，以爭取廣泛的市場

認同及採用，其行銷的目的，在於逐個向獨立的利基市場尋求突破，如同一

個保齡球瓶，他本身可以被擊倒，也可以協助擊倒其他相鄰的保齡球瓶。以

前面所提Killer Application來說，正是擊倒第一支保齡球瓶的敲門磚，或

是第一個特定利基市場的橋頭堡，以Killer Application站穩市場後，再開

拓其他的利基市場。 

   印證香港八達通卡的擴散模式，其前身之磁條式儲值卡於1979年僅適用

於香港地鐵，後來在香港政府的鼓勵下加入巴士及渡輪，1997年正式推出八

達通卡，以香港彈丸之地，「大眾運輸」與一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每日幾

乎不是坐地鐵、巴士便是渡輪，加上八達通卡採用非接觸式的電子貨幣型式，

交易迅速，立刻吸引所有消費者，成為Killer Application，一年之內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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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一張，站穩大眾運輸後，並於2001年開始攻佔一般商店小額付款的利基

市場，於當年7-11超商亦開始收授八達通卡，至2003年初全香港已有160

多家特約商家，其中包括停車場、自助服務店、會議展覽廳及多項康樂設施

等，為電子貨幣立下一成功的典範。 

    整理八達通卡之保齡球瓶圖示如下： 

【圖4-7-1八達通卡保齡球道擴散圖】 

 

 

 

                  

 

 

                           

    

另外Moore提到的保齡球瓶模式兩個原則，「量力而為」與「專注於垂直

利基市場」，前者八達通卡以「交通運輸」市場切入，並不急於像其他一般電

子貨幣進入商家及VIP市場。而專注於垂直利基市場則 Moore提出以最終消

費者為對象，八達通卡明顯的以「大眾運輸」使用者為擴散鎖定的族群，也

是其迅速擴散的主因，這點是一般公司未能充分利用保齡球道的經營策略模

式，最後造成失敗的主因，Moore特別強調高科技公司必須早日放棄以研發

為基礎的產品觀點，改採以顧客為基礎的應用觀點，這也是垂直利基市場所

必須的，國內金資中心推出之第一代電子錢未能成功，或許有存在這個因素，

系統與設備過於高科技與複雜，使用起來欠缺親切與人性化，致使推動起來

績效不彰。 

 

1.香港地鐵 

2.香港巴士及渡輪 3.停車場 

4.餐飲店 5.娛樂設施 6.自動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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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達通卡的成功關鍵因素 

   香港人口數600萬人，而其八達通卡發行量達到950萬張，平均一人身上

有1.5張，探討其成功關鍵因素，大致有如下四點： 

1.政府政策的鼓勵與配合：香港政府鼓勵並強制所有交通運輸業者，以

「一卡通」的方式，進行合作與整合，並將其是為香港通用的電子貨

幣，為八達通成功的一重要關鍵因素，使參與業者之資源共享、設備

共用，這便是我們在第四章第三節所提的外在環境中法令因素，國內

電子貨幣業者面臨的最大問題。 

    2.Killer Application：如同前頁所述，八達通卡以「交通運輸」為其

第一個利基，造成壟斷市場，並且區分為成人、學生（12-25歲）、小

童（3-11歲）及長者四個使用族群，分別訂以不同票價，造成迅速擴

散，這也是目前台北捷運公司悠遊卡有意跟進之處。 

    3. 擴散因子的強化：八達通卡強調交易迅速（整個交易程序只需0.3

秒）、高穩定性（採用非接觸式模式）、應用層面廣泛（提供生活便利、

簡化生活種種瑣事）、循環再用（無限次循環使用、卡片材質PET符合

環保精神）等擴散因子；最高儲值金額為港幣 1,000元，至於儲值方

式可分為記名與無記名，前者稱為「個人八達通卡」，可印上個人照片

及姓名，卡上的內藏晶片可儲存持卡者的個人資料，此卡不得轉讓，

可連結銀行帳戶或信用卡帳戶加值，結合金融卡使用，學生不可使用；

而後者稱為「普通八達通卡」，類似現行之台北捷運悠遊卡，則可用現

金加值，適合一般人、小孩或長者使用。八達通卡並對個人八達通卡

推出「自動增值服務」，當卡內餘額不足消費金額時，其將提供自動儲

值250元，而從持卡人的戶頭內自動扣除，方便又貼心。 

         

    4. 新利基市場的擴散：八達通卡已於2001年進軍香港7-11，邁入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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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小額付款市場，至今已有180個地方接受八達通卡，目前持卡

人消費的金額已愈來愈高，其下一階段規範在非付款用途上，包括屋

苑、商廈級學校等出入之門禁及保安系統，這點與悠遊卡擬結合企業

員工卡的用途功能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