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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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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疫情時代的當今，隨著非現金支付工具之使用率日漸提升，我國非銀行
支付產業發展確實迎來全新之契機；並隨著 2021 年 7 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的修正施行，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的發展，更是迎來全新的篇章。
然而，若詳觀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修法內容，或審視我國整體
支付法制體系，卻可發現，我國支付法制似乎仍保守在傳統「以銀行為中心」之
監理思維與監管架構中，進而造成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在「監理框架」設計上，
仍存在著諸多缺陷與困境，亦同時造成非銀行支付業者，仍須面臨諸多不必要的
法規或准入障礙。對此，本研究歸咎其原因無非在於，我國立法者或監管者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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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之本質與風險差異，從而導致我國在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形塑上，往往是根基於顯
大
立
不相容的「監理本質」或「監理原則」，甚而無法形成一套具有完整性與系統性

法正確體認到「非銀行支付服務」與「傳統銀行金融業務」（存款與放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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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理框架」。

‧

因此，本研究在支付體系與支付工具的概覽下，先行釐清與劃定「非銀行支
付」應有的「本質內涵」與「發展態樣」；進而，透過非銀行支付的各式「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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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探討，統整出非銀行支付服務相異於傳統銀行業務的「監理本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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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標」、「監理原則」，以及具體的「監理面向」；而後，本研究透過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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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應有的基本「分析框架」。從而，藉由前述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與法
hengch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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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坡、日本非銀行支付法制的剖析與比較，歸納出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監理法

制「分析框架」的歸納，本研究對於我國現行的非銀行支付法制進行通盤的審視
與檢討，並總結出我國法制存在著「監理本質」失調、「監理範圍」破碎化、「監
理密度」失衡化、「監理措施」僵化等困境與缺陷。
最後，基於以上法制困境與缺陷，本研究在正確的「監理本質」理解下，借

鑒歐盟、新家坡、日本法制，嘗試為我國提出《銀行法》與非銀行支付法制「監
理框架」之重塑芻議，希冀藉帶動我國非銀行支付產業的健全與普惠發展。
關鍵字
非銀行支付、電子支付、第三方支付、電子貨幣、虛擬通貨、加密資產、金融
科技、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支付服務指令、支付服務法、資金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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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re has been a surge in the use of non-cash payment
tools along with a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for Taiwan's non-bank payment
industry. And with the amendment of the "Act Governing Electronic Payment
Institutions" (Act) in July 2021, Taiwan's non-bank payment regulation has also
ushered in a new chapter.
In this regar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supervision framework cannot be over emphasized. However, Taiwan's regulators still
hold a conservative view in the traditional "bank-centered" regulatory thinking, this
further causes Taiwan's non-bank payment regulation having defects and difficulties in

政 治 大
have to face unnecessary regulatory
立 obstacles or entry barriers.

the design of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Meanwhile, non-bank payment institutions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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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is in the opinion that Taiwan's regulators should have a correctly
recognition of the difference in between "non-bank payment services" and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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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financial services" (deposit & loan). First,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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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developing type" of the non-bank payment. Second, Summ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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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ulatory nature, regulatory principles, and specific regulatory aspects of non-bank
payment servic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various financial risks of non-bank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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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aking a glimpse of the regulation in European Union, Singapore and Jap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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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Summarizing the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shaping the modern non-bank
payment regulation. Fourth, conduct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aiwan's current
non-bank payment regulations, and pointing out the defects such as the dissonance of
regulatory nature,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ulatory scope, the imbalance of regulatory
intensity, and the rigidity of regulatory measures.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study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constructing
Taiwan’s Banking Law and the non-bank paym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Key words
Non-Bank Payment, Electronic Payment, Third-party Payment, Electronic Money,
Virtual Currency, Crypto Asset, Fintech, PSD2, Payment Service Act.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一項

研究動機 ........................................................................................... 1

第二項

研究目的 ........................................................................................... 2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3

第一項
第二項

政 治 大
研究限制 ........................................................................................... 3
立
研究方法與架構.................................................................................... 4

‧ 國

學

第三節

研究範圍 ........................................................................................... 3

研究方法 ........................................................................................... 4

第二項

研究架構 ........................................................................................... 5

y

Nat

io

al

支付體系概論 ....................................................................................... 6

n

第一節

sit

支付體系與非銀行支付 ............................................................................ 6

er

第二章

‧

第一項

Ch

engchi

i
Un

v

第一項

支付及支付系統概念 ........................................................................ 6

第二項

支付工具介紹及演變 ........................................................................ 7

第三項

非現金支付工具 ................................................................................ 8

第四項

支付交易架構.................................................................................. 21

第五項

結算與清算系統 .............................................................................. 22

第六項

跨境支付系統.................................................................................. 24

第二節
第一項

非銀行支付概論.................................................................................. 25
非銀行支付之定義 .......................................................................... 25
I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二項
第三節

非銀行支付之源起 .......................................................................... 26
我國非銀行支付發展 .......................................................................... 31

第一項

電子貨幣 ......................................................................................... 31

第二項

第三方支付與電子支付機構 .......................................................... 34

第三項

行動支付 ......................................................................................... 47

第四項

虛擬通貨支付.................................................................................. 50

第五項

創新匯款服務.................................................................................. 58

第六項

小結：我國非銀行支付發展之統整 ............................................... 62

非銀行支付之風險探討 ...................................................................... 65

學

第一節

‧ 國

第三章

政 治 大
非銀行支付之風險與監理探討 .............................................................. 65
立
支付之傳統金融風險 ...................................................................... 65

第二項

金融科技發展下非銀行支付之風險 ............................................... 69

第三項

小結：非銀行支付風險之統整....................................................... 78

‧

第一項

n

al

er

io

sit

y

Nat

第二節

v

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概論 ...................................................................... 79

Ch

engchi

i
Un

第一項

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本質理解 .......................................................... 79

第二項

非銀行支付監理之目標定位 .......................................................... 84

第三項

非銀行支付監理之原則確立 .......................................................... 87

第四項

小結：非銀行支付監理概論之統整 ............................................... 93

第三節

非銀行支付之監理面向探討 .............................................................. 95

第一項

市場准入與退出面向 ...................................................................... 95

第二項

使用者資金保護面向 ...................................................................... 97

第三項

消費者權益保障面向 .....................................................................102
II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四項

網路與數據安全面向 .....................................................................106

第五項

洗錢與資恐防制面向 .....................................................................110

第六項

支付互通性與市場競爭面向 .........................................................116

第七項

小結：非銀行支付監理面向之統整 ..............................................120

第四章

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比較與分析框架 ..............................................123

第一節

歐盟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124

第一項

《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 .............................................................124

第二項

《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 .............................................................146

新加坡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153

學

第二節

‧ 國

第三項

政 治 大
歐盟支付監理之「三軌監理框架」 ..............................................151
立
《支付服務法》之「三層式許可牌照制度」...............................153

第二項

《支付服務法》之「支付系統指定制度」 ..................................186

sit

y

Nat

日本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188

io

n

al

er

第三節

‧

第一項

v

第一項

《資金結算法》之監理歷程與框架 ..............................................188

第二項

《資金結算法》「預付支付工具」之監理 ..................................191

第三項

《資金結算法》「資金移動」之監理 ..........................................197

第四項

《資金結算法》「加密資產」之監理 ..........................................209

第五項

《資金結算法》之其他重要規範 ..................................................217

第四節

Ch

engchi

i
Un

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分析框架」 ..............................220

第一項

步驟一：確認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範圍 ......................................221

第二項

步驟二：導入差異化之監管牌照或制度設計...............................231

第三項

步驟三：實施差異化之風險管理措施 ..........................................234
III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四項
第五章

步驟四：完善法律確定性與監管賦能機制 ..................................244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檢視與重塑 ..............................................246

第一節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介紹......................................................246

第一項

我國支付監理法制之發展脈絡......................................................246

第二項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剖析 ..............................................248

第三項

我國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 .............................................................263

第二節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困境與缺陷 ..........................................268

第一項
第二項

監理本質之失調與侷限 .................................................................268

政 治 大
監理範圍之破碎與紊亂 .................................................................274
立
監理密度之失衡與錯置 .................................................................280

第四項

監管措施之僵化與缺漏 .................................................................283

‧ 國

‧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重塑......................................................290

y

Nat

sit

第三節

學

第三項

第二項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重塑 ..................................................292

n

第六章

al

er

我國《銀行法》規範之重塑 .........................................................290

io

第一項

Ch

engchi

i
Un

v

結論與未來展望 ....................................................................................308

參考文獻 ...............................................................................................................312

IV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隨著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全球大流行，「數位金融服務」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及「無現金支付」（Cashless Payment）由於得以有
效減少人與人間之實體連結，獲得前所未有的刺激與催化。世界各國及各大科技
巨頭（BigTechs）在此波數位支付浪潮下，莫不積極開展各式數位支付計畫，希
冀在全球景氣低迷之現狀下，得以透過「支付變革」與「支付躍進」打破經濟僵
局。例如：中國數位人民幣（DCEP）及臉書 Libra2.0（現改名為 Diem）全球發
行計畫，即已如火如荼地進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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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觀我國在後疫情時代之現況，除了 2020 年預定「電子化支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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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未達成外2，遲至 2021 年 7 月甫為施行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3，也仍
存在諸多改善的空間；甚者，我國在百 Pay 齊放之無現金支付市場下，面臨到國

‧

際諸多大型支付企業紛紛佈局與搶佔，本土電子支付產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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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仍未見穩健之成長與獲利4，過往業者欲經營新興支付服務或商業模式，面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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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准或法規遵循時也時常處處碰雷5。凡此足見，我國無論於公部門法制
推展上或私部門產業發展上，均已逐漸落後於全球數位支付之浪潮。因此，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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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憂外患之痛點下，關於我國「支付法制革新」及「電子化支付普惠」，即成為
吾人當下所應關注與探討之重點。

engchi

1

See Douglas W. Arner et al., After Libra, Digital Yuan and COVID-19: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and the New World of Money and Payment Systems, 65 European Bank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at 1~2（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622311（last visited: 2021.12.25）.

2

經濟日報，非現金支付比率未達標 金管會再訂 3 年 6 兆新目標，2021 年 3 年 24 日，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529521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3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於 2019 年 7 月底金管會即已提出；然而，卻遲至 2021 年 7
月始為施行。金管會，預告修正「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2019 年 7 月 30 日，
https://reurl.cc/Gm9vXW（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4

截至 2020 年底，台灣多數電子支付業者仍未見穩定之獲利，成本高居不下。數位時代，LINE
Pay 擴大燒錢、街口踩住煞車，台灣行動支付大戰下一步怎麼走？，2021 年 5 月 6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2673/line-pay-jkos（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5

如我國「數字科技」與「櫻桃支付」案例，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新新聞，數字科技敗給過
時的法令，2014 年 9 年 9 日，https://reurl.cc/V66lDN；華視新聞網，
「海洋台灣夢」被法海吞噬
的扁舟，2019 年 7 月 19 日，https://reurl.cc/R1R78D（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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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隨著近年來虛擬通貨之崛起，「虛擬通貨支付」也成為人們對於未來
無現金支付之想像與願景。對此，諸多國家皆已透過完整的支付監理法制加以規
範6；然而，伴隨著區塊鏈技術之應用擴張，以及首次代幣發行之狂熱盛行，我國
近期相關之討論與立法，卻多是聚焦在「區塊鏈技術」、「智能合約」或「證券
型虛擬通貨」之監理7，關於區塊鏈 1.0 下虛擬通貨最為原始應用的「支付功能」
與其監理，則顯少為人所論及與探討。長久下來，缺乏監管規制與監理探討，即
容易導致我國「虛擬通貨支付」落入「監管真空」（regulatory vacuum）之狀態，
而不利於產業發展與消費者保護。因此，關於「虛擬通貨支付」之監理，也成為
吾人當下所應關注與探討的重點。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政 治 大

在前述之研究動機下，本文審視「支付法制革新」、「電子化支付普惠」及

立

「虛擬通貨支付」之問題背景，無非皆是源自於近來「非銀行支付服務」（Non-

‧ 國

學

Bank Payment Service）之崛起。具言之，面對各式創新「非銀行支付服務」之崛
起，我國過往或現有之支付監理法制（如：《銀行法》或《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

例》），往往在給予嚴密監管之同時，卻也造成支付業者過度之監管負擔或准入

y

Nat

障礙；甚至，在諸多情形下，法規設計上也存在諸多監管漏洞與適用疑義，除了

al

er

io

sit

導致業者面臨高度之監管不確定性外，也造成消費者面臨監管真空之風險。

n

而細究以上缺失之根本原因，可能來自於我國立法者或監管者無法體認到

Ch

i
Un

v

「非銀行支付服務」與「傳統銀行金融業務」（如收受存款業務）之本質與風險

engchi

差異，導致其在支付監理法制之形塑上，往往是根基於顯不相容的「監理本質」
或「監理原則」。亦即我國仍保守在傳統「以銀行為中心」與「一刀切式」（onesize-fits-all）之監理思維及監管架構中，進而造成我國支付法制在「監理框架」之
諸多設計上模糊失序，失卻合乎風險比例之監理密度與監管措施。

6

參考 2020 年劍橋大學研究報告，虛擬通貨在全球目前已有多數國家透過許可牌照制加以監理，
其中不乏有透過支付或資金服務法制加以監理者（如美國、新加坡、日本）
。See Apolline Blandin
et al., 3rd Global Cryptoasset Benchmarking Stud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at 52~53（Sept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83dy5g（last visited: 2021.12.25）.

7

我國目前僅對於「證券型虛擬通貨」擬定監管措施。依據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80321164 號
令，證券型代幣將核定為證券交易法所稱之有價證券，並以 3000 萬為基準針對「分潤型」與
「債務型」之代幣採以「分級管理，小額先行，大額沙盒」之作法。金管會新聞稿，金管會對
「證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相關規範」之說明，https://reurl.cc/KryLdp（最
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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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問題意識）即在於：藉由「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探
討，結合以上「支付法制革新」、「電子化支付普惠」及「虛擬通貨支付」等相
關概念與監理議題，在有別於「正規金融風險」與「傳統銀行監理理論」之視角
下，建立適切的「監理原則」與「分析框架」，以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進行通盤之檢視與重塑，從而促進我國未來非銀行支付產業之健全發展。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範圍主要包含以下主題：（1）支付體系之概覽，將解析支付體系
之完整架構；（2）非銀行支付之梳理，將詳盡探討非銀行支付之本質內涵，以及

政 治 大

我國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發展概況；（3）非銀行支付之風險，將分析金融科技

立

發展下，非銀行支付可能產生之各式新興風險；（4）非銀行支付之概念理論，將

‧ 國

學

在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與「監理目標」探索下，歸納出非銀支付應有之「監
理原則」；（5）非銀行支付之監理議題，將歸納非銀行支付所面臨之各式具體

‧

「監理面向」，詳盡分析每個面向可能存在的監理議題與考量；（6）國際非銀行
支付監理法制，將研究與比較目前非銀行支付法制較為發達之司法管轄區域（歐

y

Nat

sit

盟、新加坡、日本）所採行之監理框架；（7）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分析框

er

io

架」，將透過上述各司法轄區法制之比較，歸納出形塑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基本框

al

n

iv
n
C
hengchi U
現況與缺失；（9）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重塑，將借鑒國際間主流之監理法
架與內涵；（8）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剖析，將解構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監理

制，試圖在我國法制發展背景與監理脈絡下，重新形塑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框架。

第二項 研究限制
綜合以上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本文將對於各個非銀行支付類型、風險與監
理面向全面以觀後，限縮及聚焦在為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提出「框架性」之
重塑芻議；而非著重在對於每一非銀行支付服務態樣或風險類型，個別提出完整
且細緻之立法探討或修正建議。蓋於金融科技迅猛發展下，支付態樣不斷革新、
風險類型亦變化無窮，若欲針對現有之各式支付服務態樣或監理面向，提出完整
而鉅細靡遺之探討或法規建議，除囿於研究篇幅限制及避免焦點發散外，也有掛
一漏萬與考量不足之嫌；甚或，因技術與風險之演進，而流於過時與僵化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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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研究僅限縮於支付監理架構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探討，因此
對於整體支付系統監督（oversight）、銀行支付監理、廣泛貨幣政策、外匯管制、
貨幣主權等問題皆不在本文研究範疇內；對於「信用卡」或「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所涉及之「消費者信貸」（consumer credit）監理議題，本文亦不
深入探究。至於「虛擬通貨」之監管探討，本文也僅限縮在具支付性質之支付型、
功能型虛擬通貨，尚不深入探討其他證券型虛擬通貨或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監管。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一項 研究方法
第一款

文獻回顧及歸納

政 治 大

針對上述研究範圍，本文主要是參考各大國際金融準則制訂組織（Standard

立

Setting Body），例如：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金融穩

‧ 國

學

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國際證券管

‧

理委員會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以及全球
普惠金融合作夥伴組織（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等機構，所公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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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相關準則建議、工作報告或統計分析；再配合國內外專家學者所撰寫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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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論文專書、網路文章；以及我國政府部門或民間組織公布之相關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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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說明、立法公報、法院判決、各式統計資料、網路新聞等文獻，進行完整的梳理

Ch

engchi

與歸納，以藉此形塑完整的問題與風險意識，並奠定相關之論述與研究基礎。
第二款

比較法分析

又針對研究範圍所包含之國際法制比較部分，本文主要參考「歐盟」、「新
加坡」與「日本」等支付監理較為成熟或先進之立法例。透過統整上述三個司法
轄區立法與主管機關所公布之法律文件、國外專家學者所撰寫之期刊論文與網路
文章等，分別探討此三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的監理框架與監管設計；並透過此
三個監理法制之綜合比較與評估8 ，從而歸納出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的
基本「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
8

關於比較法上之分析與評估重點，本文主要參考：See Rhys Bollen, Best practice in the regulation
of payment services, School of Accounting College of Business RMIT University, at 6~12（2010）,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1747222（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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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分為七大章，除了第一章「緒論」外，其他章之內容與架構簡
要說明如下：
第二章「支付體系與非銀行支付概論」，本文將先就宏觀「支付體系」為通
盤之概覽，解析並掌握支付之基礎概念後；再於零售支付體系下，聚焦探索「非
銀行支付」之本質意義與源起；並逐一檢視我國非銀行支付各式創新支付工具與
概念之發展，歸納出我國非銀行支付之現有樣貌，從而初步釐清與劃定本文所欲
探討之非銀行支付「監理範圍」。
第三章「非銀行支付風險與監理探討」，本文將解構非銀行支付在金融科技

政 治 大
本質」、「監理目標」與「監理原則」；並且在上述風險態樣與監理原則之交錯
立
下，梳理非銀行支付監理可能存在的具體「監理面向」與內部議題。

發展下，所可能產生之「金融風險」質變與擴散；進而探討非銀行支付之「監理

‧ 國

學

第四章「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比較與分析框架」，本文將分別探討目前歐

‧

盟、新加坡、日本所採行的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並深入分析該些監理法制之監
理設計與方法；進而，透過該些監理法制之綜合比較與評估，歸納出形塑現代非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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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支付監理法制的基本「分析框架」，並在此分析框架中逐一檢視其各「分析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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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應有之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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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檢視與重塑」，本文將先行解析我國立

engchi

法者、主管機關與司法實務過往對於「支付法制」之監理脈絡，並解構我國現行
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監理狀況；再透過前一章歸納之「分析框架」，逐一檢視與評
析我國現行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存在的諸多困境與缺失；進而，在此些困境與缺
失下，借鑑前述歐盟、新加坡、日本法制之監理設計，重新形塑我國非銀行支付
法制之「監理框架」。
最後，第六章「結論與未來展望」，本文將統整前述各章之探討成果，總結
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檢討與重塑之芻議，並展望未來可能存在的監理契
機與挑戰。希冀藉由本研究，得以拋磚引玉，開啟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更全
面的探討與思辨，進而帶動非銀行支付產業之健全與普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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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支付體系與非銀行支付
欲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進行探討，即必須先就宏觀的「支付體系」為通盤
之概覽，方能在廣大支付體系中，針對「非銀行支付」之本質內涵與發展態樣為
更深一層描繪，進而初步釐清與劃定非銀行支付「監理範圍」之所在。故本章將
於第一節，先針對「支付體系」為通盤之概述；再於第二節，接續探尋「非銀行
支付」之本質意義與源起；最後於第三節，逐一檢視我國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之
發展，並綜合歸納此些支付服務之關聯。

第一節 支付體系概論
第一項 支付及支付系統概念

政 治 大

所謂「支付」（Payment），有認為係指為獲取商品或服務而付出之對價者，

立

亦即一方移轉金錢或讓與對第三人之「金錢請求權」或「貨幣債權」（Monetary

‧ 國

學

Claim）予他方，以交換等值商品或勞務之行為9；又參照國際清算銀行（BIS）支
付暨清算系統委員會（CPSS）之見解，該「金錢請求權」或「貨幣債權」須為雙

‧

方共識之形式，通常即為流通之「現金」或「銀行存款」10。然而，廣義而言，

y

Nat

亦有認為，任何涉及「資金傳輸」（Money Transmission）及「價值傳遞」（Valu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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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Transfer）之行為，均得以被視作支付，不應僅限於法律上金錢之交付或移轉11。

n

關於「支付體系」或「支付系統」（Payment System），則係指處理或提供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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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貨幣價值「保管」（custody）、「移轉」（transfer）及「流動性」（liquidity）

engchi

等「支付核心功能」（core payment functions）12之架構或系統。其構成要素包
含：支付工具、支付基礎設施、系統參與者、系統監管者，以及維繫支付制度運
作之法律、規章、標準、市場慣例與協定。而在此些要素中，又以「支付工具」
是支付體系發展最初始且基礎之元素，故以下將先行介紹「支付工具」之概念。

9

王文宇、林育廷，票據法與支付工具規範，頁 9，元照出版社，2008 年。

10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 at 15（1996）,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bisp01.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11

See Rhys Bollen, What a Payment is (and How It Continues Confuse Lawyers), 12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at 189~190（2005）,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q8KQap（last visited:
2021.12.25.）.

12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Mapping the Shadow Payment System, 2019-001 SWIFT
Working Paper , at 7~9（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Wdq0Kx（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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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支付工具介紹及演變
第一款

支付工具及貨幣概念

所謂「支付工具」
（Payment Instrument）
，係指一方欲移轉價值於他方時，用
以乘載與傳遞價值之載具或方法13。廣義而言，一切能幫助使用者完成「金錢」
及「貨幣」
（money）價值移轉之工具或方法，均可稱為支付工具14。是以，關於
支付工具之演變，即必須由「錢」及「貨幣」（money）等原始概念先為敘明。
首先，在原始「以物易物」
（bartering）之經濟市場中，交易雙方為尋求滿足
慾望雙重一致性（double coincidence of wants）之買賣時，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通常極為高昂。因此，為消弭「雙重不一致性」所帶來之成本問題，亟待

政 治 大
作為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為「交易媒介」的概念即應運而生，其同時亦表彰著支付
立
履行之「信任」已由個體保證走向群體社會的「共識」；至於「貨幣」（money）
於引進一個交易雙方彼此信任之中介物品作為「交易媒介」。而「錢」（money）

‧ 國

學

則是再將「錢」此一抽象概念，予以具體化為一「廣泛的共識型態」15。而該共
識型態於經濟學上，則被廣泛認為是「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計價

‧

標準」
（unit of account）及「價值儲藏」
（store of value）三種經濟功能之集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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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形式之演進與無現金時代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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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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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伴隨上述三種經濟功能，貨幣之共識型態也隨著人類社會進步，由早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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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商品貨幣」（commodity money）及「貴金屬貨幣」（precious metal money），

engchi

演進至現今「信用貨幣」（credit money）時代。而「信用貨幣」顧名思義，即是
以發行者之「信用基礎」所發行之貨幣，例如：中世紀歐洲作為現代銀行與貨幣

13

周天、戴豪君，新興電子支付系統之法律關係與風險管理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中心研究，頁 14，2002 年 12 月。

14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 A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t 37（March. 2003）,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glossary_030301.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15

王文宇、林育廷，同註 9，頁 5~7。

16

（一）交易媒介，係指貨幣應被廣泛接受為支付工具，以降低慾望雙重不一致性所生之交易成
本，進而助於經濟之發展；（二）計價標準，係指貨幣得以使一切財貨或服務，皆可透過共同
之「貨幣單位」來衡量或計算，如此較能產生一公平的「標準化」計價單位，以降低交易成本；
（三）價值儲藏，則係指貨幣得以表彰「購買力」
（purchasing power）
，能保持收入之價值並且
在未來交易時能夠花費該價值，而享有較高之流動性。黃昱程，貨幣銀行學，頁 9~16，華泰文
化事業出版社，2017 年 9 月，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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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開端，其所流通之「金匠券」（Goldsmith's note）或「銀行券」（Banknote）
即是基於當時個人或銀行之信用所發行之「信用憑據」；日後才逐漸演變為近代
中央銀行憑藉國家主權信用所專屬發行之「法定貨幣」（fiat money）17。是以，
時至今日，紙幣或硬幣等「現金通貨」
（currency）18作為國家主權與信用之展現，
即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中最為信任且倚賴之「支付工具」19。
然而，隨著經濟及科技之進步，在現代資本社會中，各項投資與消費金額均
快速成長下，「現金交易」所存在之大量交易成本與缺陷即開始顯現。例如：現
金之防偽設計、製造及發行均耗費甚鉅，亦無法完全避免偽造之風險；大量現金
用以傳輸、收付、記帳及找零時也極為不便，甚至有失竊、遭受搶劫、規避稅收
及不法洗錢之風險20。因此，在此些成本與缺陷下，人們便開始透過科技之應用，

政 治 大
現金支付工具」（Non-cash payment instruments）。除了國家廣泛建置「電子資金
立

以追尋更為便捷且安全之「電子資金移轉」（Electric Fund Transfer, EFT）或「非

移轉系統」，提供大眾便捷之支付基礎設施外，大量私人發行之卡式塑膠貨幣、

‧ 國

學

電子貨幣、虛擬通貨等「非現金支付工具」也逐漸興盛，此亦導致近來有諸多國
家，均已朝向「無現金社會」（Cashless Society）或「無現金時代」發展21。

‧
sit

y

Nat

第三項 非現金支付工具

al

er

io

而面對當下種類繁雜之「非現金支付工具」，自有必要先就其歸納彙整，以

n

便於後續之探討與掌握。基此，本文參考我國學者提出之分類，依照各式非現金

Ch

i
Un

v

支付工具之「特有本質」及「不可替代之重要功能」22，將之分為票據、信用卡、

engchi

17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The Shadow Payment System, 43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at 112~117（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6l2zyr（last visited: 2021.12.25）.

18

「通貨」
（currency）
，係指市面上主要流通的「實體形式」貨幣（例如：紙鈔或硬幣）
，故亦可
稱之為「現金」
（cash）
。而現代經濟體系之貨幣供給，除了央行所獨享發行之「通貨」外，尚
包含「存款貨幣」
（deposit money）
，且「存款貨幣」依其存放於中央銀行或商業銀行之不同，
又可分為「中央銀行貨幣」
（CeBM）及「商業銀行貨幣」
（CoBM）
。黃昱程，同註 16，頁 29~32。

19

例如：在我國現金仍是大眾日常生活最普遍使用之零售支付工具，流通量亦逐年增加，目前約
新台幣 2 兆元。楊金龍，中央銀行貨幣與零售支付系統―兼論財金公司扮演之角色，108 年 11
月 17 日，https://reurl.cc/AqEmaE（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20

臧正運，無現金支付時代的應許與挑戰，載：金融科技發展與法律，頁 137～138，五南出版
社，2018 年 4 月，2 版。

21

例如：瑞典大部分商店及銀行已不再處理現金，現金支付僅佔瑞典整體支付總額的 1％，零
售交易僅有 15％是以現金為之。See, Sveriges Riksbank, Payment Patterns In Sweden 2018, at 5
（May. 2018）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4gE3Ev（last visited: 2021.12.25）.

22

王文宇、林育廷，同註 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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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買後付、與帳戶連結支付工具、電子貨幣、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虛擬通貨
以及中央銀行數位通貨等九大種類。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款

票據

票據（Negotiable Instruments），係指以支付一定金額為目的，並依據法定記
載要件所發行之有價證券。其種類於我國又可分為匯票、本票與支票三種，並依
其性質不同，各具有匯兌、信用及支付等功能23。而票據與其他支付工具之最大
差異即在於，其是發票人以其「個人」信用所發行與流通，並強調票據之「無因
性」24，而非如其他支付工具均須透過第三方機構之發行或授信，始得以流通。
故基於其獨特之信用與支付功能，票據亦為非現金支付工具之一種，且近來隨著
電子化支付之興起，「電子票據」之應用也隨之發展。
第二款

信用卡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信用卡（Credit Card），是一種以「信用憑證」作為交易媒介之支付工具。
其運行機制是：「發卡機構」以其信用授與持卡人特定額度之擔保，同意持卡人

‧

於「商戶收單機構」（Merchant Acquirer）所合作之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時，享有
延遲付款之利益，使持卡人得以於特定時間到期後，再向發卡機構償還全額或部

y

Nat

sit

分之款項25；收單機構則於特定時間到期後，再向發卡機構請求其已支付予特約

er

io

商店之墊款。由於現代信用消費之額度授與通常是由商業銀行所供給，信用卡交

al

iv
n
C
26
國際發卡組織、我國聯卡中心或財金公司）等當事人間運行
。
hengchi U
n

易制度大多是在持卡人、發卡銀行、特約商店、收單銀行以及清算機構（例如：

另外，隨著近世紀網際網路（Internet）之普及化，以及「SSL」等網路安全
協定之應用27，「線上信用卡」也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與零售消費上普遍信任
與倚賴之支付方式。

23

參照《票據法》第 1 條至第 4 條規定。

24

王文宇、林育廷，同註 9，頁 12、18。

25

參照《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第 1 條之規定，指持卡人憑發卡機構之信用，向特約之人取得商
品、服務、金錢或其他利益，而得延後或依其他約定方式清償帳款所使用之支付工具。

26

關於信用卡交易之流程及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請參閱：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業務
說明，https://reurl.cc/V6jlZA（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27

關於 SSL（Secure Sockets Layer）之技術機制，詳細參閱：郭冠甫，電子付款機制的興起與相
關法律問題（上），資訊法務透析，第 12 卷第 1 期，頁 43~46，20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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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先買後付

「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作為近年來新興之支付手段或支
付工具，其運作機制主要是透過如下圖 2-1 所示之三方架構，使消費者在商品或
服務之實質交易過程中，得選擇先由「先買後付提供商」（Buy now pay later
providers）授予消費者一定之信用消費額度，使先買後付提供商為消費者先行代
墊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全部或部分價金；特約商家（或電商平台）則於特定時間到
期後，再向先買後付提供商請求其價金墊款；最後，再由消費者於特定時間到期
後，向先買後付提供商給付全額或部分之款項28。

立

政 治 大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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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先買後付之三方架構架構圖（本文自行繪製）29

Ch

engchi

而「先買後付」之應用，即在於使消費者在不具信用卡或不符信用卡申請資
格之情形下，也能透「先買後付提供商」之簡易授信程序（soft credit check），
享有延遲付款之利益。因此，「先買後付」雖然與信用卡同為「後付交易」（Pay
after）之支付手段或工具，然而其不同於前述傳統信用卡之應用架構即在於，先
買後付之授信機構可以為「一般民間貸款機構」，並非如傳統信用卡之發卡機構
多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從而使消費者無需經過商業銀行之嚴苛授信程序，也能獲
取小額之信用消費。

28

See Australian Securities & Investments Commission（ASIC）, Report 600：Review of buy now pay
later arrangements, at 6（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Z2zLA（last visited:
2021.12.25）.

29

圖片參考：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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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與帳戶連結支付工具

與帳戶連結支付工具（Account-Based Payment Instrument），係指消費者預
先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簽訂相關契約，開立帳戶後，持該金融機構所發行之支付工
具或依所指示之方式，透過轉帳交易功能完成支付者30。其應用類型主要如下：
一、電子資金移轉
電子資金移轉（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係指透過 ATM、電話、電腦等
電子終端設備，以命令或指示授權方式，令金融機構於所連結之帳戶中進行扣帳
或入帳之資金移轉行為。其交易態樣又可分為「消費性電子資金移轉」、「商業
性電子資金移轉」及「跨國性電子資金移轉」。其中「消費性電子資金移轉」依

政 治 大

授權指令之型態，又可再分為「入帳移轉」（credit transfer）及「扣款轉帳」（debit
transfer）兩類31，於我國中央銀行之定義下．亦可稱之為「貸項撥轉」及「直接

立

扣款」32。

‧ 國

學

二、金融卡

‧

金融卡（Bank Card），係指由金融機構發行之交易識別憑證，並具備提款、

y

sit

io

er

三、簽帳金融卡

Nat

轉帳、轉帳消費、繳稅（費）查詢餘額與更換密碼等功能之塑膠卡片。

al

n

iv
n
C
一卡片，又可稱為「扣帳卡」或「借記卡」。簽帳金融卡除了具備一般金融卡之
hengchi U
簽帳金融卡（Debit Card），係指結合電子資金移轉與卡片式付款之多功能合

功能外，尚得以如信用卡之使用方式，使持卡人也可以至實體或網路商店進行刷
卡消費，於刷卡同時即時連線至帳戶中扣除價金付款33；然而，簽帳金融卡與信
用卡之最大差異即在於，簽帳金融卡是連結活期存款帳戶的支付工具，消費者消
費時即直接扣款，故不會產生超刷、透支或動用循環利息的狀況。

30
31

王文宇、林育廷，同註 9，頁 20。
「入帳移轉」為付款指示，係指授權銀行自帳戶中將指定數額之資金轉入第三人（債權人）之
帳戶；
「扣款移轉」則為收款指示，係指為收取對第三人之債權，授權銀行得將指定數額之資
金由第三人（債務人）之帳戶轉移自債權人（指示人）之帳戶中。例如代收公用事業水費、電
費及保險費等。採用此種支付方式，受款人須事先取得第三人（債務人）同意付款行扣款之授
權書。

32

中央銀行，中華民國支付及結算系統，頁 12，2009 年 9 月。

33

王文宇、林育廷，同註 9，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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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電子錢/電子貨幣

參考我國央行及國際清算銀行（BIS）之相關報告34，「電子貨幣」（Electric
Money, E-money）係指使用者預付（prepaid）對價，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
將貨幣價值儲存（stored value）於特定電子貨幣發行機構（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s, EMIs）所發行之實體或網路載具內，並可在多用途之情境下消費使用
（multipurpose）。電子貨幣不同於前揭四種支付工具即在於：電子貨幣具備「先
付款後消費」之預付性；且前述四種支付工具均須與銀行帳戶連結或由第三者授
信，而電子貨幣之「扣款」則無庸與銀行帳戶連線，亦毋須再經由授信35。
此外，「電子貨幣」也與「中央銀行貨幣」（CeBM）及「商業銀行貨幣」
（CoBM）有所不同。如下圖 2-2 所示，三者雖均是「電子形式貨幣」（electronic

政 治 大
連結仍為法定貨幣，其可直接作為「清算資產」（settlement
asset），亦仍為典型
立
representations of money）；然而，「中央銀行貨幣」及「商業銀行貨幣」所直接

‧ 國

學

之金錢或貨幣債權；反之，「電子貨幣」嚴格言之並非為貨幣，充其量僅為貨幣
價值（法償貨幣計價）之支付載具36，或發行者以金錢債權為對價單位所發行之

‧

可回贖債權（然該債權一般無法對發行者直接請求提領現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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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電子形式貨幣之分類38

34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supra note 10, at 1.

35

李榮謙、方耀，電子支付系統與電子貨幣: 發展、影響及適當的管理架構，中央銀行季刊，第
23 卷第 3 期，頁 17，2001 年 4 月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832415124471.pdf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
。

36

電子貨幣不完全具備前揭貨幣之四大功能，例如就計帳單單位（unit of account）而言，電子貨
幣仍須仰賴傳統貨幣為單位。詳細請參閱：陳冲，電子貨幣之金融監理，載：商事法暨財經法
論文集─王仁宏教授六秩華誕之祝壽論文集，頁 924，元照出版社，1999 年。

37

廖崇宏，論電子支付的基礎法律關係—以 PChome 線上支付與 PayPal 支付服務為例，興大法
學，第 27 期，頁 246，2020 年 5 月。

38

圖片節錄於：中央銀行，FinTechs 與 BigTechs 在支付領域之發展及影響，9 月 27 日央行理監
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頁 65，2019 年 9 月，https://reurl.cc/W4j3p9（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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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Third party payment），廣義而言39，係指具備一定實力與信譽
之「非銀行機構」，利用其所經營之平台或網絡系統介入於支付體系中，作為獨
立於收款人、付款人及傳統銀行以外之「第三方中介者」，向收款人或付款人提
供一種或多種之「資金傳輸服務」（money transmission service），例如：代收
代付、履約擔保支付、預付儲值交易、小額匯款、信用款項移轉等，從而完成收
款人或付款人之任何資金移轉需求。
是以，第三方支付雖大多是在連結前述支付工具（如連結帳戶之支付工具、
信用卡支付）之應用，並在既有之銀行支付體系下提供大眾資金移轉服務 40；然
而，其不同於上述其他支付工具之特殊性即在於「非銀行機構」之介入，使其得

政 治 大
商戶之支付需求，為大眾與商戶提供更為便捷及普惠之支付服務。
立

以突破過往銀行支付或資金移轉之架構限制，更大程度地貼近一般民眾或中小型

‧ 國

學

第七款

行動支付

‧

參考國際清算銀行（BIS）之定義41，「行動支付」（Mobile Payment）亦可
稱為「移動支付」，係指使用者藉由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平板、智慧型穿戴設備

Nat

sit

y

等各式行動通訊裝置，連結支付平台之應用程式與裝置系統，綁定相關付款工具

al

er

io

（例如：信用卡、金融卡、銀行存款帳戶或儲值現金等）後；再透過語音、簡訊、

n

近場通訊（NFC）、掃描 QR Code 或示出付款條碼等方式，完成扣款、轉帳或授
權支付之支付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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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行動裝置作為資金移轉之「載具」或「方法」，亦可理解為支付工具
之一種。而雖然行動支付也與前揭之其他支付工具多有連結，然而其不同於其他
支付工具之特殊性即在於「行動通訊裝置」之使用，使其更大程度地減少支付交
易時間及成本，從而增強線上到線下虛實消費之電子商務應用。

39

關於「第三方支付」之廣義與狹義論述，詳見本文後述頁 35。

40

例如：
「代收代付服務」僅係將過往收付雙方單一支付流程，在既有銀行支付體系下分拆為兩
段式之「代收」與「代付」流程。林育廷，第三方支付之監理與法制規範研究，科技部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期末報告，頁 5，2015 年 11 月，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8318104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41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 Innovations In Retail Payments, at 13（May. 2012）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02.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13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八款

虛擬通貨

透過前揭電子貨幣之介紹，可得而知，電子貨幣是以數位或電子形式存在之
一種支付工具；然而，隨著近來「數位通貨」（Digital Currency）、「虛擬通貨」
（Virtual Currency）與「加密通貨」（Cryptocurrency）42等概念問世後，即產生
以下疑問：「電子貨幣」與其間之關係與差異究竟如何？該些「虛擬通貨」是否
也得以視為「貨幣」或「支付工具」？對此，本文參考國際清算銀行（BIS）、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我國中央銀行所提示之相關報告，分別探討如下：
一、數位通貨與電子貨幣
「數位通貨」（Digital Currency）及「虛擬通貨」（Virtual Currency）於現今

治
政
之概念與內涵亦皆有所不同。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數位通貨」
大
立
定義為以數位形式表示價值存在之物 ，其中以法償貨幣計價之「電子貨幣」及
並無統一之界定及用語，國際組織與各國監理機關，甚至是國內外學者間所採用

43

‧ 國

學

非以法償貨幣計價之「虛擬通貨」，均為其下位概念，我國央行也同此定義44；
然而，國際清算銀行（BIS）則將「數位通貨」認定為電子形式資產之下位概念，

‧

其不同於法償貨幣計價之「電子貨幣」，反而更趨近於分散式或自動發行之「虛

sit

y

Nat

擬通貨」概念45。

er

io

是以，在概念及用語之紛擾下，本文就此即直接採以下圖 2-3 我國央行所示

al

iv
n
C
數位形式儲存之價值；然「電子貨幣」主要仍作為法定貨幣價值之數位表述（以
hengchi U
n

之定義：認為「虛擬通貨」與「電子貨幣」應同為「數位通貨」之概念，均是以

法償貨幣為計價單位），而「虛擬通貨」則為非法定貨幣價值之數位表述（非以

42

涉及金融科技相關之專業外文用語，為求一致性，本文採取與中央銀行及金管會之相同用字。
就「Currency」一詞以「通貨」譯之，例如「Digital Currency」譯為「數位通貨」
，而不再稱為
數字貨幣；就「Money」一詞則以「貨幣」譯之，例如「Electric Money」譯為「電子貨幣」
；
「Cryptocurrency」一詞則譯為「虛擬通貨」
，而不再稱為加密貨幣。林盟翔，數位通貨與普惠
金融之監理變革—兼論洗錢防制之因應策略，月旦法學雜誌，第 267 期，頁 30，2017 年 8 月。

43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Virtual Currencies and Beyond：Initial Considerations, at
7~8（Jan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1xM24p（last visited: 22021.12.25）.

44

中央銀行，我國電子支付機制之發展--兼論央行對數位通貨之看法，3 月 24 日央行理監事會
後記者會參考資料，頁 1，2016 年 3 月。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632510582671.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45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 Digital currencies, at 4~6（November. 2015）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37.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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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償貨幣為計價單位）46。

圖 2-3：數位通貨分類（本文重新繪製）47
二、虛擬通貨與加密通貨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另外，根據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所提出之「虛擬通貨架構
報告」（Virtual Currency Schemes），其又特別將「虛擬通貨」定義為是一種不

‧

受管制、數位形式之代幣，通常由發行機構所發行及控制；且該虛擬通貨通常會
在特定之虛擬社群成員中所接受及使用。然而，其也強調此定義很有可能隨著未

Nat

io

sit

y

來虛擬通貨之基本特性發生變化，而同時改寫48。

n

al

er

更為重要者是，如下圖 2-4 所示，該份報告也依據虛擬通貨與現實世界貨幣

i
Un

v

及經濟之關聯，將之分為「封閉型虛擬通貨」、「單向流通型虛擬通貨」及「雙

C
49 h

engchi

向流通型虛擬通貨」三種類型 。其中「雙向流通型虛擬通貨」，係指使用者可
以依兌換比率購買或是販售虛擬通貨，並與現實世界中可相互兌換之貨幣相同，
均能購買虛擬及現實世界中之商品或是服務。而在「雙向流通型虛擬通貨」之架
構下，虛擬通貨又可再分為有中央機構運作之「中心化」者，以及無中央機構運
作之「去中心化」者。其中以區塊鏈（Blockchain）及加密技術（Encryption）達
成「去中心化」者，又可特別稱為「加密通貨」（Cryptocurrency），例如：比特

46

中央銀行，虛擬通貨、區塊鏈等相關議題之最新發展，3 月 22 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
資料，頁 79，2018 年 3 月，https://reurl.cc/r88ddb（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47

中央銀行，同註 44，頁 3。

48

See European Central Bank, 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at 13 （ October. 2012） ,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n5Qjmv（last visited: 2021.12.25）.

49

See Id.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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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Bitcoin）、以太幣（Ether）等。

圖 2-4：數位通貨階層圖（本文自行繪製）
由上可知，實際上「加密通貨」與「虛擬通貨」存在著範圍上之位階差異；

政 治 大
一將比特幣、以太幣等「加密通貨」泛稱為「虛擬通貨」
立

惟本文為配合我國主管機關當前之統一用語，並且基於本文行文方便，以下即統
。

‧ 國

學

三、虛擬通貨是否為貨幣或支付工具

50

藉由雙向流通之特性，虛擬通貨得以與法定貨幣相互兌換，並且可在實體世

‧

界中購買商品與服務。然而，該些特性是否導致虛擬通貨同時符合「貨幣」之概

sit

y

Nat

念；抑或是否得以直接作為價值移轉之「支付工具」，就此分別探討如下：

n

al

er

io

(一) 虛擬通貨是否為貨幣仍有疑義
1. 經濟上之觀點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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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依照前揭對於「貨幣」之定義，多數學者及國家均認為應符合貨幣之三大功
能，亦即「交易媒介」、「記帳單位」及「價值儲存」。然而，虛擬通貨因交易
規模通常較小、使用範圍有限，甚至部分國家仍禁止虛擬通貨發行與流通，使其
並非廣泛被認為得以作為交易媒介；且少有證據顯示其被當作計價的單位；復因
其價格波動大，亦不適合作為價值儲藏及延遲支付工具。故於經濟觀點而言，多
國央行仍認為虛擬通貨於貨幣功能上仍存在諸多缺陷，從而不符合貨幣之定義。

50

另外，應特別說明者係，目前許多國際組織（例如：G20、IMF、FATF）有鑒於虛擬通貨不具
交易媒介、價值儲存及記帳單位等三大功能，其被稱作「通貨」
（currency）並不恰當。因此，
為避免虛擬通貨被誤導為貨幣，而陸續改以「加密資產」
（crypto asset）或「虛擬資產」
（virtual
asset）等詞取代虛擬通貨。然而，本文基於行文方便，以及凸顯其做為支付工具時價值流通之
特性，仍以「虛擬通貨」稱之，僅於必要時（例如：針對日本《資金結算法》或 FATF 指南之
固定用語）稱以「加密資產」或「虛擬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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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應注意者是，近來隨著虛擬通貨漸漸為大眾所接受及使用，且虛擬通
貨之價格也得以與法定之貨幣或資產所掛鉤而作為「穩定幣」（Stable Coins）51，
進而使虛擬通貨漸漸適合作為交易媒介、記帳單位、延期支付及價值儲存之工具
時，抑或於不久將來，虛擬通貨將可能不再被視為單純之投機工具，而是被廣泛
認定為符合貨幣三大經濟功能之「非主權貨幣」。
2. 法律上之觀點
各國央行均認為，所謂「法償貨幣」是由具專屬發行權之政府機關（如中央
銀行）所發行之鈔券與硬幣，並在國家法律架構下賦予債務清償之效力，例如：
我國《中央銀行法》第 13 條即規定，市面上流通之新台幣具有法償效力。因此，
就法律觀點而言，「虛擬通貨」目前並非由多數國家之中央銀行所發行，亦多不

政 治 大

具法償效力，應非為法律上之貨幣52，其充其量僅為買賣雙方合意之支付方式。

立

然而，應注意者是，未來若部分國家開始賦予特定「虛擬通貨」也具備法定

‧ 國

學

清償效力時，則特定類型之「虛擬通貨」亦可能符合法律上貨幣之定義53。

‧

(二) 虛擬通貨為新興支付工具

y

Nat

縱使虛擬通貨於現下不符合貨幣之定義，其是否仍得以做為「支付工具」之

io

sit

一種。就此，鑑於近來部分國家如新加坡、日本、美國部分州法均已透過支付專

n

al

er

法之訂立，肯認虛擬通貨也得以做為支付工具及支付服務之一種；且依照本文前

i
Un

v

揭對於「支付工具」之廣泛定義，係指一切能夠幫助吾人完成資金移轉之工具或

Ch

engchi

方法。因此，本文亦認同，可於現實世界中購買商品或換取法定貨幣之「雙向流
通型質虛擬通貨」，即具備價值或資金移轉媒介之功能，從而得以作為「支付工
具」之一種。
而虛擬通貨不同於前述之支付工具即在於：其並非表彰法定貨幣價值之移轉；
且其同時具有去中心化之功能，無庸如其他支付工具需經由政府或第三方機構加
以提供與運作。是以，「虛擬通貨」本質上應得以視為一種全新型態支付工具。

51

關於「穩定幣」之概念，詳見本文後述頁 56~57。

52

中央銀行，同註 44，頁 17。

53

例如：薩爾瓦多於 2021 年 9 月 7 日即成為全球第一個將比特幣定為「法定貨幣」之國家。數
位時代，薩爾瓦多正式將比特幣定為法幣、先購入 400 枚！但未來有哪些難題要解決？，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4925/bitcoin-el-salvador-（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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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款

央行數位通貨

隨著虛擬通貨之興起以及無現金支付之加速發展，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央行
亦開始思考，是否能應用虛擬通貨之區塊鏈或分散式帳本技術，構建出屬於數位
時代下的「央行數位通貨」（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54。而參考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之定義，所謂「央行數位通貨」，係指各國中央銀行所
直接或授權發行之數位通貨，該數位通貨直接表彰各司法轄區之主權貨幣，係由
各國中央銀行直接擔保其發行55。因此，央行數位通貨本質上即是一種嶄新型態
的「中央銀行貨幣」。
又參考下圖 2-5 國際貨幣銀行（BIS）所提出的「貨幣之花」分類56，若藉由
（1）「貨幣發行者」是中央銀行或其他機構；（2）「貨幣形態」是數位化或實

政 治 大

物；（3）「貨幣可獲取性」是有限制或無限制；及（4）「轉賬機制」是代幣型

立

或帳戶型四項關鍵屬性，作為貨幣型態分類之依據，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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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貨幣之花分類（本文重新繪製）

54

中央銀行，央行發行數位通貨之國際趨勢，3 月 21 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頁 74~77，
2019 年 3 月 21 日。https://www.cbc.gov.tw/tw/public/Attachment/9321176871.pdf（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12 月 25 日）。

55

See Bech, Morten L. and Rodney Garratt, Central Bank Cryptocurrencies, BIS Quarterly Review.55,
at 60（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1709f.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56

See John Kiff et al., A Survey of Research on Retail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IMF Working
Paper, WP/20/104, at 9（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m30bb（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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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央行數位通貨」與傳統電子形式「中央銀行貨幣」（CeBM）與「商
業銀行貨幣」（CoBM）之差異即在於，其是透過分散式帳本技術所發行之代幣
型數位通貨，並具備與「現金」相同之點對點移轉性，於貨幣供給政策上或可直
接視為「M0（流通現金）之替代」；而「央行數位通貨」與傳統「電子貨幣」及
「虛擬通貨」之差異則在於，其是由「中央銀行」所發行，並可選擇賦予其無限
法償效力之「法定貨幣」性質。
另外，參考上圖 2-5 也可發現，央行數位通貨因「可獲取性」之不同，又可
再分為「批發型」（Wholesale CBDC）及「零售型」（Retail CBDC）兩類。其中
前者是僅可用於銀行間跨行支付系統中，以為大型金融機構間帶來更佳有效率之
結清算作業和風險管理工具；後者則是可供一般民眾、商家或企業應用於零售交

政 治 大
關注者大多是「零售型」央行數位通貨，其原因即在於該類型之數位通貨以及其
立
易中，並作為一種嶄新之零售支付工具。而目前較為各國中央銀行及主管機關所

發行機制，除了可能對於零售支付發展及普惠金融環境帶來無限想像空間外，對

‧ 國

學

於整體支付市場、支付體系、金融結構、金融穩定與貨幣政策，也皆會造成重大
之影響57。

‧

是以，縱使目前「央行數位通貨」仍未見世界各國所廣泛運用，然隨著許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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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已開始著手研究「零售型」央行數位通貨，甚至有部分國家已開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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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具。

er

io

零售型央行數位通貨時58，「央行數位通貨」勢必也將成為未來一種全新型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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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中央銀行，數位金流與虛擬通貨－央行在數位時代的角色，9 月 27 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
參考資料，頁 48~51，2018 年 9 月 27 日。
https://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892717202471.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58

例如：中國大陸人民銀行所發行之「數位人民幣」
（DCEP）
、瑞典央行規劃的「e-Krona」先
導試驗等。我國央行則於 2020 年 9 月即啟動「數位新台幣」技術開發之實驗計畫。中央銀
行，國際間 CBDC 發展趨勢及其政策意涵，6 月 17 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頁
85~89，2021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cbc.gov.tw/tw/cp-357-134956-eca5f-1.html（最後瀏覽
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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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款

小結：支付工具之統整

綜合以上各式支付工具，本文將其統整如下圖 2-6 之架構：支付工具作為價
值移轉之載具或方法，可分為表彰「法定貨幣價值移轉」之支付工具，以及單純
表彰「價值移轉」之支付工具。其中表彰「法定貨幣價值移轉」之支付工具，又
分為「現金支付」及「非現金支付」。而「非現金支付工具」又可以分為，依據
「發行者信用」所流通之票據、信用卡、先買後付；以及依據「對發行者債權」
所流通之帳戶連結支付工具、電子貨幣、行動支付、第三方支付、央行數位通貨
等八大類，其等皆是立基於現代法定貨幣之體系上。而單純表彰「價值移轉」之
支付工具，則以具有雙向流通且去中心化特性之「虛擬通貨」為代表，其大幅突
破傳統法定貨幣價值移轉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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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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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支付工具分類圖（本文自行繪製）
然而，應注意者是，該架構並非一成不變，考量未來部分國家中央銀行可能
令特定虛擬通貨與法定貨幣同樣具有無限法償效力時；抑或於私人機構發行之
「穩定幣」價值完全錨定特定法定貨幣價格，使穩定幣漸漸趨近於「電子貨幣」
之概念時，其均有可能轉變成「法定價值移轉」下之非現金支付工具；甚至，未
來亦極有可能發展出嶄新態樣之支付工具，而再次改寫支付工具之態樣與分類。
另外，在現實運作上，此些支付工具間也非相互排斥，而是得以相互結合兼容，
從而發展出不同之商業與支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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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支付交易架構
透過以上支付工具之介紹，可以發現，任何支付交易或債務之履行，均得以
藉由許多不同的支付工具來達成其資金移轉目的。然而，在現代經濟體系中，除
了現金與紙本票據仍透過「實體支付」形式為資金移轉外，各式非現金支付工具
均已藉由「電子化支付」（Electronic payment）形式，以電子化數位訊號之傳遞，
快速達成實際資金移轉之目的。
又若細究此些「電子化支付」資金移轉之過程或架構，亦可發現，一筆支付
交易之完成，通常得以包含以下三個「支付程序」（Payment process）59：
一、交易程序（transection process）

政 治 大

此部份是指支付指令之「授權」
（authorize）及「發動」
（initiate）
，亦即付款

立

人或付款機構移轉資金之權利；亦或支付工具應用於商業交易中，透過支付工具

‧ 國

學

提示與認證，授權付款機構處理支付交易。其步驟通常包含：
（1）驗證交易涉及
方之身份；
（2）驗證所使用之支付工具；
（3）驗證支付工具是否具有足夠的資金；

款人金融機構傳達完成支付和支付處理所需之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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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驗證付款人與其金融機構移轉資金之授權；最後（5）付款人金融機構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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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算程序（clea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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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應付帳款之結計。對此，我國央行將其定義為，係指金融機構間支付指令或證
hengchi U
60
此部分又可再分為二部分：一為支付指令等資訊之傳送與交換；另一則為應

券交易指令之傳送、處理，及其產生應收或應付金額之結計等程序 。
三、清算程序（settlement process）

此部分是指利用雙邊或第三清算代理人之帳戶（通常為中央銀行）進行應收
及應付差額之資金清算（通常是以「中央銀行貨幣」作為清算資產）
。對此，我國
央行則將其定義為，係指金融機構間支付指令或證券交易指令所產生之應收與應
付金額，由本行予以貸記或借記指定帳戶，以解除債權債務關係之處理程序61。

59

王文宇、林育廷，同註 9，頁 15。

60

《中央銀行同業資金電子化調撥清算業務管理要點》第 4 條。

61

《中央銀行同業資金電子化調撥清算業務管理要點》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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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結算與清算系統
而在以上電子化支付交易架構中，各個程序之執行機構即構成支付系統之
「系統參與者」
。例如：我國「電子化支付系統」（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及
其參與機構，即是以「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作業系統」為最終清算樞紐，
並同時連結「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票據交換所」
、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
心」等各式結清算機構，從而形成完整的支付體系。以下即分別說明支付結算與
清算體系之角色與內涵：
第一款

資金移轉支付及結算系統

支付及結算系統依其處理之交易性質與金額大小，可以再分為「大額支付系
統」與「零售支付系統」62：

立

一、大額支付系統

政 治 大

‧ 國

學

一般而言，「大額支付系統」（Large Value Payment System, LVPS）主要是
處理銀行間往來支付或金融市場活動有關之支付，通常經由該類系統之支付金額

‧

多較為龐大、交易量少並且具時效性。若該些大額交易無法即時處理，可能會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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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系統性風險實現，進而影響整體金融體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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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額支付系統是由各金融機構透過電子網路與中央銀行之主機進行連
線，並利用各金融機構在央行之「準備金帳戶63」，即時處理如金融機構間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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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同業拆款、外匯交易、債券票券等大額匯款之交易結清算。

engchi

二、零售支付系統
「零售支付系統」（Retail Payment System, RPS），則是處理經濟體系中個
人或企業部門零售交易之價款收付。通常經由該類系統支付之金額較小、交易筆
數多且不具急迫性；因此，相較於大額支付系統，零售支付有更多樣化的使用情
境，以及更多元的支付工具（例如：民眾匯款、ATM 提款轉帳、信用卡消費扣
款、金融 EDI、支付機構之儲值消費、票據款項收付等）。例如：我國零售支付

62

中央銀行，同註 32，頁 3~4。

63

「準備金制度」為中央銀行依法要求金融機構，對其負債提存一定比率的準備金，形成中央銀
行貨幣作為清算資產，以因應支付需求。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準備金制度，
https://www.cbc.gov.tw/tw/np-2170-1.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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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依據不同支付工具及交易類型，其主要之「中介結算機構」得以分為如下：
(一) 台灣票據交換所：依據《中央銀行法》第 32 條之規定所設立，主要負責結
算票據交換、媒體交換自動轉帳（Automated Clearing House, ACH）之代收
代付業務及金融業代收系統（Financial Collection System, FCS）處理等業。
(二)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國內發行之信用卡於國內消費時，均由聯卡中心進行
請款扣帳訊息交換與傳送，並完成應收應付帳款之結計。
(三)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財金公司跨行金融資訊系統負責跨行支付結算交易。
其系統包括「全國性繳費稅平台」、「資金調撥平台」、「支付服務共用平台」
以及未來可能建置之「跨機構共用平台」
，提供跨行通匯、ATM 提款轉帳、
全國繳稅繳費、金融卡扣款以及電子支付等多元金流服務；並適用包括簽帳

政 治 大

卡、信用卡、電子資金移轉、電子支付帳戶等多樣支付工具64。

立

第二款 中央銀行清算系統

‧ 國

學

支付清算雖也可由一般商業銀行所提供，然考量清算為支付體系之終局步驟，

‧

必然涉及大規模之信用風險或系統性風險，因此現代支付體系之清算基礎設施一
般多是由各國中央銀行建置電子資金清算系統加以處理與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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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國即是以「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作業系統」作為國內支付交
易之最終清算系統，並採行「即時總額清算」（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RT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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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65，提供銀行間大額支付、跨國間支付及其他重要金融市場結算業務之實時

engchi

款項清算；另外，其同時亦與重要零售支付系統相互連結，提供跨行清算之服務，
透過將眾多結算機構之結算結果撥入參加機構在央行開立之準備金帳戶，以最終
解除金融機構間之債權債務關係。

64

「資金調撥平台」為結合跨行通匯、ATM、金融 EDI、金融 XML、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等電
子資金移轉服務，提供社會大眾即時資金調撥功能之服務平台；
「全國性繳費平台」為連結政
府機關、金融機構、電信與網路業者及事業單位，支援各類型支付工具，提供社會大眾線上帳
單查詢及費稅繳納之服務平台;「支付服務共用平台」為介接 Visa、MasterCard、JCB 及中國銀
聯等國際組織，協助金融機構發展卡片業務，將金流服務拓展至國際。徐憶玫，支付系統營運
管理新思維--管理走在第一線，財金資訊季刊，第 79 期，頁 22~23，2014 年 7 月。

65

所謂「即時總額清算機制（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RTGS）
」
，係指證券或款項移轉指令之
執行，採取連續即時（不延遲）總額之清算方式，逐筆完成交易（provide continuous intraday
finality for individual transfers）
。由於清算完成的交易具備最終性與不可撤銷性，可以有效消除
付款行與收款行間之信用風險及清算風險。因此，目前各國中央銀行大多採以即時總額清算系
統，以有效阻隔不足額之支付交易進入系統清算程序中，避免信用風險或系統性風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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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跨境支付系統
前述支付系統之介紹，均僅涉及單一國家境內支付及單一幣別之結清算；然
而，在全球化時代，交易發生多為跨越國境及多幣別支付之情性下，此即有賴於
「跨境支付系統」之建置。例如：我國「跨境」及「多幣別」之外匯結清算系統，
即是由我國央行責成財金公司建置「外幣結算平台」加以處理 66。其採用國際標
準之「SWIFT」67系統網路、架構及訊息格式，提供各類金融機構集中處理各類
外幣支付交易之跨行清算，從而簡化我國各銀行間之作業流程。
另外，關於「跨境支付流程」，即如下圖 2-7 所示，我國跨境支付除了涉及
收款與付款雙方銀行之參與外，也需經由外幣清算代理銀行（例如：美元是透過
兆豐銀行代理）及 SWIFT 等金融組織提供金融訊息之處理與傳送，方能完成跨

政 治 大

境支付之交易訊息發送與結清算。凡此可見，「跨境支付」是涉及冗長之資訊傳

立

送過程及複雜之金融組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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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我國跨境支付流程（本文自行繪製）

66

結清算幣別包括美元、人民幣、日圓、歐元及澳幣等，並連結央行「同業資金調撥系統」
，建
置新臺幣與外幣間款對款之同步收付機制。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外匯資訊，外幣結
算平台，https://reurl.cc/52775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67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係一國際合作組織，其負責運營世界級之金融電文網絡，為全球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通過該組
織提供的安全、標準化的和可信的通道與同業交換報文，從而完成全球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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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銀行支付概論
透過以上「支付體系」之通盤解析後，本節將於「零售支付」之脈絡下，接
續介紹「非銀行支付」之定義及源起。

第一項 非銀行支付之定義
參考國際清算銀行（BIS）支付暨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之報告，所
謂「非銀行支付」
（Non-Bank Payment）
，係指僅提供「零售支付服務」
，而非承
作「存款」或「放款」等銀行核心業務之任何實體68。由此可知，若欲對於「非
銀行支付」加以界定，即需由「銀行」與「銀行核心業務」之本質及功能反面以
觀，掌握「支付服務」與「存款及放款業務」之本質差異後，始能確保該定義得

政 治 大

以正確涵蓋所有提供零售支付服務之非銀行機構。

立

申言之，銀行與一般企業之核心區別主要在於：銀行核心之存款與放款業務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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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即存在較高之金融風險問題，需透過銀行本身較高之財務專業能力、存款保
險制度、中央銀行最終貸款援助、特殊破產或退場程序以及其他銀行審慎監理機

‧

制加以防範。因此，銀行相對於其他金融機構通常也具備較高防範金融風險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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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客戶資金之能力。而此能力也導致在金融與支付發展史上，人民與政府往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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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形塑銀行在傳統支付體系中的先天獨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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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相信僅有專業銀行始得以穩固提供「支付服務」與「支付核心功能」69，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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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實際上，單純「支付業務」之經營並未如「存款與放款業務」具備高
hengchi U

度之金融風險與監理需求，「支付業務」本質上亦非限於銀行機構始可提供。因

此，近來多數國家在體認到「支付業務」與「存款與放款業務」之風險與監理本
質差異後70，也逐漸開放「非銀行機構」得以經營零售支付業務，使非銀行機構
得以在零售支付市場中提供「支付核心功能」，從而逐漸形成與傳統銀行支付有
所差異之支付架構與監理問題。以下即接續說明近來非銀行支付興起之關鍵因素。

68

“a non-bank is defined as：any entity involved in the provision of retail payment services whose
main business is not related to taking deposits from the public and using these deposits to make
loans ”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 BIS ） ,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CPMI）, Non-Banks In Retail Payments, at 4（September. 2014）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18.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69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9~13；See also, supra note 17, at 119~121.

70

關於「支付業務」之風險與監理本質，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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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非銀行支付之源起
第一款

零售支付之需求

首先，綜觀各國支付系統之發展，無論是在大小額支付或境內外支付，過往
皆是由「商業銀行」作為支付管道與支付服務之前端提供者（如下圖 2-8 所示，
傳統支付架構均是以「銀行」作為付款人與收款人之支付服務提供者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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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傳統支付架構72

然而，過往商業銀行基於利潤與系統性風險之考量下，對於支付工具與環境

n

al

Ch

i
Un

v

之開發，多是側重於企業端、非零售端與大額支付之情形；反之，對於一般個體

engchi

消費者於日常生活中所生之「零售支付需求」（例如：微型支付73、即時支付74或
跨境小額匯款等），多疏於關注、缺乏創新。此即造成該部分之需求在過往多無
法獲得滿足，而僅能選擇體驗較差、成本較高之支付服務或匯款管道。因此，該
些零售支付需求作為一不可忽略的長尾市場，即成為各國非銀行支付興起之開端。

71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 supra note 68. at 10.

72

資料及圖片來源：賴怡伶，非銀行支付機構零售支付服務發展之探討，中央銀行公務出國報
告，頁 14~15，2015 年 1 月 15 日；See Id. at 4~5.

73

微型支付（Micropayment）
，係指涉及非常小額之支付交易，通常在 10 美元以下，甚至幾美分。
Marketing91, Micropayment: Meaning, Importance, and popular Micropayment Systems,
https://reurl.cc/E7XN7K（last visited: 2021.12.25）.

74

即時支付（Realtime Payment）也稱為實時付款，係指 24/7/365 全天候無休之電子零售付款解
決方案，其可以於支付指令下達後立即或幾乎近於即時的進行銀行間交易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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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電子商務之興起

而後，伴隨著科技之發展及「電子商務」（E-commerce）之興起，傳統零售
市場漸趨改變下，亦帶來「交易模式」及「交易場域」之改變。在電子商務之交
易模式中，除了傳統的「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 B2C）外，亦發
展出類如「消費者對消費者」（Customer to Customer, C2C）及「消費者對企業」
（Consumer to Business, C2B）等多種不同之「交易模式」75；並且透過網路無邊
界擴張，
「線上到線下」
（Online to Offline, O2O）虛實通路之經營模式，以及「跨
境電商」的開展，亦使得「交易場域」不再僅限於實體世界或單一國家。
透過以上「交易模式」及「交易場域」的改變，也導致消費者及電商對於上
述零售支付之需求及場景更加頻繁與擴張；此外，因應不同之交易金額及場域，

政 治 大

大眾所需求之支付工具類型以及支付管道，也與傳統銀行支付管道漸漸產生差異。

立

例如：在 C2C 線上購物之交易模式中，對於一般小型商家及消費者其所交易之

‧ 國

學

金額通常較為微小且頻繁，若透過傳統銀行之支付架構進行，其所產生之手續費
或時間成本，將與該日常網路交易不符比例。因此，為使商家及消費者得以更便

‧

捷地在線上進行小額價金交易，許多大型電商或資訊科技業者等「非銀行機構」
在發展既往「商流」
、
「物流」及「資訊流」之同時，亦開始關注與開發線上「金

y

Nat

金融科技之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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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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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零售支付之利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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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chi U
又隨著近年來金融科技（FinTech）之持續發展，在零售支付之利基市場中，

金融科技賦能即導致諸多「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興起。許多「金融科技公司」
（FinTechs）透過商業與技術模式之「支付創新」，得以提供用戶更為便捷、安
全、多元及普惠之支付服務與環境。例如：隨著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之普及，
FinTechs 藉由「行動支付」技術開始涉入線下實體商家的消費支付領域，除提供
商家行動讀卡機及消費帳單整合分析外，也使消費者擁有更良善支付體驗76。

75

中華經濟研究院，網際網路及電子商務發展趨勢及其對金融業之影響與因應研究，台灣金融服
務業聯合總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頁 13，2014 年 6 月，https://reurl.cc/d0WzoV（最後
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6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FinTech and market structure in financial services：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at 5~7（Februar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140219.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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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來許多「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s）77亦開始透過其不同於傳統銀
行之核心「DNA 競爭力78」，建置其本業（電子商務、社群媒體等）外的創新支
付平台或服務，從而發揮網路經濟效應。例如：臉書（Facebook）先前即預計藉
由區塊鏈技術發行自有之穩定幣「Diem」，並透過自建專屬支付平台之方式，包
攬從使用者的支付介面提供到實際資金的結清算作業，使全球既有之臉書社群媒
體用戶，均能跳脫傳統支付架構，享有更便捷之全球支付服務。
第四款

法律規範之開放

然而，非銀行支付之興起，除了來自於前揭零售支付市場「供需雙方」之因
素外，更大程度也來源於「法律規範之開放」79。例如：我國早期零售支付服務
之提供皆來自於銀行體系，除了零售支付需求及科技技術尚未蓬勃發展外，主要

政 治 大

亦導因於「監理思維」及「法律規範」之限制。其中尤以《銀行法》第 29 條規定
80

立

，將具有收受大眾資金性質之「存款業務」，以及具有廣泛資金傳輸（Money

‧ 國

學

Transmission）性質之「匯兌業務」81，均劃歸為銀行之「專屬業務」，即導致許
多非銀行機構所提供之支付服務（例如：預付儲值、代收代付、小額匯款），均

‧

有可能落入「收受存款」或「匯兌業務」之寬廣範疇下，而被予以禁止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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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年，隨著金融科技發展及監理思維的改變下，我國始透過主管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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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解釋，或《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以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法律
之特別規定，藉由發放「有限牌照」
，漸漸使傳統專屬於銀行經營之支付業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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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中央銀行，同註 38，頁 69；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BigTech in finance Market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3（Dec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R4yDLn（last visited: 2021.12.25）.

78

BigTechs 之優勢 DNA 分別為：「數據分析」
、
「網絡外部性」及「多元交織商業活動」
（Data
analytics, Network externalities & interwoven Activities, “DNA” ）三者之總結。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Big tech in financ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62（June.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arpdf/ar2019e.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79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76, at 8.

80

依據《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
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81

我國主管機關及司法實務對於「匯兌業務」之認定，皆係參照「財政部 85 年台融局（一）字
第 85249505 號函令」之見解，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
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
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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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支付架構之突破

是以，綜合以上「支付需求」、「電子商務」、「金融科技」以及「法規開
放」之發展，支付架構即如同下圖 2-9 及 2-10 所示，隨著「非銀行機構」紛紛投
入於支付之參與及創新，支付業務已得以突破傳統銀行支付之體系與架構，使非
銀行機構也得以直接作為付款人與收款人之支付服務提供者，例如：下圖 2-9 所
示之「前端服務提供者」（Front-end providers），以及圖 2-10 所示之「點對點服
務提供者」（End-to-end provider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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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非銀行機構作為支付前端服務提供者之支付架構83

82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 supra note 68, at 9, 11~12.

83

前端服務提供者（Front-end providers）
，通常係為最終用戶（付款人和/或收款人）與傳統銀行
或結清算機構間，提供連結之介面。其主要應用於付款交易前，啟動和交易後階段，但通常不
存在於清算和結算中。前端服務提供者可能會在某些方面與傳統銀行競爭，然而亦會與銀行合
作進行交易之清算和結算（間接參與）
。例如：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所發展之代收代付服
務，往往即係透過綁定用戶之信用卡或銀行帳戶，與銀行合作進行支付。資料及圖片來源：賴
怡伶，同註 72，頁 16；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CPMI）, supra note 68,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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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非銀行機構作為支付點對點服務提供者之支付架構84

政 治 大
另外，「非銀行支付」架構除了由「非銀行機構」提供新興支付模式外，也
立

包含近年來「區塊鏈」與「虛擬通貨」等技術所帶來之「去中心化」支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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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2-11 所示，透過「去中心化」之支付模式，人們不再需要仰賴於第三方機
構（銀行、非銀行支付機構、央行與國際組織）所提供之支付工具、支付管道或

‧

清算服務。人們得以直接透過點對點之網路系統（Peer-to-Peer Network）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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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區塊鏈下之支付架構（本文自行繪製）

84

點對點服務提供者（End-to-end providers）
，通常係使付款人和收款人透過帳戶方式直接連結，
形成一種點對點關係，得以直接從付款人帳戶移轉資金至受款人帳戶，而不一定需要與銀行建
立聯繫，儘管其依然可以使用銀行向非銀行支付機構提供資金或贖回資金。換言之，銀行僅是
資金供應者，非銀行支付機構扮演第三方角色，提供交易前、後和授權服務，但不提供結、清
算服務。例如：FinTech firm 或 BigTechs 發行之「電子貨幣」，即可使用戶完成點對點支付。
資料及圖片來源：賴怡伶，同註 72，頁 18；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CPMI）, supra note 71,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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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非銀行支付發展
接續上述非銀行支付源起介紹，以下即在「科技發展」及「法規開放」之脈
絡下，進一步疏理我國非銀行支付中關於「電子貨幣」、「第三方支付與電子支
付機構」、「行動支付」、「虛擬通貨支付」及「創新匯款服務」之發展85。

第一項 電子貨幣
關於「電子貨幣」之定義已如本文前述，係指使用者預付（prepaid）對價，
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將法定貨幣價值儲存（stored value）於特定電子貨幣
發行機構（EMIs）所發行之實體或非實體載具，並可於多用途之情境下消費使用
（multipurpose）之支付工具。故以下將接續說明「電子貨幣之特性」、「電子貨

政 治 大

幣之應用類型」，以及我國電子貨幣支付之「發展概況」。
電子貨幣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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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國

第一款

電子貨幣作為現金之替代性制度，其特性即源自於與現金之共通優勢，亦即
相較於其他電子化支付工具（例如：電子資金移轉、信用卡），其使用上不需收

‧

取任何手續費、無需透過銀行帳戶或經由銀行授信、具有高度之點對點移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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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有高度匿名性可保障交易隱私。此外，其「預付儲值」之特性相較於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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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具有使用情境之多樣性及便捷性（例如：可儲值攜帶、無需找零）。因此，
伴隨著該些特性，電子貨幣即成為我國非銀支付中廣泛應用之「儲值支付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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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貨幣之應用類型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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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貨幣依其存取方式或載具之不同，主要得以分為「卡片式」（card-based
schemes）及「軟體式」（software-base schemes）兩種應用形式：
一、卡片式電子貨幣
卡片式電子貨幣，係指將貨幣價值儲存於卡片之晶片內，因此亦可稱為「儲
值卡」（stored value card）、「預付卡」（prepaid card）。消費者以此類電子貨
幣產品從事多用途消費時，得以於離線之狀態下，將所儲存之傳統貨幣價值直接
由卡片之記憶體內中扣除，而不需要與銀行或支付業者進行連線。

85

「先買後付」
（BNPL）雖也多為非銀行機構所經營，然由於其監理探討上，多是涉及「消費者
信貸」之監理議題，與本文後續探討之「支付監理」較無關聯，故本文尚不深入探討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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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式電子貨幣
軟體式則是利用軟體或 APP 之方式，將貨幣價值儲存於個人電腦或行動裝
置之「網路虛擬帳戶」中，因此亦稱為「電子現金」（electric cash）、「數位現
金」（digital cash）或「電子錢包」（E-wallet）。消費者以此類電子貨幣產品從
事多用途消費時，須透過網路與銀行或支付業者之主機系統進行連線。
第三款

我國電子貨幣之發展

關於我國電子貨幣之發展，本文依循「科技發展」及「法規開放」之脈絡，
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大進程：
一、單一用途之「電子禮券」（預付儲值型商品或服務）

政 治 大

早期「封閉式網路」及「磁條式卡片」應用之年代，預付儲值技術雖已逐步

立

運用於交通事業或零售事業之支付情境中（例如：台鐵之自動售票儲值卡、零售

學

‧ 國

業會員儲值卡）。然而，該時期之「儲值型商品」受限於技術之封閉性，多僅應
用於「單一用途」（single‐purpose）之場域（單一營運系統或商業團體間），而

‧

難以該當於上述電子貨幣「多用途」（multipurpose）之要件86。因此，該類型之

y

Nat

儲值型商品，於現下多僅被認定為是屬「電子禮券」（Gift Card）之性質87，並

n

al

er

io

消費者之權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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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隨著「網際網路」及「晶片卡」技術之普及，預付儲值技術始逐漸運
用至開放式及多用途之零售交易中，而該當於電子貨幣之多用途要件。然而，此
時期我國主管機關卻基於「消費者保護」及「金融支付體系穩定性」之考量 89，

86

李榮謙、方耀，同註 35，頁 19。

87

例如：現下之星巴克隨行卡、麥當勞點點卡、全家 Fami 錢包、PChome 儲值金均屬於「電子
禮券」
，僅得以至專屬之門市及特定網路平台中儲值消費。

88

為防免商家吸收資金後遣逃（早期經典案例如「新糖主義」麵包店惡意倒閉事件）
，透過《零
售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要求發行人應踐行履約
保證及交付信託之機制。

89

考量之面向主要有三：電子貨幣預收資金已類似於「預收存款」之性質、電子貨幣之發行連帶
引響我國貨幣政策、電子貨幣多用途之性質涉及多方法律關係、風險及結清機制。王文宇、林
育廷，同註 9，頁 37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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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年時透過《銀行法》第 42 條之 1 的增訂，以及財政部後續公布之《銀行
發行現金儲值卡許可及管理辦法》，加以限定「發行儲值卡」是屬銀行之專屬業
務90，希冀透過銀行準備金之提列、存款保險以及銀行高密度監理，確保消費者
權益及金融穩定。
惟隨著之後各國開放非銀行機構發行電子貨幣之風氣逐漸盛行，且自我國銀
行專屬開辦現金儲值卡業務以來，市場發展也未見顯著之成長，我國關於電子貨
幣開放予非銀行機構加以發行之議題，也開始備受討論。
三、非銀行支付機構辦理「儲值卡」及「電子支付帳戶」
承上所述，在經過學者專家之充分討論，以及「悠遊卡公司」之鼓催下，我

政 治 大
片式電子票證」（即卡片式電子貨幣）應用於「實體線下」零售市場之時代
立

國始於 2009 年公布實施《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開啟我國非銀行機構將「卡
91

。

‧ 國

學

而後，隨著電子商務及線上金流之發展，我國也於 2015 年再度公布實施《電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使非銀行支付機構也得以透過「收受儲值款項」將「電

‧

子支付帳戶」（即軟體式電子貨幣），應用於「虛擬線上」之網路零售市場中92。

y

Nat

直至 2021 年，有鑒於電子商務「虛實整合」之潮流，「電子支付帳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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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票證」之使用場域及技術界線日趨模糊下，我國主管機關始廢除《電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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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發行管理條例》，並將「儲值卡」及「電子支付帳戶」之應用合一規定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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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從而為我國非銀行支付開啟全新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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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參照廢止前 2010 年版《銀行發行現金儲值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9 條規定：銀行經主管機關
許可發行現金儲值卡，得辦理下列業務：一、發行現金儲值卡。二、簽訂特約商店。三、其他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前列各款相關業務。銀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變更前項業務之全部或一
部。

91

參照廢止前《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3 條及《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 條規
定，雖未將「電子票證」僅限於「卡片式電子貨幣」形式；然而，過往各大非銀行業者申請為
「電子票證機構」後，多僅發行卡片式之「電子票證」
，並專攻「實體線下消費」
，使持卡人僅
得以至其所合作之實體特約商店或交通事業儲值消費。例如：悠遊卡公司或 Icash Pay 所發行
之實體電子票證，得以至各大通路超商儲值消費。

92

參照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 條之規定，所謂「收受儲值款項」係指電子支
付機構接受使用者將款項預先存放於網路「電子支付帳戶」中，以作為與電子支付機構以外之
其他使用者進行資金移轉使用之業務。由此可知，此即為前述「軟體式電子貨幣」之應用，透
過非銀行業者申請為「電子支付機構」後，讓用戶得以藉由申辦網路「電子支付帳戶」之方式，
於線上儲值電子貨幣後，至其合作之線上或線下特約商店消費。例如：街口支付或歐付寶所提
供之「儲值帳戶」得以於線上儲值後，至各大通路或網路商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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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第三方支付與電子支付機構
第三方支付（Third Party Payment）之定義同本文前述，係指具備一定實力與
信譽之「非銀行機構」，利用其所經營之平台或網絡系統介入於支付體系中，作
為獨立於收款人、付款人及傳統銀行以外之「第三方中介者」，向收款人或付款
人提供一種或多種之「資金移轉服務」。然而，此均是指第三方支付「最為寬廣」
之定義；實際上，第三方支付於世界各國並無明確統一之定義，且其涵義亦隨著
所指涉之「範圍」、「功能」或「法律規定」之不同而多有差異。特別是在我國
法下，其定義更是顯得十分侷限且狹隘。
是以，為避免探討時觀念及用語上之混淆，以下將從第三方支付之源起先為
概述；再接續探討我國法下對於第三方支付之理解與定義區辨；最後，再詳盡介

政 治 大

紹我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與「電子支付機構」之發展進程。

立

第三方支付之源起

學

‧ 國

第一款

關於「第三方支付」之概念93，最早是源自於 1998 年後美國 PayPal 與 eBay

‧

等資訊商或網路電商，提供之「代收代付」與「預付儲值交易」等線上金流服務。
該服務是有鑒於美國 C2C 網路交易興起之年代，許多中小型網路商戶卻因資本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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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未達特約商店門檻，或在金流安全機制串接上力有未逮，而無法提供消費者線

er

io

上信用卡作為付款或匯款方式下94，遂轉由透過資本及技術較為雄厚之資訊商或

al

n

iv
n
C
U payment processors），透過
h e n g c h iparty
易雙方與銀行間之「第三方支付處理者」（third

網路電商，使其一方面承作中介收款人或收單銀行之特約商店，另一方面作為交

其建置之「支付閘道」（payment gateway）95與便捷之支付介面，自付款方收取
或預收資金後，再將款項移轉給賣方或中小型商戶，以此完成網路之線上支付。

93

關於「第三方支付」之「用語」
，最初係源自於中國大陸媒體對於「支付寶」與「微信支付」
等付款方式之俗稱。黃亞森，第三方支付、電子支付、行動支付、電子貨幣、虛擬通貨、加密
貨 幣和其 衍生 之代幣 （ token ） 概念解 析 ─ 七 個願 望一 次滿足 ， 2018 年 9 月 30 日，
https://reurl.cc/Qjnnpq（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94

蔡宗霖，從美國 PayPal 經驗與歐盟支付服務指令論我國第三方支付服務之現狀與未來，科技
法律透析第 21 卷第 10 期，頁 47，2009 年 10 月。

95

「支付閘道」
（Payment Gateway）亦稱「支付網關」
，係指網路交易過程中，銀行內部專屬網路
需與網際網路進行對接時，為保證銀行系統及支付活動之安全性，需在銀行內部專網與外部
網際網路間建立一個安全且無縫之閘道，藉由閘道之加密傳輸及安全協定處理商家支付信息，
以及顧客的銀行帳戶或信用卡等高度敏感之個人資訊。劉嵐，現代支付概論，頁 178，立信會
計出版，201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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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隨著 C2C 網路交易之發展，考量到買賣雙方間屢屢因「非面對面交易」或
「缺乏信任基礎」等因素，導致契約無法同時履行之窘境。 2004 年中國支付寶
也在前揭「代收代付」之金流基礎下，開展出「履約擔保支付」之金流服務。透
過支付寶等大型支付機構，作為獨立於買賣雙方間之「第三方中介者」，由其先
代為保管付款人所支付之價金，待到一定條件成就後或付款人指示時，始將款項
之全部或一部移轉予賣方或中小型商戶，以此協助網路交易之共同履約。
以上即為全球「第三方支付」之濫觴；而後，第三方支付方隨著網路交易發
展與資金移轉需求，亦衍生出更為廣泛之功能與內涵。
第二款

第三方支付之定義區辨

政 治 大
如前文所述，關於「第三方支付」於世界各國中尚無統一之定義，且各國專
立

第一目

第三方支付之廣義概念

‧ 國

學

法對於其支付態樣之規範以及相對應之名稱，也不盡相同；然而，若細究各國法
制之脈絡，仍可發現，無論各國專法所套用之名稱如何，其對於「第三方支付」

‧

之概念多是採以較為廣泛之理解，皆係指具備一定實力與信譽之「非銀行機構」
，
利用其所經營之平台系統介入於支付體系中，作為獨立於收付款人及銀行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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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中介者」，向收款人與付款人提供一種或多種小額資金移轉服務 9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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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限於前述初始之「代收代付」、「履約擔保支付」及「預付儲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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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國對於 PayPal 等電商所提供之服務，在最初審核其商業模式時，即

Ch

engchi

認為是屬於「非銀行金融機構」（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BFIs）提供之
「資金服務業」（Money Service Business, MSBs），得由各州參照 2004 年修訂之
《統一資金服務法》（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UMSA）或各州之《資金傳輸
法》（Money Transmission Act, MTA）進行相關之立法監管97。又詳觀《統一資
金服務法》對於「資金服務業」之定義，則係指非銀行機構未如傳統銀行或其他
金融機構承作存放款業務，僅是提供人們相關之支付工具，以作為付款、獲取貨
幣或兌換現金之替代性機制，並且包含「資金傳輸」、「支票兌現」及「外幣兌

96

李莉莎，第三方電子支付法律問題研究，頁 20，法律出版，2014 年 1 月初版。

97

依據《統一資金服務法》之立法理由與意見，明文描述「資金服務業」包含「網路支付機制」
等透過第三方支付機構仲介之模式。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NCCUSL）,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with Prefatory Note and Comments, at 3（February.
2005）, https://reurl.cc/d5mW1q（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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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等金融業務98。其中關於「資金傳輸」（money transmission）之定義，則係
指出售或發行支付工具、價值儲值或基於傳輸目的收受資金或金錢價值之業務99。
此廣泛定義顯然即在於涵蓋現下所有可能之金流服務或價值傳輸模式，而非僅限
於特定之線上支付服務態樣。由此可見，美國法制對於「第三方支付」之定義係
採以較為廣泛之概念與理解。
另外，詳觀中國大陸於 2010 年所公布之《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
對於「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之定義，係指非金融機構作為收付款人間之支付中
介，提供的「網絡支付」、「預付卡發行與受理」、「銀行卡收單」以及中國人
民銀行確定的其他支付服務。其中所謂「網絡支付」，則係指依託公共網絡或專
用網絡在收付款人之間轉移貨幣資金的行為，包括貨幣匯兌、互聯網支付、移動

政 治 大
方支付」之定義亦採以較為廣泛之概念，而非僅限於特定之線上支付服務態樣。
立

電話支付、固定電話支付、數字電視支付等100。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於「第三

‧ 國

學

綜上所述，可得而知，在兩個第三方支付起源國家之專法中，其對於「第三
方支付」皆是採以較為廣泛之概念加以理解及規範101，除了包含原始之線上代收

‧

代付、預付儲值、履約擔保支付等金流服務外，也可涵蓋其他由「非銀行機構」
所提供之金流服務或支付模式（例如：一般匯款或其他未來可能出現之新興支付

y

Nat

sit

服務）。因此，在概念上「廣義第三方支付」更是側重於支付服務提供者或支付

n

al

概念也相近於本文所指稱之「非銀行支付」102。
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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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第三方支付之狹義概念

er

io

服務具備「非銀行金融機構」之第三方特性，而非僅限於特定支付服務態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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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然而，「第三方支付」之定義於我國法下則是採以較為狹義之解釋，且其概
念也隨著是否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及「營業項目別」之不同，而有
「功能」與「範圍」上之差異。以下分述之：

98
99

See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Prefatory Note, at 2.
‘ “Money transmission” means selling or issuing payment instruments, stored value, or receiving
money or monetary value for transmission.’ Uniform Money Service Act, § 102 (14).

100

《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

101

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日本《資金結算法》、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第三方支
付」亦採以較為廣泛之規範及理解，詳見本文第四章。

102

略有不之處在於，本文所指稱之「非銀行支付」亦包含「虛擬通貨支付」
，惟中國或部分國家
對於「第三方支付」或「非銀行支付」之法律規定或定義則未必包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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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支付機構（電子支付業）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及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電子支
付機構」，係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
受儲值款項」、「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幣」
之機構。該機構於經濟部之營業項目代碼為「HZ06011 電子支付業」103，係屬金
管會金融監理業務之範疇。
而細觀電子支付機構所得從事之金流業務，除了「代收代付」與「履約擔保
支付」等「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外104，尚僅包含「收受儲值款項」105以
及辦理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間非基於實質交易之「國內外小額
匯兌」106。凡此可見，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所得以

政 治 大
項之小額匯款（亦即非基於「儲值款項」之資金移轉），即不在本條例之規制範
立

發揮之金流功能與支付服務範圍仍多有限定，例如：對於新台幣或外幣帳戶、款

‧ 國

學

疇內107。因此，相較於前述各國法制，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第
三方支付」或「非銀行支付」之理解及規範，顯然是採以相對侷限之概念。

‧

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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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1 項但書，以及本條第 2 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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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之規定，對於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

n

項總餘額未逾新臺幣 20 億元之支付機構，則無需適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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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經濟部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查詢服務平台，
「HZ06011 電子支付業」
營業項目代碼，
https://reurl.cc/EnEVya（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04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6 款之規定，所謂「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係指接受
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將
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由此可知，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概念即包含
「代收代付」及「履約擔保機制」之線上金流服務。

105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7 款之規定，所謂「收受儲值款項」係指接受付款方預
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由此可知，
「收受儲值款項」主要在於辦理「軟體式電子貨幣」與「硬體式電子貨幣」之線上與線下金
流服務。

106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7 款之規定，所謂「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係指依付款
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
移轉之業務。由此可見，電子支付機構所得辦理之匯兌形式仍僅限於基於「儲值款項」之資
金移轉，並未包含傳統「匯款」形式之資金移轉。

107

惟本次修正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4 條第 4 項針對「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
，即有授
權得依《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另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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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而應認定為是屬該條例實行前，經濟部已發函公告營業項目代碼為
「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之公司，其是由經濟部商業司對之行一般商業管
理，並透過《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加以規範。
又參考營業項目代碼公告函釋對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之定義，係指「從
事配合金融機構及履約相關條件，並與銀行合作，取得信用卡特約商店資格，提
供電子商務（含行動商務）買賣雙方收付擔保之中介機制之行業」；並參照《第
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事項》對於「第三方支付服務」之定義，係指「第三方
支付業者，於網路交易發生後，收受網路交易之價金，並依消費者指示轉交與收
款人之服務」。由此可見，我國主管機關對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之理解，顯
然是限縮於線上網路交易下，作為收付款雙方金流仲介機構，並僅提供「代收代

政 治 大
於我國法下，可謂是對於「第三方支付」採以最為狹隘之定義。
立

付」及「履約擔保機制」等網路金流處理之業者。因此，「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我國第三方支付之發展

‧ 國

學

第三款

是以，在上述我國法制對於「第三方支付」之概念理解下，本文將針對我國

‧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及「電子支付業」之發展，分為以下四個進程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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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 C2C 網路交易興起之年代，我國亦如美國初期之發展，在中小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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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商戶均受限於技術與資本之不足，而無法提供多種線上付款機制下，許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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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108」或「資訊科技業者109」從而興起，並開始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
等金流服務。而此業務開展之過程中，雖然金管會針對基於「實質交易」所為之
代收代付，均認為未構成《銀行法》第 29 條之「收受存款」或「匯兌」業務110；
然而，針對提供「線上信用卡交易」代收代付之部分，則可謂屢屢受限。

108

例如：我國早期興奇科技與 Yahoo 奇摩電商合作推出「Yahoo!奇摩購物中心」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及 eBay 合資成立的「露天拍賣」等。

109

例如：我國 1990 年代末期相繼成立的紅綠藍三間公司，分別為 1996 年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1998 年紅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參見金管會 100 年 4 月 7 日金管銀票字第 10000043180 號函：第三方支付業者營運模式中，
買方於進行網路實質交易後，支付該次交易金額，或主動溢額支付與交易金額非顯不相當之
款項予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由業者依買方指示撥付賣方之行為，係屬針對實質交易之逐筆
交付辦理代收代付性質，為一般商業交易範疇，尚無違反銀行法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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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 2008 年時金管會即發函表示，信用卡收單機構對於特約商店之請款應
直接撥付予該特約商店，不得撥付予第三人（亦即第三方支付業者）111，此即造
成該時期第三方支付業者在信用卡業務之發展上大受限制。縱使金管會在 2010
年考量到網路交易之需求，廢止前揭函釋，並修正《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使收單機構得依「特約商店」之指示，將款項撥付予第三方支付業者，然考量到
當時中小型網路商戶之資本及規模，多數根本未達成為收單銀行特約商店之門檻，
自難為此修正規定之適用，從而使得第三方支付業者之業務範圍仍大受限制。
直到 2012 年底，在行政院跨部會協調下，金管會始同意放寬第三方支付業
者，得以透過下圖 2-12「第三方商戶收單」（Third party merchant acquirer）之
「大特店」模式，使其得以直接作為收單銀行之「特約商店」，為其轄下之會員

政 治 大
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台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後，
立
賣家先代收信用卡款項。並且，隨著 2013 年 3 月銀行同業公會公布《信用卡收

亦進一步確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提供線上代收代付之合法基礎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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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第三方商戶收單之運作模式（本文自行繪製）

111

參見金管會 97 年 12 月 15 日金管銀（四）第 09700443310 號函：為健全信用卡市場發展，保
障持卡人權益，收單機構對於特約商店之請款應直接撥付予該特約商店，不得撥付予第三人。

112

謝孟珊，第三方支付營運基本法制議題探討—以銀行法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為討論中心，
萬國法律，第 191 期，頁 16，201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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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線上預付儲值業務之受限

而後，為了提高「小額高頻交易」之便捷性與效率，以及增強使用者對於平
台之黏著度與活絡度，我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也漸有辦理線上「預付儲值」業
務之構想；然而，由於「預付儲值」與銀行「收受存款」之性質頗有類似，且亦
有構成《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多用途「電子票證」之疑慮。因此，該業務之
推動過程，也可謂屢受限制。
首先，金管會於 2013 年 6 月率先發布新聞稿表示，有鑑於多用途支付使用
之儲值業務，具有收受存款之性質，故主張非銀行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不得經
營該儲值業務113。而此見解一出，亦隨即引發業者之高度反彈及抨擊114。從而，
金管會於考量電子商務金流儲值之需求下，亦於同年 8 月立即核定由銀行同業公

政 治 大
由使用者連線網路在合作銀行中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之方式，使第三方支付服
立

會所訂定之《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115，希冀藉

‧ 國

學

務業者也得以於交易平台上提供「預付儲值」之功能。

然而，相較於直接在支付平台上辦理「網路虛擬帳戶」之方式，與銀行合作

‧

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之模式在金流功能上，則顯得十分受限且無效率116。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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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於扶植產業發展之考量下，亦於同年 8 月份再次發布新聞稿表示：對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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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支付儲值服務之暫行法源117，使欲經營「網路虛擬帳戶」之儲值業務得依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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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規範，取得「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資格；或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合作，成
為其特約商店。

Ch

engchi

惟考量到《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最初制定目的，僅是在監理發行「實
體票證」並專攻「線下」零售交易之支付機構，顯然與第三方支付業者專攻「線

113

金管會新聞稿，金管會協助發展電子商務金流服務，2013 年 6 月 4 日，https://reurl.cc/vDD0ze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14

INSIDE，詹宏志暴怒：有政府如此，何需敵人？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541-pchomefounder-is-very-angry-about-the-taiwan-authority（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15

金管會 102 年 8 月 30 日金管銀票字第 10240002940 號函准予備查在案。

116

參見《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第 5 條規定，對於「儲值支付
帳戶」之資金，須經由銀行及業者之介接始能移轉外。

117

行政院新聞稿，江院長拍板「第三方支付服務」之管理短期以「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做
為非銀行第三方支付儲值服務管理法源、中長期應制定專法，2013 年 8 月 7 日，
https://reurl.cc/Lpj1Oe（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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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零售交易之本質有所不同。因此若將該條例強行用以監理「第三方支付」，
即容易產生諸多不合理之處，例如：「電子票證機構」均限於「專營」者，此無
異於要求第三方支付業者需放棄其代收代付之本業；並且「電子票證機構」所要
求之資本額門檻 3 億元及相關法遵事項118，對於一般中小型第三方支付業者而言，
亦實屬過高；再加以，「電子票證」間不得為資金之移轉，且儲值也僅限於 1 萬
元以下119，更是有礙於第三方支付平台黏著度及活絡度之發展，也有違線上預付
儲值業務之核心本質120。
從而，削足適履之下，即導致業者幾乎不願申請成為「電子票證機構」，而
多偏向與銀行合作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之方式；甚或是選擇直接遊走於「單用
途」與「多用途」預付儲值業務之模糊邊界，持續挑戰著監管者之敏感神經。直

政 治 大
網路平台上發行「T 點」供其會員預先購買 T 點儲值及交易，被新北地方法院檢
立
至 2014 年 8 月 27 日，我國爆發數字科技公司旗下之「8591 寶物交易網」，因在

察署認定違反《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而予以起訴之案件後121。在業界一片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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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及抨擊下，我國主管機關才開始重視第三方支付產業與我國現行法制諸多齟齬
之處122，並重新思量加速推動第三方支付專法之必要。而後，行政院於該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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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火速將「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送交立法院，立法院亦於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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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6 日《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後，也使我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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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產業來到嶄新之階段。首先，本條例呼應前述業者對於以「網路虛擬帳戶」
辦理儲值及資金移轉業務之需求，除賦予電支機構得以辦理傳統「代理收付實質
交易款項」之業務外，更使其得以經營「收受儲值款項」及「電子支付帳戶間款

118

參照廢止前《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第 6、7、9 條規定。

119

參照廢止前《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5 條。

120

馮國昌、江欣玲，台灣第三方支付制度初探，全國律師雜誌，第 19 卷第 2 期，頁 39~40，2015
年 2 月。

121

自由時報，數字科技涉違法吸金 186 億董座等 3 人遭起訴，2014 年 8 年 27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091839（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22

應書名者係，數字科技一案，後來經「103 年度金重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及「106 年度金上
重訴字第 24 號刑事判決」認定，T 點並非作為「多用途支付使用」之工具等具體事由，而判
決數字科技公司之負責人無罪。此亦彰顯，過往司法機關也十分容易落入「具有儲值性質或
溢收價金之業務」即為「電子票證」之思考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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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移轉」等金融特許之業務；此外，為避免對既有業者造成過大影響，對於僅經
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款項總餘額未逾 10 億元之「第三方支付服
務業」者，亦不予納入電子支付機構之範圍，仍由經濟部管理之。
因此，於本條例作為法源基礎下，許多資本及規模較為龐大之第三方支付業
者也相繼申請成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例如：PChome 國際連、橘子支付、
街口支付、歐付寶等123。而該些電子支付機構搭配其既有之「行動支付」技術及
廣泛之線上及實體通路，提供使用者更加完善的線上及線下支付服務；另外，於
跨境支付之部分，依據本條例授權之相關辦法124，我國銀行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也積極與他國之支付機構合作，提供我國人民至境外網路商城（例如：淘寶網、
天貓等）購物時，得選擇使用我國金融機構發行之晶片金融卡，以新臺幣支付購

政 治 大
付帳戶，進行實體消費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O2O Outbound）
立

物款項之服務（Cash Outbound）；或提供我國人民於境外得以利用電支機構之支
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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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立法雖提升與明朗化我國第三方支付產業之發展；然而，在許多部分
也仍可見其侷限及缺失之處，本文僅就其中較為重要者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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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實收資本額門檻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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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服務業」，而未能提供「收受儲值款項」及「帳戶間款項移轉」等業務
。
額門檻對於該些業者而言實屬過苛，導致絕大多數業者僅能經營傳統之「第三方

對此，詳觀本條例於 2021 年修正前僅有五家公司申請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即
可想見其門檻之高。

123

金管會銀行局，金融機構基本資料查詢，專營電子支付機構，https://reurl.cc/Mvvx0W（最後瀏
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24

《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

125

黃麗蓉，因應全球化電子商務之我國非銀行業者涉入傳統金流服務之發展，台北外匯市場發
展基金會委託計畫，頁 18~20，2020 年 12 月，https://reurl.cc/02goD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26

Newtalk 新聞，第三方支付專法上路 詹宏志憂淪有錢人遊戲，2015 年 4 月 14 日，
https://reurl.cc/yZg1mq（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27

目前我國經營第三方支付業務之數家知名業者，例如：綠界科技紅、紅陽科技股份有、藍新
科技等公司之實收本額（1.28 億、0.99 億、1.49 億）
，均與專法修正前之 5 億門檻存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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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流機構互通及服務範圍之限制
本條例修正前對於「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也僅限於同一機構之用戶
始能相互轉帳128；且業者對於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代理收付款項，原則上也皆須經
過主關機關之核准始可經營129，例如：過往街口支付欲與街口投信開展「台版餘
額寶130」業務模式時，即須先透過主管關發布函釋予以開放，始得以經營部分投
資項目之代理收付。因此，該些規定無異大福限縮業者服務之範圍及發展，此觀
我國目前電子化支付比例，仍與 2020 年所欲達成之目標 52％有不少差距，即可
知電子支付機構之發展速度尚未如預期。
三、與《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重疊適用之扞格

治
政
大
子票證」之運用場域及技術界線漸趨模糊 ，對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
立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重疊規範，也導致主管機關及業者時常莫衷一是，
另外，近年來在電子商務「虛實整合」之潮流下，「電子支付帳戶」及「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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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於執行上常衍生困擾外，亦嚴重阻礙業務之創新。例如：2017 年 9 月悠遊卡
公司所申請之「數位付」業務（亦即將電子票證用於線上交易）遲遲未獲核准下，

‧

悠遊卡公司與金管會即針對是否需再申請電子支付機構牌照，產生諸多爭論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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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engchi

i
Un

v

128

參照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3 款規定。

129

參照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款規定，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實質交
易，不得涉有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代理收付款項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及其他法規禁止或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不得從事之交易。

130

「餘額寶」係由中國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公司於 2013 年所推出之金融服務，係指支付寶與
天弘基金公司合作，讓使用者得以將其「支付寶」帳戶中儲值款項之餘額，直接將資金轉入
「餘額寶」中作為餘額寶貨幣基金之投資。張炳坤、杜春緯，餘額寶模式在台灣發展的新紀
元，載：變革中的金融科技法制，五南出版社，頁 123~125，2019 年 6 月。

131

由於「電子票證」及「電子支付帳戶」二者皆屬於「電子貨幣」之應用；然而，於虛實技術之
應用下，即產生具有線上性質之「網路電子票證」
，以及具有線下性質之「電子支付賬戶專用
儲值卡」
。該二者卻分別規定於廢止前《電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6 條及修正前《電
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 條第 11 款，即可顯見其體系之重疊與混亂。

132

科技報橘 TechOrange，柯 P 抱怨悠遊卡想做第三方支付被拖兩年，金管會表示：你自己不申
請怪我囉？2017 年 9 年 12 日，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7/09/12/easycard-no-apply/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43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四目

修正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展望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於 2021 年 7 月 1 日正式修正施行後，已可預期
我國電子支付產業將漸漸迎來諸多之變革。以下即分別說明本次《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修正，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產業所帶來之革新：
一、「電子支付」及「電子票證」二元監理模式整合為一
首先，本次修法即回應前述法規重疊適用之扞格，並考量目前電子票證機構
均已申請兼營電子支付機構下，遂將過往「電子支付」及「電子票證」二元監理
之模式整合為一，使過往電子票證業務也納為廣義電子支付業務之一部，並廢止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從而，賦予電子支付機構於經營「收受儲值款項」

治
政
值卡」，以此符合支付工具虛實整合之應用 。 大
立

業務時，除了可以辦理「電子支付帳戶」業務外，亦可發行實體或非實體之「儲
133

二、開放國內外小額匯兌與跨機構間互通之金流服務

‧ 國

學

又為促進電子支付機構生態圈之發展，本次修法除了在原本之「電子支付帳

‧

戶間款項移轉」基礎上，賦予電子支付機構得以「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外134；

y

Nat

依據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135，也計劃由財金公司創建「跨機構共用平台」，開

sit

放跨機構間互通之金流服務，以滿足跨機構資金流通及通路共享之便利支付需求。

n

al

er

io

因此，未來將如圖 2-13 所示，不同電子支付機構間之使用者均可利用「電子支付

i
Un

v

帳戶」進行國內外跨機構之電子貨幣匯款轉帳；或使用者均得以至他電子支付機

Ch

engchi

構之特約商店內消費136；之後再透過財金公司作為電子支付機構間或與其他金融
機構間之「清算中心」，為電子支付機構間提供前端交易訊息即時交換，以及後
端支付款項快速清算服務。從而，大幅節省機構間各自系統介接及維運之成本，
提高支付效率與交易安全，並深化普惠金融。

133

參照《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5 款，所謂「儲值卡」
，係指具有資料儲存或計算
功能之晶片、卡片、憑證等實體或非實體形式發行，並以電子、磁力或光學等技術儲存金錢
價值之支付工具。

134

參照《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8 款、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

135

參照《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
除第六條第四款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由依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一項所定經營金融機構
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為之。

136

例如 ：民眾使用「街口支付」之儲值帳戶，可轉錢給「一卡通 Money」之用戶；或得以至「一
卡通 Money」簽訂之特約商店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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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大

立

圖 2-13：跨機構共用平台之運作模式（本文自行繪製）

‧ 國

學

三、原則開放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代理收付服務

‧

為擴大電子支付機構之金流服務範圍，本次修法對於金融商品或服務之代理
收付服務，也由原本的「原則禁止，例外開放」模式，修改為「原則開放，例外

y

Nat

sit

禁止」模式137。透過放寬代理收付金融商品款項之界線後，將擴大業者之服務範

al

er

io

圍以及其他商業模式之想像空間，從而促使我國電子支付產業未來也有機會開展

n

類如「輕量版純網銀」或「台版螞蟻金服」之格局138。

Ch

四、擴大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範圍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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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又除了金流核心業務（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辦理國內外
小額匯兌）外，本次修法也擴大開放電子支付機構得以經營眾多之「金流附隨業
務」（如：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合傳遞、提供特約機構端末設備共用、提供
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訊息傳遞等），以及「金流衍生業務」（如：提
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提供商品服務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及協助發行、
販售、核銷相關服務、提供紅利積點整合及折抵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等）
，

137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2 款規定：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實質交易，不得
涉有其他法規禁止之交易。

138

Hami 書城，2015 年以來的電子支付最大幅度修法，9 業者喜出望外吃網銀大餅，2019 年 8
年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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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電子支付機構得以開發更為完善之支付基礎設施，從而打造支付生態圈之共榮，
並增進使用者之支付體驗139。
例如：隨著「紅利點數整合平台」開辦後，不同電子支付機構之紅利點數均
可以在同一筆消費中使用，打破過往單一機構之限制，甚至連同兼營電支業務的
銀行紅利點數、信用卡紅利點數等也能一併納入，進而增進使用者之便利性以及
其對於平台之黏著度140。
五、差異化資本額門檻
關於電子支付機構「資本額門檻」之規定，本次修法也依據業務形態之不同
而採以「差異化資本額門檻」。依據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僅經營「代理

政 治 大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及「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者，則應具備 3 億元之最低實收
立
資本額；對於經營包含「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等全功能業務者，則應具備 5 億
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應具有 1 億元之最低實收資本額；對於僅經營「代

‧ 國

學

元之最低實收資本額。

‧

然而，若細觀此次修正內容，卻可發現，相較於修正前之資本額門檻限制，
本次修法也僅是賦予欲經營「收受儲值款項」之第三方支付業者，其實收收資本

y

Nat

sit

額門檻之要求得以由 5 億元降至 3 億元，且對於欲經營「國內外小額匯兌」等全

er

io

功能業務者，依然須具備 5 億元之實收資本額。而該實收資本門檻頁依然與目前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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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chi U
者仍無法直接經營「收受儲值款項」與「國內外小額匯兌」之業務。是以，該「差

多數「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之實收資本額存有差距141，導致多數第三方支付業

異化資本額門檻」是否真實符合產業之需求？是否真實契合監管手段之必要性？
則仍有待討論（詳見本文第五章討論142）。

139

所謂「金流附隨業務」
，係指其服務之對象為使用者或特約機構之業務；而所謂「金流衍生業
務」
，係指其服務對象不限於使用者或特約機構之業務。詳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以下各款。

140

中時電子報，一 Pay 走遍全台! 台版新支付生態圈 明年問世，2019 年 9 月 4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904000291-260205?chdtv（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41

參照前揭註 127。

142

另外，關於本次修法所提出之相關監理舉措，是否確實符合國際金融監理之趨勢、原則或內
涵，本文亦將留待於第五章再為詳盡介紹及探討。
46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三項 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作為金融科技及行動商務之核心產物，亦為我國未來零售支付及非
銀行支付之發展重點143，自有必要加以探討。而關於行動支付之定義已如前揭，
廣義而言，係指將所有電子化支付工具透過「行動裝置」之方式，完成支付指令
之發送或接收。故以下僅就「行動支付之技術型態」及「我國行動支付之發展」
接續介紹之。
第一款

行動支付之技術型態

一般而言，行動支付之技術型態，若依據其是否需仰賴支付之「感測系統」
加以區辨，大致可分為「遠端支付」與「近端支付」兩種型態：
第一目

遠端支付

立

政 治 大

遠端支付（Remote Payment），係指智慧型手機或行動裝置，無需靠近或仰

‧ 國

學

賴任何感應器、讀卡機等感測系統，即可完成行動支付行為。通常用戶是利用智
慧型手機內之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或內部所安裝應用程式 APP 連接移

‧

動網路；或開啟商家之行動網頁等方式，即可輸入信用卡、金融卡或電子支付機

y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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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端支付

io

第二目

Nat

構帳戶之資料，進行消費支付、加值、轉帳等服務，屬於網路連線之作業模式144。

i
Un

v

近端支付（Proximity payment），則係指智慧型手機或行動裝置，需靠近感

Ch

engchi

應器、讀卡機等感測設備，方能完成行動支付「嗶付」行為。通常用戶是利用手
機為主之支付載具，感應實體商店之「端末設備」以傳送支付指令，並透過連線
或離線之模式完成交易處理、消費款項支付，從而取代傳統卡片等實體支付工具，
在實體通路中以感應之方式進行刷卡消費。另外，依據支付之「感測模式」，近
端支付又可再分為「NFC 近場通訊」、「QR Code」、「mPOS 行動收單」等三
種模式145。

143

金管會及央行近年來積極推動行動支付深化惠金融外，國發會亦積極協調跨部會推廣行動支
付之應用場域，朝向 2025 年國內行動支付普及率 90%之目標邁進。楊金龍，零售支付基礎
設施與普惠金融，中央銀行，頁 2~5，2018 年 11 月。

144

李顯儀，數位金融與金融科技，全華圖書，頁 6-3，2018 年 6 月，第二版。

145

詳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動支付發展簡介及金管會立場，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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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我國行動支付之發展

關於我國行動支付之發展，若依循「科技發展」及「業者主導」之脈絡，也
得以大致分為：「行動銀行興起」、「非銀行業者百家爭鳴」及「行動支付大整
合」三大進程。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行動銀行之興起

2000 年初期，在無線通訊時代下，隨著網路銀行及網路 ATM 等金融服務之
普及，我國電信業者與銀行也開始結合電信與金流服務，使用戶得以透過手機等
行動裝置設備連接網際網路獲取銀行服務，從而開啟「行動銀行」之行動支付時
代。而後，隨著 2001 年財金公司「行動銀行共用系統」開辦，用戶得以進行跨

治
政
大
行動裝置」之熱潮，各家銀行所發展之「行動銀行 APP」，也漸漸受到用戶與線
立
上購物消費者之青睞 。

行跨門號之轉帳；以及 2007 年蘋果公司推出初代之 iPhone 後，伴隨著「智慧型

146

‧ 國

學

第二目

百家爭鳴下之行動支付

‧

上述行動銀行之應用主要是聚焦於線上消費或轉帳之「銀行支付」，然而隨

y

Nat

著 NFC、QR Code 等通訊技術之進步，以及 2013 年金管會正式備查「信用卡業

io

sit

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各大業者也開始瞄準線下零售

n

al

er

支付之龐大市場，紛紛推出自有之行動支付或第三方支付方案，從而形成百家爭

i
Un

v

鳴之行動支付時代。以下分別說明各大「非銀行業者」所主導之行動支付模式：

Ch

engchi

一、電信業為主導者，例如：遠傳 FETnet、中華支付等各大電信業者所提出之方
案，即是透過「電信帳單代收代付」
（Direct Carrier Billing）之方式，使用戶
得以進行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等商店付費軟體、電影、音樂等各類虛擬
商品或服務之款項支付。
二、第三方支付服務或電子支付業為主導者，例如：街口支付、歐付寶、Line Pay、
Pi 錢包等業者主要是透過「遠端支付」技術應用，使其用戶也得以於智慧型
手機或行動裝置上，利用網路連線支付平台，並連接支付閘道直接進行線上
消費支付，或點對點支付轉帳，從而大幅提升使用者之支付體驗。

146

黃興進、張宜群、呂卓勳、游騰保，台灣銀行導入行動銀行關鍵影響因素之多重個案研究，
資訊管理研究，第 13 期，頁 5，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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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機業為主導者，例如：目前國際三大手機廠牌之行動支付 Apple Pay、
Samsung Pay 及 Google Pay 皆是透過手機綁定信用卡後，以 HCE 技術傳輸
卡片訊息，並使用「代碼化技術」及「指紋驗證」方式確保支付安全147。
四、超商與零售業為主導者，例如：全家 Fami 錢包、統一 Open 錢包、PX Pay、
臺北 101 Pay、京站 Q Pay 等，其皆是透過手機儲值單用途電子禮券或綁定
信用卡之方式，進行特定超商與零售通路之支付148。
第三目

行動支付大整合時代

在前述行動支付百家爭鳴之時代下，各大業者所推出之行動支付方案固然各
具特色；然而，於現今激烈之行動支付市場環境中，單一業者實難以突破競爭之

治
政
大
能求得進步；另外，消費者或商家面臨玲瑯滿目之行動支付方案時，往往也造成
立
使用上之諸多困擾。因此，近年來無論業者、消費者或商家皆開始期望行動支付
重圍，而必須藉由彼此之共通合作以及技術、客群、通路資源之共享與整合，方

‧ 國

學

之整合與互通，而其中尤以財金公司與臺灣行動支付公司提出之方案最值期待。

‧

2017 年 6 月財金公司即偕同各家銀行及臺灣行動支付公司，推出「QR Code
共通支付標準」，希冀透過「台灣 Pay」整合各家銀行、第三方支付、電子支付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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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之掃碼方案於統一之「QR Code 共通平台」，降低機構間各自介接之建置成

er

io

本，改善市場上 QR Code 雜亂之情形，從而使消費者及商家得以享有簡便之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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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主流之電子支付業者均尚未加入，加以國際三大行動支付之搶攻，造成「台灣
hengchi U
n

體驗（一個 APP 多通路使用；一個收單機構收取各類行動支付）。而雖然目前市

Pay」之使用率仍較為落後；然而，未來若結合前揭《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下
財金公司所主導之「跨機構共用平台」，電子支付業者將可望全面加入 QR Code
共通平台，從而藉由共用平台有效整合前端交易介面、後端之訊息交換與快速清
算，共同建構我國「數位金流高速公路」149。

147

由此可見，該三大業者所提供之服務僅係透過代碼化支付技術，連結使用者信用卡或銀行卡
等支付工具，並不涉及我國「電子支付機構」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代收代付業務之經營，
而無需透過專法加以規定。詳見：金管會，
【澄清稿】金管會對於報載 Apple Pay 先立專法之
澄清說明，2016 年 6 月 6 日，https://reurl.cc/xZdzZe（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48

沈中華、王儷容、蘇哲緯，臺灣行動支付發展與歸類探討，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 33 卷第
1 期，頁 77~78，2020 年 3 月，https://reurl.cc/V5kL6y（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49

楊金龍，中央銀行貨幣與零售支付系統―兼論財金公司扮演之角色，頁 4~8，
https://reurl.cc/Qjnd8Z（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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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虛擬通貨支付
「虛擬通貨」作為金融科技下之產物，是源自於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人們
對於傳統金融體系失去信任以及對於普惠金融之渴望下，由一匿名為「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之個人或團隊，在一篇名為「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
現金系統」（Bitcoin：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之論文中提出150。
其發想是鑒於作為金融交易的資訊與價值交換、信任制度、交易紀錄等「帳簿」
151

，過往皆是由傳統中心化（centralized）之金融仲介機構或市場基礎設施所編輯

與維護，進而造成金融資源之分配及風險之產生通常也為中心化之方式呈現152
（例如：貨幣制度與支付系統之運作及風險153）。
因此，中本聰希冀藉由「分散式帳簿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政 治 大

DLT）154，於複雜之互聯網技術、密碼學與數學演算法之架構下，建立全新之非

立

銀行支付系統與信任機制，使大眾對於「帳簿」之記憶均有編寫與維護之權利，

‧ 國

學

從而達成貨幣發行與支付清算去中心化之理想世界。而「區塊鏈」（Blockchain）
即是中本聰用以實踐分散式帳簿去中心化之關鍵技術，亦是人們對於虛擬通貨作

‧

為支付工具之信任基礎。故以下將先簡要介紹區塊鏈技術之內涵與特性；再接續
探討區塊鏈技術發展下，所衍生之「首次代幣發行」、「代幣經濟」及「代幣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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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等概念；最後再行描繪我國「虛擬通貨」作為支付工具之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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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See Satoshi Nakamoto, Bitcoin：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 available at.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151

若將每個交易主體所有金融資產之流動訊息與歷史紀錄視為一本本之「帳簿」
（ledger）
，不難
發現，金融中介機構之主要工作，即在維護、更新與保護該些帳簿，確保其上之資訊真實正
確地反映出資產歸屬之狀態，並避免被竄改之風險。臧正運，區塊鏈運用對金融監理之啟示
與挑戰，月旦法學雜誌，第 267 期，頁 136~137，2017 年 7 月 15 日。

152

同上註，頁 137。

153

過往「支付系統」及「貨幣體系」皆係由中央銀行與少數金融機構所運行，由中央銀行作為
貨幣之唯一發行者，再透過商業銀行或少數非銀行支付業機構作為支付服務之提供者，完成
支付指令等交易資訊之傳遞；最後再透過央行所建構的基礎設施完成結清算之最終價值移轉。
因此，當中央銀行面臨通貨膨脹問題；或具系統重要性之金融機構面臨金融風險之情形；抑
或支付基礎設施面臨系統瑕疵及故障時，均有可能導致整體貨幣制度及支付系統之崩壞與癱
瘓，進而失卻人們對於傳統金融體系之信任。

154

分散式帳簿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係泛指所有能夠使得網絡上之各個節
點直接透過分布在各節點上之帳簿資料庫（無需透過一個中央資料庫）
，安全與同步地就資產
歸屬之變化予以提案、驗證與紀錄之相關技術。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CPMI）,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in
Payment,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t 2（February. 2017）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57.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臧正運，同註 151，頁 140。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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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區塊鏈技術與特性

區塊鏈技術作為「信任機器」（Trust Machine），其是透過「公開金鑰加密
演算法」（Public-key Cryptography）之運用，形成交易紀錄「可驗證匿名制」之
效果；並透過「雜湊演算法」（Hashing Algorithm）與「默克樹機制」（Merkle
Tree）之運用，形成交易紀錄「不可竄改性」（Immutability）及「無重複交易可
能性」（No Double Spending）之效果；再透過「時間戳」（Timestamp）技術之
運用，形成交易紀錄「可追溯性」（Traceability）之效果；最後，再透過「工作
量證明」（Proof of Work, PoW）等共識機制（Consensus）運用，促成交易與紀
錄「去中心化」之效果155。
是以，藉由以上區塊鏈技術所形塑之應用效果，除了賦予虛擬通貨作為支付

政 治 大
（Transparency）、「可追溯性」（Traceability）及「可審計性」（Auditability）
立
工具具有「交易與清算同步性」外，也使得帳本交易紀錄具有高度之「透明性」

學

；然而，更為重要者是，區塊鏈技術應用同時也成就金融中介之「去信任化」

‧ 國

156

（Trustless）與「個人賦權」（Personal Empowerment），從而打破傳統中心化支

‧

付之環境與金融模式，為未來非銀行支付與金融領域開啟全新之樣貌及想像。
首次代幣發行與代幣經濟

第一目

首次代幣發行（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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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來在金融領域中，透過區塊鏈技術為應用基礎者尤以「首次代幣發行」

Ch

engchi

（Initial Coin Offerings，ICO）最為興盛。所謂「首次代幣發行」即係指一群實體
或個人透過「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之方式，於既有之區塊鏈上發行專屬
之加密「代幣」（Token），並透過發布「白皮書」（white paper）或是類似之說
明文件，向特定或不特定之公眾募集法定貨幣或其他虛擬通貨，以支持其創業經
營之募資行為。而所謂「代幣」，即係指「可流通之加密數位權益憑證」，該「憑
證」所表彰者即為發行者賦予之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與權利（例如：支付
價值、使用收益權利、不動產所有權、投資分潤權益等）。

155

關於區塊鏈技術之原理探討，詳見：金融研訓編輯委員會，金融科技力，頁 133~136，財團法
人金融研訓院出版，2019 年 8 月。辜騰玉，Ithome，區塊鏈運作原理大剖析：5 大關鍵技術，
2016 年 4 月 23 日，https://reurl.cc/O1AV3y（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56

臧正運，區塊鏈之運用及展望，載：金融科技發展與法律，頁 55~57，五南出版社，2018 年
4 月，2 版。
51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二目

代幣經濟下之代幣分類

若將「代幣」及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金融或其他領域中，其所建構之經濟生態
概念即可稱為「代幣經濟」（Token Economy）。其本質是在建立一個藉由代幣
作為「激勵制度」之社群生態，透過改變每個人的行為模式與協作關係，從而共
建生態並獲得超額回饋157。而參考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理局（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FINMA）所發布之《ICO 監管框架查詢指導準則》，若依
「經濟功能」之不同，應可再將「加密代幣」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158：
一、支付型代幣（Payment Tokens）
亦可稱為「交易型代幣」（Exchange Tokens），係指可用以支付取得某些商
品或服務對價，或用以移轉金錢及價值之代幣類型；且該類型代幣之持有者對於

政 治 大

發行者無具體之請求權。因此，該類型代幣單純作為支付之工具，其性質即相似

立

於最初透過區塊鏈技術發行用以支付之「底層虛擬通貨」（例如：比特幣）。

‧ 國

學

二、功能型代幣（Utility Tokens）

‧

亦可稱為「應用型代幣」，係指其發行之目的僅在於提供持有人取得、使用
或兌換發行者所承諾提供之商品、應用程式或服務，且於發行時即具備該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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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幣類型。因此，相較於支付型代幣可於較開放之場合作為支付工具，功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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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由於僅可於較限定之範圍內使用，其性質上即類似於前揭「電子禮券」159。
三、資產型代幣（Asset To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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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稱為「證券型代幣」（Security tokens），係指用以表彰某種資產之代幣
類型，例如表彰持有人對發行人的債權或股權，或承諾對未來公司盈餘或資金流
入享有分配權。因此，在經濟功能上即具有類似股權、債券或衍生性金融產品等
「證券性」質。而該種證券型代幣之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 STO），由於
涉及資本市場穩定及投資人保護，因而多須遵守各國證券相關法律之規定。

157

林紘宇（果殼）
，桑幣筆記，代幣經濟的真諦—果殼團隊投資指南（一），2019 年 6 月 4 日，
https://zombit.info/token-economy-ultima-goal-group/（最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58

See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FINMA）, Guidelines – for Enquiries Regarding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Initial Coin Offerings, at 3 （ February. 2018 ） , available at
https://www.finma.ch/en/news/2018/02/20180216-mm-ico-wegleitung（last visited: 2021.12.25）.

159

楊岳平，區塊鏈時代下的證券監管思維挑戰：評金管會最新證券型虛擬通貨監管方案，臺大
法學論叢，第 48 卷特刊，頁 1295，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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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綜合以上代幣分類，應注意者是，FINMA 於報告中仍持續強調，現實
上代幣之性質並非截然劃分為以上三種類型，而更有可能是於單一代幣中同時符
合多種特性之「複合型代幣」（hybrid tokens），例如：同時具有支付與證券性質
之代幣類型。因此，現實上，仍應依個案實質認定各代幣發行專案之性質，以及
各法律體系下之法律定性，以分別適用相應之監理規範160。
第三款

我國虛擬通貨支付之發展

由於本文是在探討「非銀行支付」，故對於前揭「資產型代幣」將不再加以
贅述。以下僅以具有支付功能之「支付型代幣」與傳統「底層虛擬通貨」為核心
客體，接續介紹我國虛擬通貨支付之生態圈，以及近來興起之「穩定幣」發展。

政 治 大
如下圖 2-14 所示，虛擬通貨做為「支付工具」雖是在去中心化之區塊鏈上，
立

第一目

虛擬通貨支付之生態圈

‧ 國

學

於持有者間或接受虛擬通貨之商家間所流動；然而，其生態圈發展卻更有賴於區
塊鏈之「內部參與者」及「外部服務提供者」提供相關之技術或服務以為運作，

‧

而呈現「再中心化」之現象。以下分別簡述該二者之內涵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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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虛擬通貨支付生態系示意圖（本文重新繪製）162
160

楊岳平，論虛擬通貨之法律定性─以民事法與金融法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301 期，頁
46~48，2020 年 6 月。

161

本部分架構主要參考：楊岳平，同註 159，頁 1296~1300。

162

圖片參考來源：同上註，頁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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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塊鏈內之主要參與者
虛擬通貨支付是由分散式帳本技術所加以運行，其運行之機制自然可分為三
個元素，包含決定帳本技術如何運作之「程式協定」（protocol）、帳本技術所管
理之「資料」（data），以及依照程式設定管理資料之「網絡」（network）。而
由於程式、資料與網絡三者均須一定人為介入方可運行，因此其應分別由「開發
者」、「程式管理人員」與「交易驗證節點」三個主要參與者加以運作163。
二、區塊鏈外之主要服務提供者
為了使虛擬通貨支付得以更有效及便利地進行，於區塊鏈外也興起許多周邊
服務業者，以提供虛擬通貨使用者得以便捷地「保管」與「交易」之基礎設施。

政 治 大

其中即以「錢包業者」、「虛擬通貨交易平台」及「虛擬通貨 ATM」尤為重要：
1.

立

錢包業者

‧ 國

學

由於虛擬通貨交易訊息之發送與接收是透過「公鑰及私鑰」加以完成，因此
使用者皆需熟記並謹慎保管其冗長之私鑰，否則容易產生私鑰遺失之風險。而為

‧

有便於用戶妥善管理其私鑰，即興起所謂「錢包業者」（wallet providers），其提

y

Nat

供錢包（wallet）之方式，將「公鑰及私鑰」等資訊加以抽象化及儲存，使用戶自

sit

行設定較為簡單之密碼去綁定錢包與私鑰；並通過簡單之界面即可發送、接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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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有之虛擬通貨。而「錢包」依其儲存形式，又可分為與網路連線之「熱錢

i
Un

v

包」（hot wallet），以及未與網路連線之「冷錢包」（cold wallet）兩種類型164。
2.

虛擬通貨交易平台

Ch

engchi

虛擬通貨作為支付工具首重其「流動性」功能之維持，而「虛擬通貨交易平
台」（Cryptocurrency Platform）即是扮演虛擬通貨之「流通市場」，從而提供買
賣雙方得以便捷地完成虛擬通貨交易與取得之基礎設施165。而依據現下交易平台

163

詳細請參見：同上註，頁 1297~1299。

164

前者如「軟體錢包」與「網頁錢包」可快速存取私鑰，對於交易者而言較為方便，惟相對容易
遭受網路駭客竊取；後者如「紙錢包」與「硬碟錢包」係使用實體媒介脫機存儲私鑰，雖不易
受駭客攻擊，然而相對使用上較為不便。

165

然而，現實運作上虛擬通貨交易平台除了提供交易與結清算之功能外，往往亦具有其他傳統
證券中介者的功能，例如經紀、自營、承銷；或提供現貨、期權、永續合約、期權、槓桿交易
等。惟基於本文研究核心係在探討虛擬通貨之「支付」功能與監理，故本文僅就虛擬通貨交
易平台基礎之交易（exchange）業務為介紹。楊岳平，同註 159，頁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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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之主流「交易機制」，則可分為以下三種形式166：
1.

經紀商（Exchange Brokers）代購代售，亦即俗稱之「代買代賣所」
，係指虛
擬通貨經紀業者透過平台定價之方式，以協助平台用戶代為買賣虛擬通貨。

2.

交易所（Exchanges）法幣交易與幣幣交易，亦即虛擬通貨之「交易撮合」
，
是透過類似於股票掛單交易之形式，有一方出賣等待另一方應買，於交易所
內集中競價，即時撮合買賣雙方意願之價格。其中「法幣交易」係指可以透
過新台幣等法定貨幣之形式入金（Deposit）下單購買虛擬通貨，也可將販賣
之價額或交易餘額以法定貨幣形式出金（Withdraw）
；
「幣幣交易」則係指透
過自有之虛擬通貨入金來購買其他類型之虛擬通貨，並可再將所購買之虛擬
通貨出金轉入至指定之私有錢包地址中。

學

‧ 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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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外交易平台（Over The Counter, OTC）私下交易，亦即俗稱之「櫃檯買
立
賣」或「店頭市場」，是由交易雙方透過私下議價之方式直接進行虛擬通貨
交易，而不透過交易所集中市場內之競價機制。相較於集中市場，場外交易
具有較高之「流動性」及「隱私性」
，因此其交易量遠高於集中市場；然而，

‧

相對其「信用風險」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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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交易平台依其「運作模式」又可再分為「中心化」（Cent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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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currency Exchange, CCE）與「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Crypto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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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亦即平台上所有虛擬通貨在區塊鏈帳本上均是登記於平台名下，客戶並未顯
Exchange, DEX）兩種類型。其中「中心化交易平台」會代表客戶託管錢包及私

名於帳本上，客戶在正式出金前所有交易皆是「脫鏈」（off chain）進行167；反
之，「去中心化交易平台」則未託管客戶所持有之私鑰，因此客戶資產是顯名於
區塊鏈帳本上，所有進行的交易亦會「上鏈」（on chain）進行驗證168。

166

Ruby，Medium，如何購買虛擬貨幣？- 4 種方式買入第一筆虛擬貨幣，2019 年 7 月 30 日，
https://reurl.cc/Mb1ZMX（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67

亦即所有交易僅係在平台內部資料庫中增減客戶資產欄位，由平台自己維持內部帳本交易與
清算結算，故其客戶交易時無須透過交易驗證節點的驗證程序，如此可節省區塊鏈帳本之交
易驗證負擔。因此，目前大約 99％之交易量亦皆是在中心化交易平台處理。Yuren Ju，Medium，
運行在區塊鏈上的交易所（上）
，https://reurl.cc/6EVyb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68

亦即透過以太坊公開之智能合約或平台自建公鏈，直接完成交易之鏈上掛單及帳本結算，保
障交易過程之透明與安全性；然而，相對於中心化平台，其用者介面體驗較差、交易量較低，
掛單即時成功率亦較小。因此，現今去中心化交易平台仍未大規模採用。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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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較為知名且具規模之交易平台如： MaiCoin、幣託 BitoEX 均為中
心化交易平台，並提供「法幣交易」、「幣幣交易」或「代買代售」之功能；去
中心化交易平台則如：Joyso 和 STAR BIT® EX 等；場外交易平台目前主要有數
寶（ShuBao）提供法幣交易之 OTC 平台169。
3.

虛擬通貨 ATM
除了前揭透過網路交易平台獲取虛擬通貨之方式外，近來也興起透過架設實

體「虛擬通貨 ATM」之方式，提供使用者得以法定貨幣單向或雙向兌換虛擬通
貨。相較於前述交易平台之交易機制，其不僅更具有匿名性和隱私性外，亦使用
戶享有更立即且實體之出入金服務。
第二目

穩定幣之興起

立

政 治 大

穩定幣（Stable Coins），係指價值穩定的虛擬通貨。其保有區塊鏈去中心化

‧ 國

學

之價值移轉功能，惟在發行方式上回歸傳統中心化之機制，藉由提存同樣價值的
特定「儲備資產」（Reserve Assets）（例如：美元、黃金、商品）作為發行準備、

‧

擔保或抵押170，使虛擬通貨之價格與特定資產維持固定之匯率掛鉤（Pegging）；
或藉由特殊之「算法」（Algorithm），從而使虛擬通貨之價格趨於穩定，藉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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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傳統虛擬通貨因價格波動過大，而無法發揮價值儲存和交換媒介功能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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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穩定幣作為支付工具，相較於傳統虛擬通貨即存在更強大之信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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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用空間，並具有全球性發展潛力；然而，其缺陷也在於無法解決傳統法定貨

engchi

幣中心化之問題，甚至導致更多金融風險問題。例如：2019 年 6 月臉書公司所
提出之「天秤幣」（Libra）計畫171，作為「全球性穩定幣」（Global Stable Coin,
GSC）之發行，即如下圖 2-15 所示，係於透過獨立之「Libra 協會」進行管理；
「一籃子貨幣」（或高質量流動性資產）作為發行準備；開源透明之「Libra 區塊
鏈協議」作為基礎，並搭配周邊「Libra 授權經銷商與交易平台」，從而建構全新

169

桑幣筆記，台灣知名加密貨幣交易所懶人包，2020 年 2 月 26 日，https://zombit.info/taiwanwell-known-cryptocurrency-exchange/（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70

例如：USDT 泰達幣（Tether）最初即係以錨定美元 1:1 的準備金保證發行。而穩定幣依其所
掛鉤之資產或權利得以再細分為：法幣穩定幣、密碼穩定幣、商品穩定幣、演算法穩定幣、
混合穩定幣、衍生品穩定幣、主權穩定幣等。詳見：Ennio Y. Lu，動區動趨 Blocktempo，
「七
種穩定幣」的定義、穩定幣監管與稅務（上）
，https://reurl.cc/V6p3pY（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71

See Libra,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Mv1ZMK（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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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球貨幣體系與普惠金融基礎設施。然而，作為全球性支付工具，其金流繞過
傳統銀行體系也產生許多監理風險與問題172，甚至影響國家之金融穩定及貨幣政
策，以至於現今各國央行及主管機關對於 Libra 仍抱持懷疑或排斥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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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Libra 運作架構圖（本文重新繪製）173
另外，應注意者為，若穩定幣項目若是錨定特定單一法定貨幣 1:1 發行（例
如：臉書於 2020 年再次提出之「Libra 2.0」（Diem）計畫174），即有可能該當
「電子貨幣」之性質。申言之，傳統之電子貨幣與穩定幣均是由非銀行機構所加

172

關於穩定幣或 Libra（Diem）所產生之監理風險與問題，詳見本文第三章。

173

中央銀行，同註 38，頁 75。

174

2020 年 4 月臉書發布全新 Libra2.0，以修正原先各國政府對於 Libra 之質疑。其主要修正即包
涵：除了發行原先錨定多種資產的穩定幣外，也提供錨定單一法定貨幣作為基礎之穩定幣。
2020 年 11 月臉書將 Libra 更名為「Diem」以更新其合規形象。See Diem, White Paper v2.0,
https://www.diem.com/en-us/white-paper/（last visited: 2021.12. 25）.
57
DOI:10.6814/NCCU202200131

以發行，並透過對於該些機構之「債權」（claim）來表彰價值之存續；然而，差
異僅在於傳統「電子貨幣」是透過中心化之方式加以運作，而該類型之穩定幣則
可能透過去中心化之方式加以運行175。因此，於監理上應特別注意，此類錨定單
一法幣發行之穩定幣未來若於我國流通時，除了可能引發相關之監理問題外，也
可能涉及到傳統電子貨幣等相關規範之適用。

第五項 創新匯款服務
「匯款」（Remittance），係指提供付款人與收款人間資金移轉之服務，其著
重於個人對個人之支付（person-to-person payments），並非關注於該付款是否基
於購買商品和服務或企業間之付款 176。而「匯款」作為「資金傳輸」或「匯兌」
（Money Transmission）之手段，自然也為我國《銀行法》第 29 條規定非銀行不

政 治 大

得經營之專屬業務，此即導致我國過往大眾所需之匯款服務，均是由商業銀行所

立

提供（包含信匯、電匯、票匯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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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電子商務交易之活絡，且鑒於傳統銀行匯款之局限性與高成本，
近來部分非銀行業者也開始嘗試透過「支付技術」與「商業模式」之創新，以提

‧

供大眾更加普惠之「創新匯款服務」。以下即接續介紹該些創新匯款服務興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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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創新匯款服務之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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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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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以及我國創新匯款服務近期之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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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電子商務尚未發達之時期，一般民眾對於「小額匯款」之需求，由於其

engchi

支付場景與頻率通常較為限縮，且多僅為我國境內匯款之情形下，其所涉及之結
清算流程與金融組織參與通常也較為簡易。因此，在傳統銀行匯兌體系下，過往
「小額匯款」產生之手續費及時間成本即較為低廉，而可為一般大眾所接受。

175

在 IMF 報告所提出之「貨幣樹」
（Money Tree）分類中，即將此類型之穩定幣稱為「區塊鏈形
式電子貨幣」（Blockchain-based forms of e-money）或「法幣代幣」
（fiat tokens）
。
See Tobias Adrian &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The Rise
of Digital Money, FinTech Notes No.19/001, at 3~4（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intech-notes/Issues/2019/07/12/The-Rise-of-Digital-Money47097（last visited: 2021.12.25）.

176

亦即相較於前述基於線上線下交易所提供之「代收代付」或「履約擔保」支付服務，
「匯款」
可發生在任何原因關係（包含企業履約價金匯款、家人生活費匯款、移工薪資匯款等）
。
See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CPSS）, World Bank, General principles for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services, at 6（January. 2007）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76.pdf（last visited: 2021.1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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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電子商務無疆界之開展、國人消費習慣之改變、大量跨境移工與
新移民之遷入，以及諸多海外求學與移居者之遷出，導致一般民眾除了對於「境
內小額匯款」之應用場景與頻率大幅擴張外，對於日常生活中所產生之「跨境匯
款」需求也急遽提升。是以，在此情境變遷下，高頻率「境內小額匯款」所累積
而生之時間與手續費成本，即漸漸與其匯款金額不符比例；「跨境小額匯款」也
由於跨境支付系統所涉及之複雜清算流程及金融組織參與，使其時間及費用成本
更是節節攀升。凡此足見，傳統銀行所建立之通匯支付體系已然無法滿足大眾日
常生活中之匯款支付需求。
因此，伴隨金融科技之發展，諸多非銀行業者即開始透過支付創新，設法繞
開或簡化傳統銀行層層之通匯結清算體系，以及 SWIFT 復雜之電文傳輸與交換

政 治 大

過程，以提供民眾更加便捷及普惠之境內外匯款服務。

立

我國創新匯款服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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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第二款

而我國非銀行業者目前所開展之創新匯款服務，則大致可分為「技術模式創
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等兩種形式：

‧

第一目

技術模式創新匯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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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模式創新」之匯款服務，即非銀行業者透過「電子貨幣」、「虛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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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或「穩定幣」等創新技術或新型支付工具之應用，繞開傳統跨境支付匯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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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清算體系，直接透過發行機構之內部帳本或區塊鏈上之分散式帳本，進行點對

Ch

engchi

點之資金傳輸及結清算，進而達成實際法定貨幣價值匯款之效果。
目前我國透過「電子貨幣」為應用者，即如前述，皆是依據《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之規定，僅有電子支付機構得以辦理「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
之國內外跨境、跨機構之匯兌服務；另外，透過「虛擬通貨」或「穩定幣」為應
用者，亦如前述，目前多是透過各類型式之錢包業者或交易所提供虛擬通貨之價
值移轉與供給。
第二目

商業模式創新匯款服務

「商業模式創新」之匯款服務，即是非銀行業者透過商業模式之應用，試圖
簡化傳統跨境或跨機構支付系統所涉及之複雜清算流程及金融組織參與，從而免
去匯款大部分之時間及手續費成本。
59
DOI:10.6814/NCCU202200131

過往我國透過「商業模式創新」為應用者，除了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
是直接依附於合作銀行（目前僅剩京城銀行）辦理實體與網路小額匯款外177，其
他欲經營創新匯款業務之業者過往多是依據《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之
規定進行或申請「沙盒實驗」。例如：金管會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核准香港商易
安聯、統振兩家公司所申請之「外籍移工小額跨境匯款實驗」178，即是考量我國
大量外籍移工對於薪資跨境匯款之需求度極高，卻苦無較為便捷之匯款管道下，
所發想之創新匯款模式。其機制是透過業者直接與國內外銀行合作，使外籍移工
得以於手機 app 輸入匯款資訊後，直接至超商、ATM、網路銀行或銀行繳款匯入
到業者於我國銀行開設之帳戶；再透過業者於外國銀行之帳戶，依該國法規匯入
相應金額於移工所指定之帳戶、電子錢包、臨櫃取款地或現金快遞地等。藉由此
種「省去傳統匯款中間銀行」之創新機制，將複雜跨國匯款變成兩個簡單的本地

政 治 大

匯款，從而大幅降低中間銀行之「過路費」（手續費）及「匯款時間」179。

立

而修正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4 項亦規定，非電子支付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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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得以遵循《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經營國外

‧

小額匯兌業務，使上述業者在上述沙盒實驗後，仍得以繼續經營其創新匯款業務，
藉此導引非法地下匯款至合法管道，並增進匯款服務市場之競爭及安全性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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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者為，我國透過「商業模式創新」為應用者，亦有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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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桃支付」（CherryPay）所推出之「P2P 匯款平台」模式。其是仿造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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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Wise 之匯款平台模式，同樣以「共享經濟」之概念，透過平台媒合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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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國平台用戶之跨境匯款需求；惟差異在於櫻桃支付是：①先要求我國平台用
戶需先將代付款項及 1%手續費匯至櫻桃支付之國內帳戶後；②始發出媒需求協
尋配對；③由他國之平台用戶選擇接單後，直接於境外代匯相應之款項予我國用
戶指定之他國帳戶；④最後，櫻桃支付再將代付總額扣除服務費後匯至他國用戶

177

京城銀行，西聯匯款，https://customer.ktb.com.tw/new/personal/9c60e7b3（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78

金管會新聞稿，金管會核准第 2 批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外籍移工跨境匯款，2019 年 1 月 31
日，https://reurl.cc/WkaEZy（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79

每筆手續費降低至 100~300 元，到帳所需時間亦僅需 30 分鐘至 1 小時。Meet 創業新聞，傳
統銀行不是敵人是神隊友！易安聯打造外籍移工超愛用跨境匯款服務，2019 年 8 月 2 日，
https://meet.bnext.com.tw/articles/view/4506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80

參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4 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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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國內帳戶181。透過此機制，櫻桃支付將無需於境外開設帳戶及協助匯款，
也可繞開跨境支付體系及 SWIFT 電文過程，從而達到時間及費用成本之減少。
然而，2018 年 8 月櫻桃支付公司卻突遭檢調搜索，並認定其匯款經營模式涉
嫌地下匯兌，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及《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範。而細究其
被追查之原因主要在於：（1）櫻桃支付雖僅媒合從事兩地匯款需求而為國內之
匯款，然依循我國主管機關及歷來司法實務對於「匯兌業務」之認定，該支付模
式仍符合「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
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定義182；且（2）經調查發現，櫻桃支付為使平台
擁有足量之接單方，其團隊會在其提供國際匯款的國家尋找固定合作對象，或利
用其海外分公司員工及親友的帳戶匯款，已非單純媒合金流交易，故可能構成違

政 治 大
制程序，而淪為詐騙集團之洗錢管道。凡此種種，亦造成櫻桃支付不符金管會所
立
法經營國外匯兌183；另外，（3）該櫻桃支付與其平台也被發現未完整落實洗錢防

提倡之「負責任創新」，而遲遲未能獲准進入沙盒實驗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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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藉由以上櫻桃支付之案例吾人得以重新思考，若先不細究櫻桃支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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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相關之洗錢防制或客戶保障程序，而未達金管會所謂「負責任之創新」之部
分，類似櫻桃支付等創新之商業與匯款模式，確實可為我國帶來普惠金融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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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契機。然而，我國主管機關及司法實務一再透過《銀行法》第 29 條「匯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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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限制該些創新匯款服務之開展，是否真有其監理上之必要性？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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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納管？（詳見本文第五章討論）。

v

考慮對於現行之《銀行法》第 29 條加以修正，或透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181

谷湘儀、黃彥倫，跨境匯兌及 P2P 匯兌平台於我國發展之法制問題，載：變革中的金融科技
法制，頁 137~138，五南圖書出版，2019 年 6 月。

182

參照前揭註 81，財政部 85 年台融局（一）字第 85249505 號函令之見解。另外，臺灣高等法
院 107 年度金上訴字第 8 號刑事判決，亦揭示「行為人為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收付，以完成
資金轉移之匯兌事實，縱無從確認為其撮合之第三方為地下匯兌業者，仍已構成非法經營匯
兌業務罪」。

183

蕭長瑞，新世代金融基金會，交流園地，櫻桃支付 另類匯款的工具，2018 年 12 月 7 日，
http://www.appacus.org.tw/xmdoc/cont?sid=0I347369618860458073&xsmsid=0H25735421130022
9964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84

自由財經，櫻桃支付想進「監理沙盒」？顧立雄：它要下蠻大工夫，2019 年 5 月 30 日，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06703（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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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小結：我國非銀行支付發展之統整
透過前揭各式支付服務或工具之發展介紹後，下圖 2-16 即統整該些支付工
具或服務彼此間之關聯，並藉此歸納出我國非銀行支付之發展軌跡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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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我國非銀行支付工具與服務關聯統整圖（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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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化支付與傳統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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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上圖 2-16 所示，在「電子化支付」（電子化資金傳輸）之發展脈絡
hengchi U

下，過往支付服務皆是由傳統「銀行支付」體系加以運行，其所提供之電子化支

付工具即包含「1.與帳戶連結之支付工具」、「2.信用卡」及「3.電子票據」。其
中「1.與帳戶連結支付工具」及「2.信用卡」，更隨著開放式網際網路及安全協定
之應用，也得以用以線上支付。
二、單用途禮券及電子貨幣
而後，在「預付儲值」技術之發展下，「4.單用途電子禮券」及「5.多用途電
子貨幣」即應運而生。其中「5.多用途之電子貨幣」於我國也由早期銀行專屬發
行之「現金儲值卡」，開放至電子票證機構也得以發行之「卡片式電子票證」；
至於「4.單用途電子禮券」則仍為各大零售企業或商家通路所廣泛應用，並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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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為消費者之保護。
三、第三方支付與電子支付機構
又隨著 C2C 網路交易之興起，「6.第三方支付」之「代收代付」及「履約擔
保」業務也應運而生，其透過支付閘道連接用戶之信用卡或帳戶型支付工具，提
供商家及用戶更多元之線上收付機制。此外，於 2015 年《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公布後，我國正式賦予第三方支付業者透過申請為「7.電子支付機構」，除
了得以辦理「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外，也得以透過「收受儲值款項」辦
理多用途之「電子支付帳戶」業務，以及提供「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服務。
又因應虛實整合之潮流，於 2021 年《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更是將電子票證
及電子支付合一管理，使未來任何電子貨幣業務，均專屬於「7.電子支付機構」

政 治 大

所經營，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僅得依循《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

立

經營代收代付與單用途電子禮券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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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虛擬通貨與穩定幣支付

‧

另外，伴隨著金融科技及區塊鏈技術之發展，「8.虛擬通貨支付」也隨之興
起，並且帶來與既往支付體系有所不同之「去中心化」支付架構；且隨著虛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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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支付周邊生態蓬勃發展下，錢包業者、中心化交易平台及代幣發行商也相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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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支付工具，各式「9.穩定幣」也相應而生。
五、創新匯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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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呈現再中心化之趨勢；又近年來為了使虛擬通貨之價格趨於平穩，而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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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鑒於傳統銀行匯款之局限性，過高之手續費與時間成本，也造就諸
多「10.創新匯款服務」興起，其中即包含：電子支付機構得以辦理之電子支付帳
戶「國內外匯兌業務」、非電子支付機構得以依據相關辦法辦理「外籍移工國外
小額匯兌業務」、虛擬通貨業者則可提供匯款轉帳之支付服務，以及被認定為違
反《銀行法》之「P2P 匯款平台」。
六、行動支付
而以上眾多支付工具或服務，皆可藉由「11.行動支付」之方式加以提供。透
過行動支付之「近端」與「遠端」技術，即可將所有支付工具之個人資料與支付
訊息，透過手機等行動載具進行支付之感應、發送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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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透過以上非銀行支付工具與服務之統整，若綜合以觀，可以發現，各
式非銀行支付服務或工具隨著金融科技及電子商務之創新發展，彼此間的界線已
非常模糊，而可謂相互牽連而多有重疊；並且非銀行支付服務或支付機構之領域
也已不再限於單一類別、單一業務、單一載具或單一國境中，其未來勢必將呈現
「跨載具」、「跨情境」、「跨虛實」、「跨業務」及「跨國界」的發展趨勢185。
惟若單獨以觀，亦可發現，每個非銀行支付服務或支付工具之發展軌跡，均
與前述「貨幣」之歷史演進極其相似，其發展目標皆是在消弭「交易成本」之過
程中，試圖取得與維繫人們廣大之「信任基礎」186。蓋誠如學者 Supriya Singh 所
言：「紙張、塑料卡或電子訊息是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可以將其轉換為金錢。金錢
唯有在吾人『信任』（trust）它會在我們所使用和交換的網絡中得到兌現時才是

政 治 大
穩固之安全與信任機制方為促進支付工具發展之關鍵 。
立

金錢」187。因此，透過高效、便捷且普惠之支付工具降低交易成本之同時，建立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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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此，在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探討上，對於其「監理範圍」之劃定，除了需緊
扣「非銀行支付」相異於銀行之核心本質外，亦應注意其相互交織、相互橫跨所

‧

可能產生的外溢效應；至於其「監理目標」之實踐，則應著重如何在促進非銀行
支付創新、效率與普惠之同時，亦能兼顧非銀行支付之安全與信任189。而本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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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略描繪出我國現下非銀行支付可能涵蓋之「監理範圍」，其大致包含電子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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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虛擬通貨支付、創新匯款服務等核心領域。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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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本文將接續探討非銀行支付「監理目標」之實踐上，可能存在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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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型態」、「監理原則」及「監理面向」。

185

周樹林，Think Fintech，行動支付發展趨勢與策略，2018 年 3 月，
http://www.thinkfintech.tw/Article?q=ART180301001（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86

See Christina Segal Knowles, Responding to Leaps in Payments: From Unbundling to Stablecoins,
Bank of England speech, at 2~3（Jan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review/r200123c.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187

See Supriya Singh, Designing for Money Across Borders, RMIT University/Smart Internet
Technolog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at 6（2005）,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r80ml4（last
visited: 2021.12.25）.

188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25.

189

See Id；See also Maria Chiara Malaguti, Payment System Regulation for Improving Financial
Inclusi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 070, at 13~14（Dec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q6l1X（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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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銀行支付之風險與監理探討
非銀行支付作為金融市場之一環，本質上即為金融，自然亦存在諸多之負外
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及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等金融市場
失靈之情形190；且該些情形也可能隨著非銀行支付之規模擴張及金融科技應用，
而被逐步放大或發生質變。因此，面對該些金融市場失靈之問題，即必須藉由政
府或法規之公權力加以監理，以鞏固大眾對於非銀行支付之信任。然而，在進入
非銀行支付之法制探討前，仍應先行理解非銀行支付之相關「風險型態」、「監
理本質」、「監理原則」及「監理面向」，方能有效掌握其監理重點所在。
故本章將先於第一節，以支付之「傳統金融風險」為開端，簡介支付領域中
涉及之各式傳統金融風險態樣後，始接續探討在金融科技與非銀行支付發展下，

政 治 大

傳統金融風險可能產生之「擴散與質變」及其他「新興科技風險」；緊接著於第

立

二節，就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與「監理目標」先為介紹，再行歸納出非銀

‧ 國

學

行支付應有之「監理原則」；最後於第三節，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所可能面臨之
具體「監理面向」與內部議題，詳盡歸納並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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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非銀行支付之風險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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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支付之傳統金融風險

i
Un

v

本文參考國際清算銀行（BIS）支付暨清算系統委員會（CPSS）所發佈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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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基礎設施準則》（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191，以及防制
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所發布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與武器
擴散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Proliferation）192，將過往銀行等支付機構可能面臨之傳
統金融風險分為：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一般營業風險、保管及投資風險、操

190

See John Armour, Dan Awrey, Paul Davies et al., PRINCIPLE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57~59（2016）; See also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28~29.

191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at 18~20（April.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01a.pdf（last visited: 2021.12. 25）.

192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 Proliferation : The FATF Recommendations, at 10~11（June. 2021）
,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gWgMXN（last visited: 2021.12. 25）.
65
DOI:10.6814/NCCU202200131

作風險、法律風險、系統性風險、洗錢資恐風險等八大類，分別概述如下：
第一款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亦稱「資金籌措風險」，係指金融機構由於客
戶之資金需求突增、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流動性不匹配或中央銀行改採緊縮貨
幣政策等因素，造成其短期內無足額之資金以支應當前之資產增加或到期債務，
必須在極短之時間內以過低之價格變現其資產，進而招致損失、倒閉之風險 193。
在支付金融中，過往銀行等支付機構所從事之資金保管與匯兌業務，即在於
提供支付系統「流動性」之核心功能。倘若銀行因資金之短缺、市場流動性不足
或擠兌等情形，導致其無法如期完成資金清算或兌付時，將容易產生支付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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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風險，甚至誘發系統性風險。
第二款

立

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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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Credit risk），又稱「交易對手違約風險」（Counterparty default
risk），係指金融機構之交易對手未能於到期時或未來任何時點，履行全部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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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契約約定之金融債務（包括到期無法收回債權、放款變呆帳、債券不能兌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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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導致金融機構無法收受到金融債權所約定給付之現金流量，而面臨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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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風險以及本金損失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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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金融中，銀行等支付機構若以部分客戶之存款或匯兌資金從事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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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融商品或債券之買賣；甚至或是提供短期貸款時，即容易因市場風險變化，

engchi

導致債務或債權無法實現，從而面臨信用風險；又若該支付機構有擔保交易價金
及價款之交付（例如：信用卡墊款），也可能面臨買賣雙方失信之風險。
第三款

一般營業風險

一般營業風險（General business risk），係指金融機構在管理與營運上，因
收入減少或支出增加，導致入不敷出，必須以資本彌補損失，而對其財務狀況可
能造成任何損害之風險。而該些損害可能是因負面聲譽效應、營業策略執行不當，
或其他風險所引發。在支付金融下，銀行等支付機構對於其企業內部之管理或營

193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CPSS）, supra note 191, at 19；龔玲雅，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暨中央銀行監管職權之探討，
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 66 輯，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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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若未有專業之人才加以營運，或良善之公司治理，即有可能因決策失誤或是
治理失序，導致支付機構面臨巨大之營業風險。
第四款

保管及投資風險

保管及投資風險（Custody and investment risks），其中「保管風險」係指金
融機構（或其附屬之保管機構）發生破產、疏忽、詐欺、管理欠佳、或紀錄保存
失當等情形，致使保管資產遭受損失之風險；「投資風險」則係指金融機構將其
財務資源（如擔保品）用以投資時，而面臨損失之風險。金融機構如未能妥善保
護及運用其資產，將會造成其信用、流動性及聲譽上的問題。
在支付金融中，銀行作為履行支付核心功能之機構，勢必將保管大量客戶用

治
政
大
挪用或盜取該資金；或將其不當用以投資風險較高之項目，於投資失敗時導致無
立
法填補該資金缺口，產生保管及投資之風險。
以支付之資金。倘若因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之發生，將容易導致銀行擅自

‧ 國

學

第五款

操作風險

‧

作業風險（Operational risk），係指金融機構之資訊系統或內部作業程序缺失

y

Nat

故障、人為錯誤、管理失靈、或外部事件造成失序等，導致金融機構提供之服務

io

sit

與運作發生縮減、惡化或中斷之風險。該些作業失靈可能會降低金融機構風險管

n

al

er

理措施之有效性（例如：損害其完成清算之能力），也可能使其後的作業發生延
遲、損失及流動性問題，甚至造成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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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付金融中，銀行等支付機構若發生軟硬體設備之故障、管理缺失，或黑
客入侵時，將導致客戶無法交易、重複付款、款項遭受盜取、客戶個人資訊外洩，
甚或是支付系統癱瘓或崩潰，進而引發大規模之流動性風險及系統性風險。
第六款

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Legal risk），係指因相關法律與規定適用之不確定性，或非預期
性的適用某一部法律、規定或判決，造成金融機構資產價值下降或負債增加之風
險。另外，法規風險也包括金融資產訴訟追討延遲所造成的損失，以及因法律訴
訟、程序引發資產損失或遭受凍結等風險。
在支付金融下，過往銀行從事支付業務時，因上述其他風險產生訴訟上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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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或不利益時，或未遵循支付系統相關之作業與監理規範時（例如：未依《中
央銀行辦理日間透支作業規範》提供足額擔保品合），也容易產生法律風險。
第七款

系統性風險

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係指當一個或多個具有系統重要性之金融機構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於上述之各種風險實現而無
法履行其財務責任時，將可能因單一金融機構規模過大（亦即「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 TBTF）；或金融機構間彼此緊密牽連及相互依存之關係（亦即「關
聯性太高不能倒」，Too Connected To Fail, TCTF）；或金融市場上訊息之不對稱，
產生信用或流動性問題之蔓延，進而導致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例如：擠兌），使
其他具有系統重要性之金融機構也容易遭受「金融傳染」
（Financial Contagion），

政 治 大

而無法履行其財務責任，最終威脅整體金融市場之穩定194。

立

支付系統作為金融基礎設施之核心，是暢通商品交易及社會經濟活動之命脈，

‧ 國

學

因而也成為金融系統性風險傳遞之主要管道。在支付金融中，若某個具有系統重
要性之參與者未能如期清算其債務時，將可能連帶導致系統之其他參與者亦無法

‧

在到期時清算其債務或營運之失序。因此，過往「銀行」作為支付系統之主要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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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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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在其金融監理之建構上，無論是由「微觀審慎」（micro prudential）或「宏

io

或國際金融組織監管設計上之重要導向與課題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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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

洗錢及資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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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審慎」（macro prudential）之角度，對於系統性風險之防範皆成為各國銀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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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及資恐風險（Money Laundering & Terrorist Financing risk），係指金融
機構成為犯罪行為人掩飾及隱匿其犯罪所得之管道，或資助恐怖主義行為之風險。
而「支付」作為進入金融體系之開端，自然成為洗錢或資恐行為之最佳管道，其
中銀行匯兌業務之洗錢風險通常即被評等為「高風險」業務。因此，近年來各國
對於銀行支付匯兌業務洗錢風險之防範，也訂下嚴格之客戶辨識與疑似通報程序。
194

關於「金融系統性風險」探討，詳細可參見：楊岳平，論我國影子銀行的金融系統性風險審
慎監管—以強化中央銀行最後貸款人機制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7 期，頁 154~156，
2020 年 9 月。

195

See Ross P. Buckley, Douglas W. Arner, Dirk Andreas Zetzsche & Eriks Selga, The Dark Side of
Digital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The New Risks of FinTech and the Rise of TechRisk, European
Bank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019/54, at 7~9（Nov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478640（last visited: 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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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金融科技發展下非銀行支付之風險
第一款

傳統金融風險之擴散及質變

以上即為傳統銀行支付體系下金融風險所可能呈現之形式；然而，隨著非
銀行支付興起與金融科技發展，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規模、業務與技術漸趨開展與
多樣化，其跨載具、跨情境，跨虛實、跨業務以及跨國界之發展趨勢，連帶使非
銀行支付除了具備固有之金融特質外，同時也衍生出長尾特徵（Long Tail）與金
融脫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之「金融屬性」；以及網絡外部性、廣泛連
結性與資訊對稱性等「網路屬性」196。而該些特性即使得傳統金融風險在網路、
科技與資訊之相伴下，呈現擴散速度更為迅速、波及層面更為廣泛、溢出效應更
為凸出、傳輸渠道更為多樣之發展，從而也增強支付系統面對風險之脆弱性197。

政 治 大

以下即分別說明在非銀行支付發展下，傳統支付金融風險可能產生之擴散及質變：

立

流動性風險

學

‧ 國

第一目

非銀行支付作為銀行支付之替代性機制，也肩負著提供資金「保管」、「移
轉」及「流動性」等支付之核心要能。因此，關於資金流動性問題自然即成為非

‧

銀行支付首要之風險198。然而，不同於銀行之流動性風險係來自於客戶「存款」，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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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銀行支付機構則是來自於其所收受之大量「沉澱資金」。所謂「沉澱資金」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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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非銀行支付機構，在提供代收代付、預付儲值或小額匯款等資金傳輸服務之過

n

程中，因預先收受使用者之「儲值款項」；或交易等待期間與結清算期間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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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因素」所囤積與暫存之使用者資金。而該些「沉澱資金」作為非銀行支付流動

engchi

性之基礎，在長短不一之存管期間內，即可能因非銀行支付機構本身之資產負債
期限錯配，造成價值之減損與滅失，進而發生不足以向使用者兌付或供其贖回之
流動性風險。
再者，在現今之虛擬通貨支付生態中，由於多數之錢包業者或交易平台均採
以「中心化」之經營模式，其交易與支付均非真實於區塊鏈上「去中心化」運作，
而是透過機構內部「集中託管」客戶之法幣儲值餘額或各式虛擬通貨私鑰，再由

196

案例說｜網際網路金融：風險特質知多少？每日頭條，2016 年 12 月 1 日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qenzbby.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197

See Terri Bradford et al., Nonbanks and Risk in Retail Payments: EU and U.S., in MANAGING
INFORMATION RISK AND THE ECONOMICS OF SECURITY（M. Eric Johnson eds.）, at 42~45（2009）.

198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1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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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內部之帳本分別予以借記與貸記表示199。因此，該些平台集中託管所形成之
大量「沉澱資金」，除了因上述機構內部問題而容易導致流動性風險外，考量到
虛擬通貨本身高度之價格波動性、平台發展之規模較小，或市場活絡度不足等情
形200，於平台客戶出金或交易時也極度容易誘發流動性之問題。再者，關於「穩
定幣」之發行，雖目前尚未蔚為風潮；然而，考量其作為全球性支付工具之發展
潛力、價值保管與儲存之特性，以及不固定之「儲備資產」選擇與管理機制，也
容易在儲備資產面臨市場風險而大量貶值後，因其穩定價值與使用者信心之流失，
導致使用者大量贖回，或儲備資產大規模火速出售（fire sales）之流動性風險201。
另外，以上非銀行支付機構隨著網路效應，以及網路金融之長尾化，其經營
規模漸趨擴張下，當所收受之「沉澱資金」日趨龐大時，所帶來之流動性風險自

政 治 大
缺乏與傳統銀行機構相應之存款準備金、存款保險制度，以及風險資產撥備制度
立

然將更加擴大；且更為重要者是，該些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客戶沈澱資金，大多

等保障，對於短期負債和預期外之資金外流也缺乏有效之應對措施。而此些溢脫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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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銀行監理範圍之缺陷，也再度加深或擴大非銀行支付機構流動性風險之發生。
信用風險

‧

第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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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非銀行支付之信用風險，過往除了發生在平台買賣雙方違約之情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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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也展現在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其所收受之沈澱資金，若選擇從事高風險之投
資行為，或過度仰賴於銀行集中託管之情形。是以，當非銀行支付機構面臨到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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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項目失敗或託管銀行嚴重之流動性問題時，即可能使託管之沈澱資金產生巨額

engchi

之缺口，連帶也將導致非銀行支付機構面臨嚴重之信用風險。
再者，現今非銀行支付之信用風險，也展現於跨業整合之特性上。具言之，
隨著國際上大型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跨業整合，其平台上除了經營支付之基礎功能
外，也透過數據分析與網路效應，提供如信用貸款、基金投資、財富管理或保險
等金融商品與服務；進而使該些商品與服務間產生「綑綁」（bundling）與「互
199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20~24.

200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Crypto-asset markets Potential channels for future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at 5~6（Octo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101018.pdf（last visited: 2021.12. 25）.

201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Regulation, Supervision and Oversight of “Global Stablecoin”
Arrangements Final Report and High-Level Recommendations, at 14（Octo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131020-3.pdf（last visited: 2021.12. 25）.
70
DOI:10.6814/NCCU202200131

補」（complementarity）之效應202。而該些業務或服務間相互牽連之關係，即容
易導致其他業務面臨期限錯配之問題時，同時也使支付業務之經營容易遭受信用
風險之傳導。例如：於信用貸款業務遭受過多應收帳款之減損（呆帳）時，機構
內部信用風險實現，即容易導致支付業務無足額之資金予以向使用者兌付或清償。
另外，在現今之虛擬通貨生態中，由於大多數交易對手未完整揭露其自身相
關之訊息，也容易導致交易平台面臨信用風險。例如：交易平台若有提供提供槓
桿交易，或代為發行與銷售代幣服務時，若未能有效評估、監控與管理其客戶之
信用，包括只接受高價值的流動擔保品，適當設置保守估值折扣與限額管理，即
可能因客戶之違約而面臨損失203；又例如：穩定幣發行機構若未確實管理與評估
其儲備資產之機制，以衡平儲備資產之期限、質量、流動性和集中度，或其所委

政 治 大

託之中心化託管機構缺乏監管與風控能力，即可能大幅提高信用風險之發生204。

立

一般營運、保管與投資風險

學

‧ 國

第三目

關於非銀行支付機構之一般營運、保管與投資風險，即與上述流動性及信用
風險之誘因息息相關。蓋於現下跨業務與跨界發展之時代，非銀行支付機構若內

‧

部欠缺良好之公司治理與行業自律、專業之金融科技與投資人才，以及完備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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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與內控機制，即容易因企業內部「道德風險」之誘發，或不諳行業之科技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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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屬性，導致非銀行支付機構與其客戶面臨龐大之資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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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任意挪用、投資、或甚至盜取，即可能造成客戶之資金血本無歸。例如：過
具言之，若非銀行支付機構內部之經營團隊對於所保管之「沈澱資金」，若

往中國第三方支付平台，即偶有發生支付機構擅自挪用客戶備付金進行資金周轉、
風險投資、賺取利差，或甚至捲款跑路之事件205；近來虛擬通貨交易平台所集中
託管之虛擬通貨，也偶有傳出或發現公司高層「監守自盜」情形；未來眾多穩定
幣項目作為全球發行與流通時，發行機構對於「儲備資產」之管理，若失卻相應

202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BigTech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BIS Working Papers, at 6~7（April.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publ/work779.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203

See Cristina Cuervo, Anastasiia Morozova & Nobuyasu Sugimoto, Regulation of Crypto Assets, IMF
FinTech Notes19/03, at 4（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g7njzp（last visited: 2021.12.25）.

204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1, at 14.

205

新浪香港，支付寶微信備付金集中存管 我們的錢更安全！，2019 年 1 月 4 日，
https://reurl.cc/12j1dG（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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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投資、託管與治理機制，也同樣存有上述「道德風險」之情形。
第四目

法律風險

在跨業務與跨界多元發展之時代下，非銀行支付機構欲經營或提供其他新興
「資金移轉」業務時，即存在諸多法律適用之不確定性（例如：洗錢防制法、銀
行法、外匯管理法、信託法、稅法），亦可能因政府監管政策之轉變或僵化，使
其業務一夕間或長期被歸類為不合法之行為，迫使業者可能面臨不確定之行政或
民刑事責任。例如：我國非銀行機構經營「代收代付」及「預付儲值」業務過往
即存在違反《銀行法》之疑慮，法律政策反反覆覆，也導致業者初期發展困難。
再者，針對虛擬通貨支付或穩定幣等透過區塊鏈新興技術建構之商業模式，

政 治 大
從而亦使虛擬通貨或穩定幣該種跨越國界之支付工具，於各個司法轄區內須面臨
立

是否應落入各國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或支付法制之監管，歷來即存在諸多之爭辯；

不一而足的法律風險。例如：Diem 協會發行 Diem 作為支付工具之提供時，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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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取得各國支付服務牌照或銀行牌照外，根據≋LBR 本身以一籃子高質量投資
標的作為儲備資產之特性，也有可能符合證券、金融商品、基金投資組合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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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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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目

‧

而需依當地政府之要求取得相關證券或投資機構牌照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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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過往考量支付之「規模」與「牽連性」，一般多認為零售支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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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通貨支付在產生上述各種風險時，尚不足以誘發系統性風險危機；然而，如

engchi

下圖 3-1 所示，隨著非銀行支付跨界與跨業務之蓬勃發展，現今如臉書、Apple、
Google、Amazon、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全球性非銀行機構，其規模之大，已
可比肩或甚至超越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因此，該些 BigTechs 作為廣泛支付服
務之提供者時，其「規模經濟」與「網路效應」勢必產生高度之市場集中，若發
生前揭各種非系統性風險時，也將造成其支付業務信用或流動性問題之蔓延與擴
散，最終演變成系統性風險危機，產生「大到不能倒」的情形207。

206

See Dirk Andreas Zetzsche, Ross P. Buckley & Douglas W. Arner, Regulating LIBRA: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Facebook’s Cryptocurrency and Possible Regulatory Respons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Research Paper No. 2019/042, at 17~20（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414401（last visited: 2021.12.25）.

207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77, at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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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大
圖 3-1：BigTechs 與傳統金融機構之市值規模比較
立

208

‧ 國

學

再者，無論是 BigTechs、FinTechs、虛擬通貨或穩定幣發行機構，由於其所
提供之支付服務，在跨業發展之下，也容易與其他金融業務或產業產生高度之連

‧

結，進而大幅增廣金融風險之傳播渠道。例如：BigTechs 所經營之第三方支付業
務若涉及市場上信貸、衍生商品、保險等其他金融服務之提供時，即可能將上述

y

Nat

sit

其他非系統性風險之發生，一同迅速傳遞至其他金融業務或機構209；又例如：未

er

io

來「全球性穩定幣」若其本身之用途除支付外，亦涉及證券或投資等多範圍與多

al

n

iv
n
C
hengchi U
錢包提供商、儲備資產的保管人或受託人等），勢必也將大幅增廣穩定幣與現有

功能時；或既有金融機構於全球性穩定幣架構中也扮演重要之角色時（如經銷商、

金融體系之連結，產生「關連性太高不能倒」之系統性風險210。

另外，非銀行支付機構所提供之支付服務，若成為具有重要性之金融基礎設
施時，機構支付系統之中斷或崩壞，也可能進一步引發金融體系之崩潰。例如：
全球性穩定幣若未來於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實體，不僅作為一種普遍之付款方
式，對於大部分之用戶其也作為重要之價值存儲方式時，或甚至超越當地主權貨
幣時，全球性穩定幣對於宏觀經濟穩定之影響，也將變得更為凸出且劇烈211。

208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supra note 202, at 22.

209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77, at 24~25.

210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1, at 13~14.

211

See Id, at 11~12；See also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7, at 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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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目

洗錢及資恐風險

非銀行支付機構作為「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Money or Value Transfer
Services, MVTS）之提供者212，其提供之「替代性通匯」（alternative remittance）
與其他「新興支付產品或服務」（New paym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NPPS），由
於在網路金融之運作上具有更快捷、方便、高效和隱蔽之特徵，自然也成為犯罪
份子洗錢及資恐之新興管道213。例如：第三方支付機構、行動支付機構或電子貨
幣發行機構若未嚴格踐行客戶之身份識別程序，即容易導致犯罪份子利用假帳戶
或盜取信用卡之方式進行儲值、匿名轉帳或虛假交易後，將非法資金迅速移轉、
套現或匯往海外之洗錢風險。
另外，針對虛擬通貨用以作為支付產品或服務（Virtual Currency Payment

政 治 大

Products and Services, VCPPS）之部分，由於虛擬通貨本身之「雙向流通性」，使

立

其與法定貨幣價值具有「可轉換性」（convertible）；再加以其本身之去中心性、

‧ 國

學

隱匿性、高價值性、高流動性與跨國流通性；以及過往多數國家對於虛擬通貨缺
乏適當之監管架構，導致虛擬通貨也常被犯罪份子用以作為洗錢與資恐之新興媒

‧

介214。例如：2013 年美國所破獲之「絲路」（Silk Road）即是利用「暗網」（Dark
Web），一種搜尋引擎無法查詢之隱匿性網路，進行大量買賣毒品、武器及其他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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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非法活動，再透過收取比特幣之方式漂洗黑錢。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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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再者，虛擬通貨之錢包業者、交易平台或提款機，作為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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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VASP），以及虛擬資產與受管制法定貨幣等金

engchi

融體系門徑之「交界點」（Points of Intersection），其所提供之法幣交易、幣幣
交易、移轉、託管、協助銷售與發幣之服務或平台，自然也成為洗錢與資恐風險
發生之新興途徑215。

212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Money or Value
Transfer Services, 7（Feb. 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6vDe7（last visited: 2021.12.25）.

213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Prepaid Cards,
Mobile Payments And Internet-Based Payment Services, at 5~10（June. 2013）,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1VDYR（last visited: 2021.12.25）.

214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Virtual Currencies,
at 3~4, 31~32（June. 2015）,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4RQO6j（last visited: 2021.12.25）

215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Guidance for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virtual assets and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at 13~14 （June.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b57jDv（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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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新興科技風險

除了傳統金融風險產生擴散與質變外，非銀行支付於金融科技發展下，由於
廣泛連結「網路」與「數據」之特性，亦特別於網路與數據領域中，產生截然不
同之新興「科技風險」（Technology risk, TechRisk）216，而該些科技風險嚴重者
亦足以成為誘發「系統性風險」之新興渠道。以下分別介紹之：
第一目

網路安全風險

網路安全風險（Cybersecurity risk），係指賴以網路為業務運作與服務提供之
機構，因網路安全設備之缺陷或國家對於網路安全規範之落後，導致其容易遭受
網路攻擊（cyberattacks）、竊取（cybertheft）或恐怖主義行動（cyberterrorism）

治
政
大
部作業之癱瘓；若發生於在具有系統重要性之機構，也可能因規模過大或關聯過
立
廣而進一步誘發系統性風險。

之風險217。該些風險之發生可能導致資產之減損、組織聲譽之流失，甚至機構內

‧ 國

學

在非銀行支付機構中，無論是代收代付、預付儲值或行動支付業務之經營，

‧

其均有賴於「網路」與「雲端」作為支付服務提供之管道與基礎。因此，若非銀
行支付機構欠缺良好網路安全設備與網路彈性（例如：客戶應用軟體維護、安全

y

Nat

sit

元件與金鑰管理、交易驗證與確認機制、電子錢包管理、POS 終端設備維護、業

er

io

務連續性計畫等），除了使客戶於網路支付時，容易遭受網路詐欺與社交工程陷

al

iv
n
C
輸機制遭受破壞、竊取、偽造與癱瘓，嚴重危及支付交易之安全性；況且在現今
hengchi U
n

阱（Social Engineering Scams）外218，也可能導致全體支付訊息之安全機制或傳

多數非銀行支付機構或 BigTechs，均是套用統一之網路安全技術規格（CyberMonoculture）219，或仰賴於少數第三方協力機構提供移動網路、訊息技術與數據
存儲（Third-Party Reliance）等情形下，安全技術之依賴性（Tech dependency）提
高，也導致非銀行支付機構間容易因單點故障，發生整體故障之系統性風險。

216

該些基於網路與資訊而生之科技風險雖可視為「操作風險」之一部分或延伸；然而，本文認
為在數字化以及數據化之時代，其對於系統性風險之影響，應被視為獨立之風險態樣加以觀
察與討論。See Ross P. Buckley et al., supra note 195 at 7.

217

See Id. at 9~11.

218

Paul Makin, CGAP Blog, Cybersecurity for Mobile Financial Services: A Growing Problem
（November. 2018）, https://www.cgap.org/blog/cybersecurity-mobile-financial-services-growingproblem（last visited: 2021.12.25）.

219

See Ross P. Buckley et al., supra note 195, 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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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虛擬通貨支付與穩定幣等新興領域，由於其區塊鏈之底層技術均有
賴於網路加以運作、儲存與驗證，此亦導致網路安全風險所帶來之破壞性將更為
顯著。例如：當虛擬通貨或穩定幣之交易運行面臨共識機制缺乏效率、礦機大量
關閉、交易吞吐量（Throughput）過低、硬分叉問題、程式碼設計缺失、智能合
約缺陷、分類帳簿受損、儲存前篡改數據、核心開發人員刻意操作、算力過度集
中或重要算力節點失靈等「網路漏洞」時220，均可能進一步導致使用者於交易或
支付時，發生鏈上擁堵、驗證延遲、營運中斷、雙重花費攻擊、51%攻擊、女巫
攻擊（Sybil Attack）、日蝕攻擊（Eclipse Attack）或拒絕服務攻擊（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DDoS）等「網路事件」。除了嚴重影響支付清算之效率、最終
性與安全性外，亦將加劇使用者之信心喪失，最終產生災難性後果221。

政 治 大
行機構所運作與發行；用戶帳戶下之虛擬通貨與穩定幣私鑰亦多是由平台所集中
立
再者，虛擬通貨支付與穩定幣目前大多是倚賴於「中心化」之交易平台或發

‧ 國

學

託管222。此即導致交易平台或發行機構極度容易成為外部網路黑客集中攻擊或竊
取之目標；若交易平台或發行機構對於網絡安全與彈性又欠缺適當之管理與維護

‧

（例如：錢包系統出現漏洞、欠缺中斷恢復計劃）223，亦將大幅提升網路安全風
險所造成之損失規模。例如：2014 年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台 Mt. Gox 即因錢包系

Nat

sit

y

統之漏洞，遭受網路黑客攻破其集中託管之熱錢包，被竊取高達 85 萬顆比特幣

al

er

io

（依當時市價計算約 135 億新台幣）；而此事件爆發後也造成比特幣從 600 多美

v

n

元驟降至 100 美元左右224，由此可見網路安全風險對於使用者信心所帶來之影

Ch
響，已然趨近於傳統之金融風險。

engchi

i
Un

220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0, at 7~8.

221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0, at 11~12.；supra note 201, at 14~15.

222

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Issues, Risks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Crypto-Asset Trading Platforms Final Report, at 37（Febr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649.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223

See Id. at 22~24.

224

Ian Yeh，動區動趨 BlockTempo，曾經稱霸比特幣市場的最惡交易所 Mt. Gox ，這些年究竟
發生了什麼？https://reurl.cc/5l4ADv（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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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數據安全與隱私風險

「數據隱私」
（Data Privacy），係指對於個人之數據享有接近使用（access）、
更正（rectification）、刪除（erase）、可攜帶（portability）、反對使用（object），
限制處理（restriction of processing）等自治權利225；「數據安全」
（Data Security），
係指保護個人數據免於任何未經授權之第三方任意訪問、惡意攻擊或利用，亦即
透過設置不同的技術與方法加以確保個人數據隱私之機密性、完整性與可用性；
「數據安全與隱私風險」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risk），則係指金融數位化
與數據化之發展下，金融機構對於消費者或使用者之個人數據，若缺乏良善之管
理與保護機制，即可能因內部道德風險或外部網路安全事件，造成消費者之個人
數據遭受濫用、破壞或竊取之風險226。該些風險之發生除了可能導致消費者個人

政 治 大
成市場供需或競爭機制失靈，以及消費者對於整體系統之信心喪失
立

敏感資訊外洩外，也可能使金融機構面臨訴訟求償或聲譽之損失；甚者，也將造
227

。

‧ 國

學

在非銀行支付領域中，無論消費者是使用代收代付服務、預付儲值服務，或
虛擬通貨與穩定幣支付，其註冊、支付、儲值、出入金之過程，均可能涉及其個

‧

人基本之「身份資訊」、連結其傳統銀行帳戶或信用卡之「金融資訊」，以及其
支付與消費之「交易資訊」等大量「數據蹤跡」（Data Trails）之生成。對於非銀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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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支付機構而言，該些個人資訊或數據若得以用來進行「大數據分析」（Big dat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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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與「人工智慧演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即越容易獲

i
Un

v

取更有價值之資訊，以供其進一步之創新應用或拓展潛在市場228；然而，對於消

Ch

engchi

費者而言，該些數據毋寧亦屬於其個人數據隱私之範疇，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該
些個人數據即負有妥善利用、保管、處理與保密之義務。若非銀行支付機構未能
建置完善隱私政策條款、數據保護措施與內埔控制系統，該些個人數據即容易遭
受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誤用與濫用、內部員工之洩漏或外部黑客之竊取。

225

Gayatri Murthy & David Medine, CGAP Blog, 6 Data Protection Rights for Empowering People in
the Digital World（January. 2019）, https://reurl.cc/j72jzq（last visited: 2021.12.25）.

226

Se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Managing Digital Security
And Privacy Risk,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254, at 10~11（Ma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STI/ICCP/REG(2016)1
/FINAL&docLanguage=En（last visited: 2021.12.25）.

227

See Id. at 13~14.

228

使用客戶數據可以提供非銀行支付機構及時之「資料」
，幫助其理解消費者之意識、信用與行
為，而該些資料可用以分析消費者所偏好之訊息，以及如何對消費者行為產生積極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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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非銀行支付風險之統整
透過前揭各式非銀行支付風險之介紹後，本文統整該些風險之前後變化與彼
此關聯，如下圖 3-2 所示：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

圖 3-2：非銀行支付風險變化與統整圖（本文自行繪製）

y

Nat

若單獨以觀，可以發現，「支付之傳統金融風險」在金融科技發展下，伴隨

sit

著網路、科技與資訊之屬性加乘與質變催化，其個別間皆呈現擴散速度更快、波

n

al

er

io

及層面更為廣，以及溢出效應更為凸出之發展趨勢；又若綜合以觀，也可發現，

i
Un

v

傳統金融風險在非銀行支付之體系下，伴隨著非銀行支付跨載具、跨情境、跨虛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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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跨業務及跨國界之發展趨勢，其彼此間也呈現牽連關係更為緊密、傳輸渠道
更為多樣之發展態勢；甚至，在網路與數據領域中，非銀行支付也產生截然不同
之新興「網路風險」與「數據風險」。而該些非銀行支付風險嚴重者，均足以單
獨或共同觸發系統性風險，從而造成非銀行支付體系與金融體系之崩壞。
是以，在金融科技之催化下，應對非銀行支付之風險本質以及其可能帶來之
信任崩壞，亟有必要透過法律規範與監管政策之形塑，以監理或消弭其所產生之
負外部性；然而，在正式探討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面向探討」與「監管法制形
塑」前，本文認為仍有必要先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監理目標」、
「監理原則」等基本概念與理論加以確立，方能正確掌握非銀行支付相異於傳統
銀行或正規金融所應有之監理內涵。故在下一節，本文將先行介紹非銀行支付監
理應有之基本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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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概論
承接上述非銀行支付風險之介紹，本文將接續探討該對於些風險之監理上，
吾人所應有之「本質理解」、「目標定位」及「原則確立」，並統整該些監理概
念，以作為下一節深入探討非銀行支付核心監理面向與議題之基調。

第一項 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本質理解
如同本文前揭對於非銀行支付之定義探討，非銀行支付之「範圍界定」須由
銀行之核心本質與功能反面以觀；則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自然也應
先由傳統金融中對於銀行之審慎監理目的與內涵加以理解後，方能從中辨析現代
非銀行支付監理不同於傳統銀行監理之前提與本質所在。
第一款

政 治 大

傳統銀行之審慎監理模式

立

首先，觀察傳統銀行與其他企業之核心區別，主要即在於銀行「收受存款」

‧ 國

學

及「提供放款」之核心業務，先天上即存在所謂以短支長、期限錯配之高度流動
性風險與信用風險問題229。具言之，當存款作為銀行之負債，而放款作為銀行之

‧

資產時，由於存款債務之到期日通常較為短期甚至即期，但放款到期日通常較為

sit

y

Nat

長期而非屬流動性資產，倘若大量貸款人一時間無法如期償還債務，即容易造成
銀行發生大規模之信用風險；進而可能因負面消息之傳出，造成市場恐慌以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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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大規模擠兌之情形，使得銀行陷入流動性資產不足以抵償流動性負債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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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最終，可能因銀行本身大到不能倒（TBTF）
，或與其他金融機構間緊密依

engchi

存之關係（TCTF），使得整體金融市場因風險傳染而發生系統性風險。
因此，為防免流動性與系統性風險之實現，對於銀行之金融監理即有必要透
過一系列審慎監管措施（Prudential Regulation）或金融安全網（Financial Safety
Net）
，已嚴密控管其流動性風險，並確保其各方面財務之健全性，例如：巴塞爾
協定（Basel III）中對於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 CAR）
、流動性覆蓋
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
、淨穩定資金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
之要求、存款保險制度（Deposit Insurance Scheme）、中央銀行最終貸款援助
（Lender of Last Resort）以及特殊破產程序（Special Bankruptcy Regime）等。
229

楊岳平，論違法收受存款罪的目的性限縮－評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13 號判決，月
旦裁判時報，第 90 期，頁 51，2019 年 12 月；楊岳平，同註 194，頁 156~157；See also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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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上監管舉措雖一定程度限制銀行參與金融資金仲介與高風險獲利之能
力；然而，也正因該些嚴密之監管舉措，導致「銀行」在金融發展之歷史上，向
來即擁有著高度「防範流動性風險」與「保障客戶資金」之能力。而該些能力自
然也共同體現在公眾或金融市場對於銀行得以穩健提供「支付核心功能」之強大
信任基礎230。換言之，銀行法針對銀行存放款業務之高度審慎監理，同時也「附
帶地」有助於監控支付業務之相關風險。
例如：藉由中央銀行隨時準備以「最後貸款人」的身份提供財務援助，使銀
行既使瀕臨破產邊緣時，仍得以獲取中央銀行之短期性抵押貸款援助，以緩解其
流動性問題之限制，從而使該銀行得以即時變現資金，以兌付存款人之提現與匯
兌要求，避免損及支付之流動性功能；又例如：透過「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銀行

政 治 大
即時性支應存款人或帳戶付款人大部分之存款與匯兌資金，使其免於遭受過大之
立
「流動性風險」（illiquidity）與「資金價值損失」（loss of value） 。

存款人資金之最後防線，當銀行真正破產時，仍得以藉由存款保險之專用資產池，

231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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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透過各國「銀行特殊破產程序」之立法設計與規範，使銀行存款人

‧

或帳戶付款人既使於銀行申請破產時，仍得以無需適用一般公司破產法（general
corporate bankruptcy law）之「程序性規則」（procedural rule）與「實質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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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ve requirement）
，使其在程序上毋庸遭受因銀行其他債權人聲請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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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動終止」（automatic stay），而無法即時兌付之限制與損失；在實質上也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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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順位」
（the pari passu rule）中，共同競爭可能不足清償或延遲清償之銀行資產；
免其存款或匯兌資金直接淪為無抵押債權，而必須與銀行其他一般債權人於「相

甚至藉由破產銀行之有效和解與重組、其他商業銀行之接收以及政府部門之過渡
銀行，也能確保銀行既使在破產清算過程中，仍得以持續履行或迅速恢復其資金
價值「保管」與「流動性」供給之支付核心職能232。
是以，透過以上強大的審慎監理規範、金融安全網與公眾信任基礎，即導致
過往監管者往往選擇相信或賦予銀行在「支付業務」中的「先天獨霸地位」
，希冀
藉由銀行貫策高密度監理之同時，也能確保在艱難時期（bad times）國家支付系
統與「支付核心功能」仍得以穩健運行。

230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10~14.

231

See Id. at 11~13.

232

See Id. at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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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非銀行支付業務應有之差異化監理模式

然而，隨著現代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之發展，在普惠金融需求驅動銀行業務
日漸拆分（unbundling）與模組化（Modular）下，各國監管者也漸趨將眾多傳統
銀行業務下放予非銀行機構也得以經營。而其中尤以「支付業務」最為凸出且關
鍵，其漸次打破傳統銀行作為支付服務提供者之主導地位。如下圖 3-3 所示，觀
察過往國際間「電子貨幣支付」之發展歷程，即可發現，電子貨幣支付業務是在
「銀行機構主導型」（Bank-Based）與「非銀行機構主導型」（Nonbank-Based）
兩者爭相拉扯與過渡之進程中，逐漸開放並轉由非銀行機構加以經營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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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電子貨幣支付銀行模式與非銀行模式之拉扯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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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若細究「支付業務」由銀行專屬業務中予以下放之主要原因即在於：單純

engchi

之「支付業務」經營，由於其業務之內容僅涉及貨幣價值之「保管」、「移轉」
及「流動性」等支付核心功能之供給，而旨不在於從事「存款與放款」等擴大信
貸額度或風險運營之金融中介行為，自然較不易產生逾期清償之信用風險或期限
錯置之流動性風險（亦即單純支付業務之經營者，並不會拿客戶的錢從事風險投
資或信貸行為）235，從而導致「支付業務」對於系統性風險之影響，與銀行核心
之「存款與放款」業務有所區別。因此，對於單純「支付業務」之經營，監管者

233

See Paul Joseph Breloff & Ala Michael Tarazi, Nonbank E-Money Issuers : Regulatory Approaches
to Protecting Customer Funds, CGAP Focus Note No. 63, at 1~2（July. 201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D9x6V5（last visited: 2021.12.25）.

234

圖片來源：See Id. at 2.

235

See Ross P. Buckley & Ignacio Mas, The Coming of Age of Digital Payments as a Field of Expertise,
Journal of Law, 1 Technology & Policy, at 71~76,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155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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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毋庸加之以銀行「全套式」之審慎監理規範或准入門檻限制，而僅應特別著重
在「客戶資金保護」等監理環節236，亦即非銀行支付業者在受高度審慎監管之銀
行體系外，是否仍得以可靠地為客戶提供支付核心功能及相同的資金保護水平237。
是以，在普惠金融及差異化監理思維之催化下，「支付業務」之監理已不必
再以銀行之審慎監管為必要條件，各國監管者也不再過度套用或拘泥於傳統「銀
行為中心」之監管框架238；反而開始採取如下圖 3-4 所示之「差異化監管模式」，
透過審視各支付業務（例如：資金移轉、電子貨幣支付、收受存款）之實質內容
與風險，差異化地調整與放寬其准入門檻與監管密度239，從而避免對於支付服務
造成之過度繁瑣監管（overly burdensome regulation）或阻礙其創新與競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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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支付業務差異化監管模式240

236

See Denise Dias & Stefan Staschen, A Guide to Supervising E-Money Issuers, CGAP Technical Guide,
at 4~5（Dec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Wd8pXe（last visited: 2021.12.25）.

237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14.

238

See Ross P. Buckley & Ignacio Mas, supra note 235, at 77~78, 87.

239

See Ignacio Mas, Shifting Branchless Banking Regulation from Enabling to Fostering Competition,
30(2) Banking & Finance Law Review, at 192~195 (June. 2014）,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1692164（last visited: 2021.12.25）.

240

綠色實心代表提供放款之資產欄位，橘色則代表收受存款之負債欄位。傳統銀行等金融中介
提供完整之存款放貸之中介服務，自應受較高之審慎監理；狹義銀行業務或電子貨幣業者由
於僅收受儲值款項而不提供放貸服務，僅須受較輕度之審慎監理；資金移轉業者，由於僅提
供單純之資金移轉，不收受任何儲值款項（承擔負債）
，自僅需受最低度之監理。See Id. at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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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部分國家已開始針對無涉於存放款業務或分離存放款與支付業務之銀
行，採取「支付型銀行」（Payments Bank）或「有限用途銀行」（Limited-Purpose
Bank）等寬鬆監管牌照或狹義銀行（Narrow Banking）之監管設計241；甚至在現
今，多數國家在具備良好之「使用者資金保護」監管機制與前提下，也逐步將各
式「支付業務」作為獨立於銀行之特許業務，另設相關「支付業務牌照」進行監
理（例如：電子貨幣發行機構牌照），適度開放予非銀行機構經營。
第三款

避免非銀行支付之監理套利與新興風險

綜合前述探討，可得而知，在現今「支付業務」已由銀行業務逐漸下放並日
趨精細化下，對於非銀行機構所經營之各式「支付業務」，自然也應突破傳統「銀
行為中心」之監管框架，而改採「差異化監管模式」；然而，如同本文於風險探

政 治 大

討時所述，非銀行支付隨著現今科技與金融之交錯發展，除了賦予虛擬通貨與穩

立

定幣等新興支付工具之問世、大型非銀行支付機構與 BigTechs 等全球化企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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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催生外；該些非銀行支付活動或非銀行支付機構所造就的各式金融風險、洗錢資
恐風險、新興科技風險，甚或是對於系統性風險之影響，也日漸比肩或甚至超越

‧

現今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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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響應現代非銀行支付之「風險本質」，監管者在進行「差異化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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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時，除了應避免再度落入傳統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窠臼外，也應密切注意對
於新興支付工具或科技風險之監管，可能因既有銀行法規之不適用，或相關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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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規範之滯後性，導致監管上無法完全捕捉或逆料非銀行支付所產生之風險問

engchi

題，進而造成諸多「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空間。例如：對於虛擬通
貨支付等「影子支付系統」（Shadow Payment System）242，以及 BigTechs 大範
圍混業經營所涉及之「影子銀行系統」（Shadow Banking system）243，多數國家
仍缺乏相關支付法規或銀行法規來加以審慎監管，導致該些實際上從事支付活動
或銀行業務經營之實體，卻仍得以偽裝或活絡在既有法規鞭長莫及之陰影下。

241

例如：印度、墨西哥、奈及利亞即存在支付型銀行。See Denise Dias & Stefan Staschen, Nonbank
E-Money Issuers Vs. Payments Banks How Do They Compare?, CGAP Technical Note, at 2~5
（Dec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1x564X（last visited: 2021.12.25）.

242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20~24；See also, supra note 17, at 130~133.

243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supra note 78, at 68；關於「影子銀行」之深入探
討，詳細請參閱：楊岳平，同註 194，頁 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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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非銀行支付監理之目標定位
在理解非銀行支付監理不同於傳統銀行支付監理之核心本質後，以下將進一
步闡述在現今金融科技發展及金融普惠需求高漲之時代下，非銀行支付監理中針
對傳統「金融秩序」、「金融廉正」、「金融穩定」及「金融普惠」等四大核心
監理目標，其各自應有之定位與內涵：
第一款

非銀行支付之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Financial Order），係指金融市場中透過對於「金融保護」
（Financial Protection）機制及「市場競爭」機制之穩健運作與持續監管，從而形
塑富具效率與安全之市場秩序。

政 治 大
自然也存在著諸多市場機制失序之情形。申言之，在「金融保護」層面，非銀行
立
非銀行支付同樣作為金融市場之一環，在非銀行支付機構與市場消費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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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市場除了可能來自於「市場准入與退出」、「客戶資金保護」及「消費者權

益保障」等保護機制不足，所帶來之市場失靈與安全性問題外，亦可能面臨因科

‧

技風險之動態變化所產生之「網路安全」及「數據隱私安全」等新興風險244。是
以，「金融秩序」之維持作為任何金融市場發展之根基，也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理

Nat

sit

y

首要之目標，唯有透過完善之監理法規，形塑出非銀行支付穩健之金融市場與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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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方能為消費者建立穩固之信心基礎，為業者帶來健全之市場環境。
非銀行支付之金融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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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廉正」（Financial Integrity），則係指應透過相關監管機制避免詐欺、
竊取、勒索、黑客、洗淺與資恐等金融犯罪行為存在或隱匿於金融市場中，以保
持金融市場之完整性、廉潔性或誠實性，從而維護金融機構或消費者對於市場之
整體信心與參與體驗245。
而如同前揭探討非銀行支付風險所述，非銀行支付由於同時作為網路科技與
支付金融之融合產物，自然極度容易成為網路黑客攻擊、詐欺竊盜，洗錢及資恐
等犯罪行為之好發渠道。因此，「金融廉正」作為非銀行支付市場之信心基礎，
當然也應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核心目標。

244

關於該些問題面向之深入探討，詳細請參見本章第三節。

245

See John Armour, Dan Awrey, Paul Davies et al., supra note 190, at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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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非銀行支付之金融穩定

「金融穩定」（Financial Stability），係指透過審慎監理機制使金融市場得以
有效率地在不同經濟活動及不同期間進行資源分配，並確保個別金融機構或整體
金融體系得以維持良好之金融風險評估與控管，以減輕或避免系統性風險所帶來
之金融危機與衝擊246。
而在非銀行支付市場中，亦如同前揭所述，雖然現今多數之非銀行支付機構
在「規模」以及「牽連性」上，尚不足以對於整體金融體系造成過高之系統性風
險；然而，考量到虛擬通貨或穩定幣等全球性支付系統之逐漸興起，以及 BigTechs
等全球性大型支付機構之不斷擴張，非銀行支付活動或機構之經營，或許於不久
之將來也足以帶來相當可觀之系統性危機。是以，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吾人

政 治 大

仍應時刻注意新興支付工具與大型支付機構所可能產生之系統性風險變化，並將

立

「金融穩定」之維繫置為監理上長期之目標。

‧ 國

學

第四款

非銀行支付之金融普惠

‧

「金融普惠」、「普惠金融」或「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係
指使社會所有階層與族群之成年人，皆可以有效獲得（effective access）金融市場

y

Nat

sit

中各式金融服務（例如：支付、儲蓄、保險、信貸與投資等）之提供與參與，從

n

al

er

io

而促使過往經濟上被排斥或無法獲得服務（Financially excluded and underserved）

v

之人員，也可為金融市場廣泛包容，並得以充分享受金融服務所帶來之惠澤247。

Ch

engchi

i
Un

而非銀行支付作為數字金融與銀行替代之產物，其原始目的及關鍵性任務即
在於提供更加容易取得與負擔之新興支付工具，從而使世界上眾多偏遠鄉村以及
貧窮線以下之人口，亦能在缺乏銀行帳戶與銀行服務據點下（unbanked），仍得
以透過簡單之手機連網，即可享有便利之支付服務以及邁入正規金融之第一步伐。
然而，應強調者為，促使非銀行支付與普惠金融得以茁壯之核心要素，除了來自
於行動技術與網路科技本身所帶來之通訊傳輸進步外，更為重要者是監理規範與
政策之實際賦能，方為非銀行支付與普惠金融得以獲得飛躍性成長之關鍵。

246

See John Armour, Dan Awrey, Paul Davies et al., supra note 190,at 64~66.

247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Global Standard-Setting Bodi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at 6（March. 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1OG3y（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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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在過往，諸多國家或地區長期受制於「銀行為中心」或保守「一刀
切式」之監理思維與架構下，銀行或相關支付牌照之准入門檻過高（例如：過高
實收資本要求），或缺乏差異化之監管設計（例如：僵化之 KYC 程序），往往
即造成非銀行支付業者在業務發展上遭受限制、在支付創新上遭受破壞、在市場
競爭上遭受阻礙，最終造成市場因缺乏新進業者或新興服務，而逐步發生壟斷與
失靈之惡性循環248。從而，在此惡性循環下，也大幅減損非銀行支付原本得以帶
來之普惠金融效益。
因此，在普惠金融之監理與促進上，唯有透過賦能之監理政策或法規框架，
打造有利於非銀行支付業者之市場環境，使業者無庸承擔過高之准入與法遵成本，
並且鼓勵業者積極從事支付之創新及支付之互通，方能在開放且競爭之市場機制

政 治 大
M-PESA 電子貨幣支付服務後，M-PESA 初期即在肯亞政府所給予之「無異議通
立
下深化普惠金融之拓展。例如：2006 年非洲肯亞 Safaricom 移動網路服務商建立

知書」（Letter of No Objection , LNO）下，獲得迅速之發展；而後肯亞在 2014 年

‧ 國

學

《國家支付系統條例》（National Payment System Regulations）通過後，也正式賦
予 M-PESA「電子貨幣發行人」（E-Money Issuer）的執照許可249，再次給予 M-

‧

PESA 充足之市場發展，從而快速帶動肯亞各地區普惠金融之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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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應注意者為，針對「金融普惠」與上述「金融秩序」、「金融廉正」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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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及「金融穩定」之監理目標，其彼此間不必然應視為某種相互排斥或此消彼長之

i
Un

v

關係（雖然對於監管措施之要求本即容易降低使用者與業者參與市場之意願）。

Ch

engchi

反而，該些監理目標間應得以視為「互為前提」、「互相補充」或「互相增益」
之關係，其彼此間之相互協調尤為重要。具言之，在監理非銀行支付市場秩序、
穩定與完整性之同時，吾人應不忘乎非銀行支付對於普惠金融之基本應許，應盡
量形塑差異化之監管框架，以避免對於業者帶來過渡之負擔，或損及消費者普惠
金融之權利；反之，在建立普惠金融架構同時，也應銘記市場秩序與廉潔性之保
持方為消費者與業者穩固之信心來源，必須在通盤考量監管手段實施之有效性下，
方能避免給予業者過多監管套利之空間，或犧牲對於消費者保護之基本要能。

248

See Louise Malady, Ross P. Buckley & Cheng-Yun Tsang, Regulatory Handbook：The Enabling
Regula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Law Research Paper No. 2016-05, at 12 （Dec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2715350（last visited: 2021.12.25）.

249

Se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nclusive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A Reference Guide For
Regulators, at 17~18,27（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Y1x3g0（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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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非銀行支付監理之原則確立
綜合上述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理解」及「目標定位」之探討脈絡，本
文將接續歸納歷來國際金融標準制定組織（SSBs）或全球普惠金融合作夥伴組織
（GPFI）間，對於數字金融服務監理所提出之相關建議與報告250，以進一步確立
非銀行支付監理中應有之幾項基本原則。而在該些基本原則中，又以「酌情監理
原則」（Proportionate Approach）及「賦能致動原則」（Enabling Approach），是
作為貫穿所有原則之上位核心思想與監理邏輯251。
第一款

酌情監理原則

酌情監理原則（Proportionate Approach），即「監管差異化」及「比例原則」

治
政
大
符合比例之差異化設計，且該些規範之設計也須具有相應之「資料與證據基礎」
立
（evidence-based）作為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之來源，並應經過適當之監管影響評
之共同體現，係指對於監管舉措與法制革新皆應以「風險基礎」（risk-based）為

‧ 國

學

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以通盤衡酌該監管政策或規範在各種情形下
（例如：在地因素或特定市場中）所得到之監理利益，是否顯然超過所帶來之法

‧

令遵循及其他社會經濟成本，從而引導戰略性監理資源之有效配置。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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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對於任何非銀行支付活動之監理規範設計，皆應遵循「相同業務，

er

io

相同風險，相同監管」（same activities, same risks, same regulations）之「風險

al

iv
n
C
。唯有從在地市場、支付業者與消費者之各方角度，通盤性地酌量特定非銀行
hengchi U
n

基礎方法」（risk based approach）或「功能監理方法」（functional approach）
252

支付產品、功能或服務活動所可能帶來之各層面風險（例如：運營、清算、流動
性、消費與洗錢資恐防制等層面），方能在最為有限之監理能力與監理資源配置
下，以最為相應且貼合之監管要求（tailoring of regulatory requirements）規範各式
非銀行支付活動所產生之各種風險253，從而避免「一刀切式」（one-size-fits-all）

250

例如：CPMI《普惠金融支付報告》（Payment Aspects of Financial Inclusion）或 GPFI《G20 數
位普惠金融高級原則》
（G20 High-Level Principles for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等。

251

臧正運，風傳媒，全球金融科技監理的邏輯與綱領，2016 年 9 月 29 日，
https://www.storm.mg/article/171344（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252

See BIS, CPMI, Payment Aspect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Fintech Era, at 49~50（Apri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91.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253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G20 High-Level Principles for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t 9~10（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D90xGe（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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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之監理框架，所造成之監理資源浪費、監管套利、過高準入門檻或過度之非
風險導向合規成本（non-risk-based compliance costs），為非銀行支付業者創建更
為容易參與以及公平競爭之市場環境（level playing field）254。
是以，當支付價值鏈中涉及越來越多新創支付服務或新興機構之加入，針對
非銀行支付之業務許可機制（Licensing Regimes）與相關監理要求設計，即應擺
脫傳統「機構式」或「法規為本」（Compliance-Based Approach）之監理形式，
而轉以「風險為本」或「功能為本」之監理框架255。換言之，監管者應根據細分
市場、支付服務類型、運營規模、技術安全性或其他差異化因素，在相異之類別
中創建相應等級之新興支付牌照，並靈活地為不同等級之牌照機構制定差異化之
監管要求，以真實地反映出各別支付活動或機構規模相應之風險水平。
第二款

賦能致動原則

立

政 治 大

賦能致動原則（Enabling Approach），係指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政策或法規之

‧ 國

學

形塑必須建構在一個清晰透明、可為預測、中立無歧視且公平競爭之法律框架或
基礎上256，並且透過監理機制之賦能，進一步創造各利害關係群體間之靈活協作、

‧

彈性且能容錯試誤的監理環境，以及促進監管者監理能力的提升，從而在此法規

sit

y

Nat

基礎與監理賦能上，為非銀行支付業者帶來良善之市場環境與創新空間，也為消

io

er

費者帶來更加安全與普惠之金融服務。是以，針對非銀行支付之監理賦能，即首
重於「監管可預測原則」（Regulatory Predictability）以及「監管中立原則」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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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Regulatory Neutrality）兩個子原則之實踐。以下分別說明之：

engchi

首先，在「監管可預測原則」部分，如同《峇里島金融科技議程》中所提及：
「『法律確定性』（Legal Certainty）將有助於建立人們對於金融產品與服務之可
信賴性和可靠性的信心」257，因此完善、清晰且透明之法律基礎，即成為支付體
系運作之核心要素。倘若法律制定未能清晰透明或流於「破碎化」（Regulatory

254

See Id. at 11~12

255

See Christina Segal Knowles, supra note 186, at 4~5.

256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 CPMI ） , Payment aspect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t 23~24 （ April. 2016 ） ,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44.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257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The Bali Fintech Agenda: A Blueprint for Successfully
Harnessing Fintech’s Opportunities, at 25~26（Octo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7x721
（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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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ation），除了可能發生諸多監管真空之狀態外，也將連帶使各方之權利
義務含糊不清，使業者無法精準預測商業模式之合規性與法遵成本，使消費者難
以逆料權利未受保護而喪失市場信任，進而影響新興支付工具與業者之發展。因
此，對於監管法規之制定，無論是對於所欲規範之支付行為與支付機構之範圍定
義、支付牌照之准入程序、洗錢及資恐防制、消費者保護，或數據隱私保護等要
求，皆需力求清晰明確、統一協調、容易理解且容易為大眾所獲取。
另外，在「監管中立原則」部分，由於任何開放、公平且普惠的金融環境創
建，皆有賴金融法規對於各式金融產品、金融服務、科技技術與商業模式之廣泛
包容及非歧視性（non-discrimination），方能激發出金融市場創新與多元發展。
是以，對於非銀行支付普惠金融之形塑，在其監理規範之制定上自然也應力求技

政 治 大
業模式，透過風險基礎方法獲得有效之風險控管情形下，皆能擁有對等之權利義
立
術、政策與資源配置等多方面之中立性，確保不論何種機構、何種技術或何種商

務與能力，而不使法規制度過度扭曲市場自然選擇的過程258。

‧ 國

學

例如：法規框架之制定應具有靈活性、通用性與前瞻性，盡量避免對於「支

‧

付服務」與「支付機構」產生過多之前提預設，或拘泥於特定支付工具或單一技
術型態，以隨時確保未來新興支付技術、新興支付型態或新興支付機構進入市場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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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能為該法規框架所涵蓋，而不會面臨過度之准入障礙、合規性成本或監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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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59；又例如：監理政策上應避免既有之監理資源或關鍵金融基礎設施過渡集中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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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chi U
於資訊與資源之共享及互通性260，確保在通用安全標準與開放技術平台下，得以
於特定之支付機構（包含銀行與大型非銀行支付機構），盡量促使支付機構間對

促進支付市場競爭與普惠之效益261。

然而，應注意者為，隨著新興技術與科技之發展以及傳統商業模式與金融中
介機構之移轉，法律框架可能漸漸無法跟上不斷發展之全球金融市場，從而損及
法律的確定性；而難以統一之複雜技術術語與分類、管轄邊界越趨模糊之科技活
動，以及既有監管原則與專業能力之局限性，也將不斷挑戰監管者如何有效定義

258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supra note 253, at 12；See also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43~44.

259

See BIS, CPMI）, supra note 256, at 24.

26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supra note 257, at 17~18.

261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supra note 253,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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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監管範圍和實施法規中立性之能力262。因此，對於法律可預測性以及監管中立
性之維繫，未來即有賴於監管者尋求專家與業者等群體間之共同協作，在反覆試
驗與對話之過程中，試圖尋求法律原則與技術規範之最佳調適及監理能力之提升；
並且也有賴於監管者間跨國或跨司法轄區之合作共享，從而尋求各國間緊密一致
的法律原則與監理方法，並保持對於防範新興科技風險之最佳實踐263
第三款

負責任創新原則

負責任創新原則（Responsible Innovation Approach），係指在促進非銀行支
付創新與普惠效益之同時，監管者或業者也不應忽略或減損對於消費者保護之基
本職責與承若。申言之，如同前揭風險探討所述，在現今金融科技飛躍發展之時
代，創新支付技術與商業模式為人們帶來多元、便利與普惠之同時，必然也將導

政 治 大

致傳統金融風險發生質變與擴散，甚或造就全新之科技風險。是以，當消費者權

立

益與數據隱私保護作為任何支付體系信任與信心之前提基礎，創新與普惠即不能

‧ 國

學

成為非銀行支付逃避風險監管之護身符，又或是作為迫使消費者權益與隱私保護
讓步之藉口；反而，對於該些可能損及消費者權益之風險，監管者或業者更應加

‧

重其風險監管與維護之職責（包含監管責任與行業自律）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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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在非銀行支付創新發展同時，「客戶資金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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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安全與數據隱私保護」等議題，均成為監管者或業者所應著重之「監理
面向」（詳述於本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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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監理協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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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協作原則（Collaborative Approach ），係指應對非銀行支付混業化、科
技化與全球化所帶來之監理挑戰，必需藉由「公部門間」、「公私部門間」或「跨
國際間」等各方利害關係人或監管部門間之相互協調與通力合作265，方能促成監
理能力之提升，以及金融監管與普惠創新之最佳平衡。以下分別說明此三種監理
協作關係之內涵與部分示例：

262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supra note 257, at 26~27.

263

詳細請接續參見以下「監理協作原則」之論述。

264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supra note 253, at 15.

265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CPMI）, supra note 252, at 39.；See also BIS, CPMI, supra note 68, at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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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部門間之監理協作
隨著支付服務之混業化，支付服務之提供可能來自於傳統銀行、電商平台、
網路社交平台或電信服務商等多方業者；支付服務之項目也可能擴及虛擬通貨等
具有多種流變性質之虛擬資產；支付機構之經營也可能涉及網路信貸與客戶數據
分析等多樣金融活動；再加以非銀支付之監理本來即涵括金融穩定、金融廉正、
消費者保護與市場競爭等多重監理目標。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管政策與法律規範之
形塑，即必然涉及中央銀行、金融監管機關、立法機關、電信網路管理機關、市
場競爭機關、消費者保護機關、稅務管理機關或金融情報機關等監管部門之共同
管轄事項與監理權責266。
是以，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管，若該些監管部門間仍維持著過往各自為政之

政 治 大

監管型態，即必將導致其監理政策之推行或法律規範之設計上，產生諸多「原則

立

不一致」、「疊床架屋」或「相互齟齬」之窘境；反之，唯有透過監管部門間相

‧ 國

學

互之協商與合作，方能在非銀行支付之監理上尋求政策之協調性以及方法之有效
性。例如：為促進非銀行支付業者對於金融基礎設施（如實時清算系統）與開放

‧

支付平台之直接參與，或鼓勵非銀行支付業者提供大額經常性（Large-volume
recurrent）之政府對個人付款（G2P）或公共交通付款系統267，即必須聯合中央銀

y

Nat

sit

行、電信網路管理機構、金融監管機構及交通管理機構等部門之參與協商與資源

n

al

er

io

整合，方能促成其系統穩固之連結與建設，以及相關責任之清晰歸屬268。
二、公私部門間之監理協作

Ch

engchi

i
Un

v

另外，在非銀行支付之監理過程中，面臨到當前金融數字化與科技化所帶來
之全新風險與挑戰，監管者目前可能尚未具有相應之專業能力、監理工具或科技
水平加以因應；再加以非銀行支付與普惠金融之形塑，本來即是以市場與業者之
發展為重要導向，對於其監理措施之設計，監管者自亦不能僅憑過往經驗或單方
面臆測為閉門造車之立法。是以，現今非銀行支付之監理即有賴於監管者與民間
專家學者、非營利組織機構、消費者代表護團體及非銀行支付業者等公私部門之

266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supra note 253, at 7, 13~14.

267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CPMI）, supra note 256, at 46~47.

268

See Maria Chiara Malaguti, supra note 189, at 29, 34.；See also CPSS , supra note 41,, at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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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協作，透過傾聽對話、共享資訊、鼓勵試驗與開放創新之方式，在吸收經驗
提升其監理能力與科技水平之同時，一併衡酌非銀行支付價值鏈（value chains）
上各方利益關係人間權益利弊，從而共同尋求金融監管與普惠創新之最佳適例。
例如：監管部門得以透過法律規範或政策之鼓勵，促使與私部門利害關係者
間之共同合作，透過官方所主導之「加速器」（Accelerators）、「孵化器（育成
中心）」
（Incubators）、「創新中心」
（Innovation Hub）、「創新辦公室」
（Innovation
offices）、「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或「試點」（Pilot Program）等創
新實驗計畫或管道269，在容錯與試誤之環境中使業者與監管者得以有效溝通、互
動與磨合，以加速支付服務或支付基礎設施之創新與普惠，並形塑富具市場與風
險導向之法律規範、行業自律或技術治理標準。
三、國際間之監理協作

立

政 治 大

最後，隨著非銀行支付全球化之發展趨勢，如虛擬通貨與穩定幣隨著網路無

‧ 國

學

國界之流通，抑或 BigTechs 等大型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跨境經營，對於該些跨國
非銀行支付工具、支付技術或支付機構之監管，於各個國家或各司法轄區間即容

‧

易因各地之國情因素、法律體系、監理科技水平或監理者職能等異質性因素

sit

y

Nat

（Heterogeneity），產生諸多法律規範或監理密度之不一致性，進而造就極大之

io

er

法律衝突、監理落差（Regulatory Gap）、監管破碎化以及監理套利空間270。

al

n

iv
n
C
係者間之共同協作，透過彼此間之數據、資訊與經驗之共享，或其他創新實驗平
hengchi U
因此，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也有賴於跨國際監管部門間或私部門利害關

台之多邊緊密合作271，在對等互動下加強各自對於新興風險之監控與監理能力，
並共同尋求國際間監理規範之協調一致性，以及技術治理之標準統一性。例如：
針對全球性穩定幣（GSC）計畫之監理實施，2020 年在 20 國集團（G20）之聯合
討論與倡導下，即鼓勵各國應保持密切多邊合作和信息共享，以建立全球一致且
有效之監管，減少跨部門和跨境監管套利之機會272。

269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CPMI）, supra note 252, at 40~42.

270

See Id. at 39~40；See als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supra note 257, at 30.

271

S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supra note 257, at 31~32.

272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1, at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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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數據驅動原則

數據驅動原則（Data-driven Approach），係指在大數據時代下，數據應用除
了得以視為支付機構之關鍵資源，或作為金融重新還權於消費者（restoring power）
之關鍵因素外，也將成為驅動監管者監理能力提升與監管資源有效配置之重要助
力，而為監管者所應密切關注與發展之監理方法或「監理科技」（SupTech）。
具言之，藉由將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嵌入至整個監管體系或監理工具中，以
自動化監測非銀行支付機構所匯報之數據與資料273，或是以人工智能分析非銀行
支付客戶與機構之行為或活動數據，監管者將得以更為深入地理解未來市場之導
向與消費者行為之趨勢、更為敏捷地響應風險之動態變化與監理之科技應用，且
更為即時地辨析市場中需要進行干預與補正之危害，從而快速調整與改進現下之

政 治 大

監管策略與資源配置，促進更富具效能與適應性之監理框架。

立

第四項 小結：非銀行支付監理概論之統整

‧ 國

學

總結以上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監理目標」與「監理原則」之探

‧

討，本文統整該些監理概念與彼此間關聯如下列「監理架構圖」所示：

sit

y

Nat

一、基礎：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

n

al

er

io

首先，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作為其監理構造之「基礎」（Foundations），

i
Un

v

是實現其監理目標之核心基礎。亦即，唯有掌握非銀行支付監理相對於傳統銀行

Ch

engchi

業務（涉及「存款」與「放款」等風險運營之資金中介行為）與銀行審慎監理之
差異化本質；以及理解非銀行支付所可能產生監理套利與新興風險後，方能在正
確之基底上形塑其現代化監理所應有之樣貌。
二、催化柱：非銀行支付監理原則
次者，非銀行支付「監理原則」作為監理之「催化柱」（catalytic pillars），
則是支撐與催化其監理目標之關鍵驅動力。亦即，在上述監理基礎上，透過「酌
情監理」、「賦能致動」、「負責任創新」、「監理協作」與「數據驅動」等五
大原則之促進與實踐，方能在有限之監理資源中達成並穩固其監理目標。

273

Se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GPFI）, supra note 253, 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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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頂端：非銀行支付監理目標
末者，非銀行支付「監理目標」作為監理構造之「頂端」，其最終目的（end
objective）即在實踐非銀行支付之金融秩序、金融廉正、金融穩定與金融普惠，
從而鞏固大眾對於非銀行支付體系之信任基礎。

立

政 治 大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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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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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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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圖 3-6：非銀行支付監理架構圖（本文自行繪製）274

Ch

engchi

最後，透過以上架構圖之描繪，吾人已得以初步掌握非銀行支付監理所應
有之本質與架構；然而，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之具體面向與細部內涵，卻仍有
待進一步之掌握。是以，在下一節本文將深入探討非銀行支付監理之各個「監
理面向」與其核心議題。

274

圖片架構參考：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CPMI）, supra note 252,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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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銀行支付之監理面向探討
本節將在上述風險與監理原則之交錯對應下，進一步探討非銀行支付所可涉
及之具體「監理面向」。其中包含：「市場准入與退出」、「使用者資金保護」、
「消費者權益保障」、「網路與數據安全」、「洗錢及資恐防制」及「支付互通
性與市場競爭」等六大監理面向275。

第一項 市場准入與退出面向
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係指監管者制定進入特定市場之法律（Entry
regulation）或政策壁壘；市場退出（Market exit）則是政府作為淨化市場之退場
機制。兩者作為現代金融監理主流之「事前」（ex ante）及「事後」（ex post）

政 治 大
者實際運用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時，仍存在諸多問題與考量。以下分別說明之：
立

監管策略，均是在消彌金融市場之負外部性與前述之各種風險276。然而，就該二

市場准入問題

‧ 國

學

第一款

非銀行支付之市場准入，主要是考量以下幾點負外部性：首先，於金融科技

‧

發展下，非銀行支付之經營即隱藏前揭各種金融風險，為了有效因應該些風險，

sit

y

Nat

非銀行支付機構無論是第三方支付機構、電子貨幣發行機構、虛擬通貨發行或交

io

er

易平台，皆需具備一定之軟硬體設備與系統、雇傭專業之技術人才與經驗豐富之
管理者，並建立完善之公司治理及內控措施；再者，非銀行支付機構擁有龐大之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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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用戶及使用者資金，影響金融穩定與市場秩序甚鉅，相對也須具備一定之經濟實

engchi

力以及資本適足，以應對信用或流動性問題之發生；最後，非銀行支付平台上亦
存在諸多資訊不對稱之情形，尤其在鉅額之使用者資金管理、消費者保護處理，
以及用戶數據隱私保護上，面對利益衝突時，非銀行支付機構之品質與內部管理
人員之素質，即須有相當程度之內控要求與職業操守，以防免道德風險。
因此，非銀行支付監理上，面對使用者資金保護、消費者保護、資訊安全、
市場競爭、金融犯罪及洗錢資恐等問題或負外部性時，最為優先且效率之監理方

275

Se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supra note 249, at 4；See also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Fintech and payments: regulating digital paymentservices and
e-money, at 11~21（July.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fsi/publ/insights33.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276

See John Armour et al., supra note 190, at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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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是藉由完善市場准入機制，作為參與者進入市場之入口監管，透過法律先行
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須具備相當程度「最低資本要求」與良好體質條件（如獲利
能力與負責人資格限制等）
，直接排除資本不足、體質不良或高風險之業者進入，
以防免其損及消費者對於整體支付系統之信心穩定。至於市場准入機制之設置上，
各國多是透過立法設立寬嚴不等之「許可要求」（licensing requirements）、「產
品法規」（product regulation）與「結構性限制」（structural restrictions）制度
作為准入門檻之實體與程序審查機制277。由監管者對於業者進行事前之資格審查、
支付服務型態以及營業範圍之限制，進而使市場秩序與監理資源得以達成有效之
調控與配置。
然而，在非銀行支付之准入門檻設計上，監管者仍必須考量其相對於銀行審

政 治 大
多面向。申言之，過於寬鬆或粗糙之門檻設計，除了無濟於監理資源之有效配置，
立

慎監管設計之異同、支付服務型態與支付風險態樣、准入門檻之寬嚴與彈性等諸

使金融監管因打擊範圍過廣而喪失應有之密度外，也將導致支付市場之無序競爭

‧ 國

學

或監理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反之，過於嚴苛保守或缺乏彈性之准入門
檻，則會阻礙非銀行支付之競爭與創新，使新興支付型態（例如：虛擬通貨支付）

‧

既使具備高度之普惠金融潛力，也可能因過高之准入門檻而被拒於門外，最終影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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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消費者享受更加多元及普惠支付之權利。因此，如何設計一套得以與支付風險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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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相稱之准入機制，使其既可達到有效之監管目的，同時又保有彈性而不阻礙市場

n

創新與普惠金融發展，即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上首要之難題。
第二款

市場退出問題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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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銀行支付之市場退出，主要也是考慮到前述幾點負外部性。具言之，非銀
行支付機構雖符合監管者與許可制度之初始要求，然而隨著非銀行支付機構進入
後之經營惡化，發生內部風險控制措施不完善、違法經營、破產與重組等情形時，
若放任其繼續經營或直接惡性倒閉，皆可能導致公眾對於該支付機構乃至整個支
付產業之信心喪失，甚至因機構規模過大或牽連過廣進一步誘發系統性風險。因
此，為了維持消費者保護、市場健全發展與金融穩定等金融監理目標，即必須建
立有效之「退場機制」，使監管者得以要求已不合規定或不適合之弱質非銀行支
付機構「主動」或「被動」退出市場，達到產業環境之淨化與資源配置之優化。

277

See John Armour et al., supra note 190, at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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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別於市場准入機制是作為風險之「事前監管」策略，退出機制則是監管
者對於風險之「事後監管」措施，其所涉及之層面更包含消費者及債權人之後續
保護，以及支付市場之後續衡平。是以，在市場退出機制之設計上，監管者除了
須考量如何使弱質非銀行支付機構有序退場等問題外，對於其干預權限與市場自
由競爭之平衡、退場機制要求與業者經營成本之平衡，以及消費者及債權人權益
之平衡等問題，也皆成為監管者所需面臨之重大權衡。

第二項 使用者資金保護面向
使用者資金（customer funds），亦即前述之「沉澱資金」，係指非銀行支付
機構對於使用者所代收或暫管之支付款項；或使用者預先儲值於電子貨幣支付機

政 治 大

構之儲值款項（E-float）；或是使用者於虛擬通貨交易平台中所託管之虛擬通貨
與私鑰278；以及穩定幣發行機構匯集使用者資金後所提存之發行準備。目前多數

立

國家對於該些使用者資金之定性，均認為尚不構成銀行收受之「存款」，而通常

‧ 國

學

僅為非銀行支付機構向使用者發行之「貨幣性負債」（Monetary Liability）279，
或使用者得以向非銀行支付機構請求回贖與兌付之「債權」280。

‧

然而，該些使用者資金之收受仍是向大眾吸收資金之行為，與活期存款具有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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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公眾保護需求；且使用者資金之「保管」作為支付之核心功能以及支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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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動性之基礎281，自然也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管上最為重視且核心之面向；特別是考

al

量到非銀行支付機構面對日趨龐大與久暫之使用者資金時，相對於使用者或監管

n

iv
n
C
者存在大量資訊不對稱之情形，即導致其管理上或破產時可能產生諸多之道德風
hengchi U

險與監管議題。以下依照使用者資金保護上所可能出現的問題態樣分別說明之：
第一款

使用者資金保管問題

隨著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規模擴張，其所保管之客戶資金「規模」日益龐大，
保管之「期間」也逐漸拉長時，若其欠缺良好之公司治理與內控機制，於道德風
險誘使下，不良之負責人、內部管理人員或關鍵技術人員即可能做出監守自盜之

278

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supra note 222, at 12~13.

279

See Dan Awrey, Bad Money, 106 Cornell Law Review, at 5~7（February. 2020）,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139/ssrn.3532681（last visited: 2021.12.25）.

280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supra note 275, at 8.

281

See Id. at 31~32.；See also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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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將全部或部分客戶資金掏空並捲款逃跑；或者，非銀行支付機構若欠缺良
好帳戶分管意識，也可能將客戶資金與自有營運資金混合並任意盜用或挪用，迫
使客戶可能因其營運失策或投資失敗，面臨破產、營運與流動性風險282。
因此，為有效因應以上風險與問題，各國於監管上除了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
應「維持最低資本門檻」（Ongoing Capital Requirements）持續建立資本緩衝，
或繳納足額之「營業保證金」（Security Deposits）避免破產風險，或對於收受之
使用者資金「儘速結清算」避免資金長期滯留外；也會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應設
置相應之「資金分離」（Fund Isolation）、「資金保障」（Fund Safeguarding）
及「保護客戶利益」（Protection of Customers’ Interests）措施283，以有效保護
客戶資金免於遭受支付機構潛在之破產或流動性風險。例如：各國透過立法或強

政 治 大
資金產生「隔離」（Fund Segregation）與「圈護」（Ring Fencing）之效果
立
並課予受託人（如託管銀行）相應之監督、紀錄與對賬義務。

制締約之方式，以「信託架構」（Trust）使客戶資金與非銀行支付機構自身營運
284

，

‧ 國

學

然而，上開資金隔離與保障措施之「立法」及「技術」設計上，則成為監管

‧

者所需審慎考量之難題。蓋為避免法規要求增加業者所不必要之法遵與營業成本，
監管者除了需考量隔離與保障措施對於資金保護之有效性外，也應慎重考量該些

y

Nat

sit

隔離與保障措施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之規模是否相容或過於嚴苛、該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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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要求對於不同的支付機構或不同的業務模式所生之風險是否成比例，以及如何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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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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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監管者也應考量於技術上如何實踐其資金或與密資產之隔離措施、如何確保準確
hengchi U
285

保於公私協力下妥適訂定與執行相關信託契約；再者，面對虛擬通貨等新興資產，

之紀錄與對帳程序、如何限制錢包私鑰之訪問權限，以避免單點訪問等問題 。
另外，未來全球性穩定幣如臉書之 Diem 若大為盛行，監管上也需格外關注
其可能帶來之新興資金管理問題286。例如：對於穩定幣發行機構所提存之發行準
備，由於存在著不足額儲備或任意挪用之風險，而可能嚴重影響整體儲備資產之

282

See BIS, CPMI, supra note 256, at 26~27.

283

See Louise Malady et al., supra note 248, at 41~45.

284

藉由法定或意定「信託架構」之資金分離與圈護，非銀行支付機構即不得任意將信託資產用
以清償其一般之債務；甚或於非銀行支付機構破產時，使用者也毋須與機構之其他債權人共
同競爭信託資產之受償。See Denise Dias & Stefan Staschen, supra note 236, at 19~20.

285

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supra note 222, at 13~15.

286

See Dirk Andreas Zetzsche et al., supra note 206,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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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287。是以，於監管上除了需建置資金分離與資金保障之措施外，也應審慎考
量其儲備資產之充足性、透明性，以及流動性等中心化管理機制288。
第二款

使用者資金利用與投資問題

使用者資金實際上作為一筆可觀的「閒置資金」，若得為非銀行支付機構所
利用與投資，不僅可以增加其本身之收益，使其擁有更高之資本緩衝與流動性，
亦得以活絡貨幣資源之配置以及金融市場之發展。然而，非銀行支付機構之本質
未如銀行具有較完善之抗風險能力，若其以使用者資金從事高風險之利用或投資
行為時，即可能因市場風險之變化或投資失策，而導致使用者資金之減損。
因此，為確保非銀行支付機構得以維持足夠之高流動性資產存量，以隨時用

治
政
大
「流動性要求」（Liquidity Requirements） ，使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所其得動
立
用之資金比例、資金形式、使用目的、投資標的、投資標的之風險以及信用評級
於滿足客戶轉換現金或即時支付之需求，各國於監管上多是透過設置諸多嚴格的
289

‧ 國

學

等加以限制，並嚴格審查、紀錄與監督。例如：透過「使用目的限制」（Usage
Restrictions），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不得將客戶資金用以其營運之業務費用，或

‧

用以作為抵押、擔保及信貸；或透過「投資組合限制」（Portfolio Restrictions），

sit

y

Nat

使非銀行支付機構僅得以將客戶資金投資於現金、現金等價物、政府證券等低風

io

er

險資產或高流動性證券290；抑或要求「投資標的多樣性」（Diversification），避
免非銀行支付機構過高比例投資或存放於單一機構所造成之信用風險。

a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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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然而，在「立法」設計上，經濟效益與資金保障之平衡即成為監管者所須衡
hengchi U

量之難題。具言之，過高的利用與投資限制將造成因噎廢食，使沈澱資金完全閒

287

例如：泰達幣（USDT）作為錨定美元之穩定幣，歷來即飽受質疑是否真實具有相應之美元儲
備資產作為發行準備。於 2019 年 5 月 Tether 公司更遭受揭露其發行之 USDT 目前僅有 74%
之美元資產作為支持；並且 Tether 公司曾經由客戶資產中借予 6 億美元予其關係企業 Bitfinex
交易所以填補虧損，卻未向投資人揭露此事。Bloomberg, Tether Says Stablecoin Is Only Backed
74% by Cash, Securities（May. 2020）, https://reurl.cc/O168Ky（last visited: 2021.12.25）.

288

See FSB, supra note 201, at 13~14.；See also BIS, CPMI, supra note 252, at 47.

289

通常係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至少需維持「對客戶未償還負債」100％的等值流動資金存量，例
如：維持電子貨幣發行量與信託資金 1：1 之比率；或維持穩定幣發行量與發行準備 1：1 之
比率。See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Safeguarding Mobile Money：How
providers and regulators can ensure that customer funds are protected, at 9~12（Jan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j76jjM（last visited: 2021.12.25 ）; See also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supra note 249, at 85~87;

290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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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而不利於社會經濟與支付產業效益之提升；反之，過低之限制則容易使非銀行
支付機構失卻其作為支付機構之核心本質與風險控制。另外，在「技術」執行上，
如何準確評估與審查支付機構資產之流動性也成為監管上所需關注之重點291。例
如：未來針對全球性穩定幣機構如 Diem 協會等，監管者應如何審慎評估、介入
審查其儲備機制中關於「高質量流動性資產」（HQLA）之組成平衡與投資選擇。
第三款

使用者資金回贖與補償問題

對於使用者資金實施「資金分離」、「資金保障」與「保護客戶利益」等監
理措施，固然得以大幅提升非銀行支付機構之償付能力以及流動性風險之保護。
然而，若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資金之「回贖」設下不合理之條件、手續或
門檻時，也容易損及用戶回贖資金之價值與權利；另外，非銀行支付機構因本身

政 治 大

經營不善而嚴重虧損或破產時；甚或資金託管銀行未能履行信託義務或破產時，

立

使用者資金也可能面臨無法完全贖回或補償之「殘餘風險」
（Residual Risk）292。

‧ 國

學

例如：2020 年 6 月德國新興科技支付巨頭 Wirecard 於安永會計所查核時，即因
無法確認信託帳戶中 19 億歐元現金之真實存在（估計佔資產負債表 25%），造

‧

成其市值蒸發殆盡後直接聲請破產，並導致客戶面臨資金無法完全回贖之風險293。

sit

y

Nat

因此，為有效保障使用者資金得以完整回贖與填補，監管上除了應要求非銀

io

er

行支付機構建立投明且順暢之「回贖機制」外294；亦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提前
設置相應之「補償機制」（Compensation Scheme）、「保險政策」（Insurance

n

al

Ch

i
Un

v

Policy），或取得其他「可匹配擔保」（Comparable Guarantee）295，以完善填

engchi

補機構虧損與破產時使用者資金之損失。例如：強制規範非銀行支付機構應直接
向中央存款保險機構繳存保險金（Direct Deposit Insurance），或透過商業銀行「傳
遞式存款保險」方式（Pass-Through Deposit Insurance），使非銀行支付機構破產

291

See Denise Dias & Stefan Staschen, supra note 236, at 24~26.

292

See Juan Carlos Izaguirre, Denise Dias & Mehmet Kerse, Deposit Insurance Treatment of E-Money :
An Analysis of Policy Choices, CGAP Technical Note, at 6~9（Octo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kd80Yb（last visited: 2021.12.25）.

293

Bloomberg, Finance, Wirecard Is a Humiliation for Germany（June.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6-26/wirecard-scandal-is-a-humiliation-forgermany（last visited: 2021.12.25）.

294

Se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1, at 35; See also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supra note 275, at 18.

295

See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supra not 289, at 12, 19~25.
100
DOI:10.6814/NCCU202200131

時仍得直接或間接以「存款保險制度」作為使用者資金之最後一道防線296。又例
如：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需向經授權的保險公司投保相關之保險項目，使該保單
之理賠範圍得以涵蓋所有或部分使用者資金；或非銀行支付機構得以向銀行等信
貸機構取得足額之擔保，以擔保所有使用者資金之完整兌付或損失。
然而，對於「補償機制」、「保險政策」與「可匹配擔保」等監理要求，搭
配上前述「資金隔離」以及「資金保障」措施時，是否會造成監理規範之疊床架
屋；是否造成非銀行支付機構之法遵成本過高而有礙其創新發展；抑或是否與各
支付業務所產生之風險符合比例，即成為監管者需衡量之問題。另外，關於存款
保險制度適用人非銀行支付領域之可行性與政策考量297；保險公司提供非銀行支
付機構相關保險之意願程度與系統性風險考量298；以及非銀行支付機構是否因風

政 治 大

險轉移而擴大其道德風險等未決問題，也皆有待市場實際之運作與監管權衡。

立

使用者資金之利息歸屬問題

學

‧ 國

第四款

非銀行支付機構所持有的鉅額沉澱資金將因儲值、延遲給付或延遲清算之時
間差，於銀行之帳戶中產生可觀之利息；或因非銀行支付機構之利用與投資產生

‧

相當之收益。然而，對於該些資金所生之利息歸屬，在法理與實際運作上歷來即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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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存在諸多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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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若將該些利息歸屬給使用者，除了可以避免法理上之矛盾外299，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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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風險；也有認為，若將該些資金利息視為非銀行支付機構之合法收入，除了
防免非銀行支付機構出於利益之驅使，刻意降低支付效率以延長資金留滯期間之

可以避免使用者資金因發放利息而被解釋為具有「銀行存款」之性質外，也將使
非銀行支付機構免去需計算利息後個別返還予使用者之不便利性，並且得以讓非
銀行支付機構擁有更充沛之資金與收益來源，使其更願意降低手續費以回饋使用

296

See Juan Carlos Izaguirre et al., supra note 292, at 10~11.

297

目前多數具有存款保險制度之國家仍將非銀行支付之使用者資金排除於存款保險之保障範疇
外。詳見：See Juan Carlos Izaguirre et al., supra note 292, at 13~14.

298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2, at 33~34；See also, supra note 17, at 136.

299

若由民法角度以觀，非銀行支付機構與使用者多係成立「委任」與「消費寄託」之混合契約。
依據我國《民法》第 541 條規定：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
交付於委任人；以及第 599 條規定：受寄人返還寄託物時，應將該物之孳息，一併返還。因
此，非銀行支付機構所收受之資金無論係基於代收代付、預付儲值、虛擬通貨託管或穩定幣
發行準備，其所生之利息與收益在法理上均應歸屬於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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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完善其他資金保護措施300；惟也有認為，「利息支付」並非為銀行存款的
定義要件，自不影響非銀行支付機構將利息收益給付予使用者，且向使用者支付
利息作為經濟誘因，亦得以改善金融包容性並促進非銀行支付機構之發展301
因此，關於使用者資金利息之歸屬，究竟應透過立法或信託契約之方式，直
接斷絕非銀行支付機構收取使用者資金利息之權限；或是使非銀行支付機構得以
保有使用者之資金利息；抑或是使非銀行支付機構僅得以保有部分之使用者資金
利息，其他部分則另行規範使用目的（例如：用以直接支付使用者之計息儲值帳
戶、減少服務費用、投保相關保險或提高使用者之金融知識教育等302），也成為
監管上政策所需衡量與分配之挑戰。

第三項 消費者權益保障面向

政 治 大
在非銀行支付服務架構下，非銀行支付機構相較於一般使用者與消費者，無
立

論是在締約地位、資本實力、資訊取得以及技術能力上，均處於較為強勢之不對

‧ 國

學

稱地位303。此即導致非銀行支付機構之消費者面臨支付瑕疵、未授權支付或相關
交易紛爭時，容易因不公平之契約條款、不完善之資訊揭露，或不健全的紛爭解

‧

決機制，而遭受權益之侵害。是以，當消費者權之信任是作為任何支付體系穩固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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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前提，以上諸多消費者權益問題自然也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之重點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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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消費者知情權與詐欺預防問題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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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下即接續就消費者權益保障中可能出現之監管議題，分別探討之：

i
Un

v

非銀行支付作為新興科技發展下的支付工具或服務，一般使用者或長尾客戶
於接觸初期，大多無法熟悉其技術操作與服務內容；對於支付機構所訂立之相關
費用、權利義務事項或契約條款也難以全然理解與掌握；甚至在面對虛擬通貨或
穩定幣等新穎之支付工具時，更是無法完全認識其所存在之相關風險或重要資訊。
而以上「消費者知情權」之減損與資訊不對稱之情形，除了可能造成消費者錯誤
之支付操作、資訊理解與風險評估外；更嚴重者，也可能導致消費者落入「支付

300

See Louise Malady et al., supra note 248, at 49.

301

See Cheng-Yun Tsang, Louise Malady & Ross P. Buckley, Promoting Financial Inclusion by
Encouraging the Payment of the Interest on E-Money, UNSW Law Research Paper, No. 17- 48, at
1564~1570（Jul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002925（last visited: 2021.12.25）.

302

See Id. at 1570~1572; See also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supra note 249, at 104~107.

303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30~31.
102
DOI:10.6814/NCCU202200131

詐欺304」或「ICO 詐欺305」之風險。
因此，為保障非銀行支付消費者之知情權及預防詐欺行為，監理上應要求非
銀行支付機構須建立透明且完整之「資訊揭露制度」（Information Disclosure）
306

。具言之，非銀行支付機構應於契約或網站中，以容易理解之方式對消費者揭

露重要之權利義務事項、潛在之操作與詐欺風險，以及相關手續費用與服務價格
等，並定期且實時地告知消費者該些重要資訊之變更與發生，以避免關鍵資訊之
隱匿、相關費用之不透明或網路支付詐欺等情形進一步損害消費者權益。
此外，針對支付型虛擬通貨與穩定幣等新興支付工具，考量其複雜之科技屬
性與法律屬性，以及高度之價值波動性與投資屬性；再加上過往初次代幣發行、
二級交易市場或交易平台所提供之相關數據與訊息，通常是不完整、不可靠或不

政 治 大

可用的。為了促使消費者或投資者得以充分理解所有重要之資訊，以做出明智的

立

購買與投資決定307。監管者除了應透過「法規警告」（Regulatory Warnings）向

‧ 國

學

公眾提供足夠之知識教育與投資風險警示外308，監理上更應要求發行機構、交易
平台或錢包業需者在相關公開文件、定型化契約、網站或白皮書中，準確、全面

‧

且及時地向消費者或投資者揭露關於機構之財務與相關訊息309、利益衝突情形310、

sit
er

io

304

y

Nat

平台交易與價格發現機制311與資金保護措施，以及虛擬通貨或穩定幣本身之初始

例如：不法份子可能利用通訊設備、冒用身份或網路釣魚之方式，蒐集消費者之 PIN 碼、要
求其進行錯誤之退款請求，或索取額外之手續費用等。

al

iv
n
C
在 2018 年 ICO 掏金潮中，多數 ICOh
籌資項目均未於白皮書中詳細揭露發行機構與資助者之
engchi U
財務狀況及相關訊息；對於所籌集資本之未來規劃與運用多數亦未詳盡交代；甚至多數亦未
n

305

經過律師或會計師之查核與簽證，導致 ICO 市場廣泛存在資訊不對稱、過度炒作、超額認購、
虛假資產與龐氏騙局等情形。See Dirk Andreas Zetzsche, Ross P. Buckley, Douglas W. Arner &
Linus Föhr, The ICO Gold Rush: It's a Scam, It's a Bubble, It's a Super Challenge for Regulators,
European Bank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18/2018, at 15~16（Jul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072298（last visited: 2021.12.25）.
306

See Louise Malady et al., supra note 248, at 76~77；See also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supra note 275, at 21.；See also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30.

307

See Cristina Cuervo, Anastasiia Morozova & Nobuyasu Sugimoto,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supra note 203, at 12.

308

See Dirk Andreas Zetzsche et al., supra note 305, at 33~35.

309

See Id. at 37; See also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1, at 34.

310

例如：發行機構或交易平台內部之員工、經理人或董事亦在平台上從事加交易或做市行為時，
應向消費者與投資者揭露該情形與相關之交易行為，以避免其透過連續交易、宕機、橫盤、
拉盤或砸盤等技術手段操縱交易，在消費者完全不知實際交易情形下大肆收割韭菜。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supra note 222, at 16~17.

311

See Id, at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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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性質、功能、使用的底層協議、可能適用法律、潛在的投資風險等資訊。
然而，針對以上資訊揭露制度之監理設計與有效執行，其困難之處即在於監
管者如何在有限之科技水平與監控資源下，兼顧業者發展之空間，對於不同類型
之支付機構、支付服務或支付型虛擬通貨，分別設計與其風險相稱之資訊揭露標
準；如何有效促成各類業者間自律性之資訊揭露及間管協作；以及如何配合科技
或資訊專家，有效檢驗虛擬通貨發行機構或交易平台所揭露之白皮書與相關文件，
確實符合其底層協議設定、財務資訊狀況、價格形成機制或利益衝突等情形。
第二款

支付錯誤與損失責任分配問題

所謂「支付錯誤」一般包括以下四種情況：（1）不支付，即完全不執行支付

治
政
大
包地址、時間或方式等進行支付；（3）支付失敗，即雖然執行支付指令，但由於
立
各種因素，資金或虛擬通貨未能確實移轉至收款人帳戶或錢包；（4）未經授權支
指令；（2）不按指令支付，即未能依照支付指令所要求之金額、數量、對象、錢

‧ 國

學

付，即未經授權之第三人透過冒用、偽造、竊盜等手段對使用者之資金或虛擬通
貨進行非法之使用或竊取312。面對以上「支付錯誤」之情形，非銀行支付機構若

‧

未踐行適當之處理程序以保護消費者，除了違背其支付服務之本質目的外，也可

sit

y

Nat

能對於消費者之權益與資金安全構成嚴重之損害；另外，針對該些支付錯誤所造

io

er

成之損失責任或風險，非銀行支付機構也可能藉由其優勢之締約地位，以契約條
款規避其應有之責任，使消費者須承擔不合理之「損失責任分配」。

a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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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因此，為有效保障非銀行支付之安全性，監理上即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建
hengchi U

立明確之「支付錯誤處理程序」與「消費者權利義務告知」。透過在網路聲明、
公告通知、契約條款或其他容易接觸之管道中，明確告知消費者其保管帳戶資訊
之義務內容；發生支付錯誤時，應如何或在何期間內向非銀行支付機構通知支付
錯誤之情形；非銀行支付機構針對個別錯誤類型之處理期間、調查處理與結果通
知方式；以及消費者後續應如何向非銀行支付機構請求退款或撤回支付指令313。
例如：穩定幣之發行機構與錢包業者針對未授權的付款，應明確告知與定義持有
人具有要求退款之權利，並詳細說明持有人如何取得退款。

312

李莉莎，同註 96，頁 79~80。

313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CPMI）, supra note 256, at 28~29,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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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支付錯誤之損失責任分配上，特別是在「未授權支付」之情形314，
監管者也應考量到支付機構相較於一消費者具有更強之預防風險、控制風險與轉
移風險能力，因而在立法上基於「優勢風險承擔」原則，監管者即應賦予非銀行
支付機構大部分之損失風險與責任，使消費者僅需負擔較為有限或特定之責任。
然而，針對上開「損失責任分配」之立法設計，其困難之處即在於，監管者
面對不同程度的錯誤情形以及利益衡量，究竟應以何種標準認定使用者之過失程
度，以何種標準分配消費者與業者間之舉證責任，或以何等數額為消費者損失責
任之上限，始得以詳盡與合理地分配非銀行支付機構與消費者間之損失風險。
第三款

紛爭解決問題

政 治 大
情權之減損、詐欺以及支付錯誤之情形外，也容易於買賣或收付雙方間產生支付
立
在電子商務交易之過程中，除了非銀行支付機構與消費者間容易發生以上知

交易上之紛爭。若非銀行支付機構針對該些紛爭與問題，欠缺相關之解決與補救

‧ 國

學

機制（Redress Mechanisms），除了可能嚴重損及支付交易之安全性外，也將大幅
降低消費者對於非銀行支付之信心與使用意願。

‧

因此，為保障消費者於支付交易中各項合法權益之實現，並維護消費者對於

y

Nat

sit

非銀行支付制度之整體信心，監理上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須建立明確且即時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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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機制」
（Recourse Mechanisms）、「投訴機制」
（Complaint Mechanisms）

i
Un

v

與「紛爭解決機制」（Dispute Resolution）315。具言之，非銀行支付機構於消費

Ch

engchi

者使用之初，即需充分告知其面對詐欺與錯誤時，相關之追索權利與程序，使消
費者得以迅速且有效地保障其權益；非銀行支付機構也需廣設免費之熱線電話、
電子信箱、社交媒體或實體分支機構等投訴管道，使消費得以迅速地獲得問題與
紛爭之解決；並且非銀行支付機構內與政府組織也應建置相關之「替代性紛爭解
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或「線上紛爭解決機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 ODR），使消費者間或消費者與非銀行支付機構間之紛爭無

314

針對不支付、未按指令支付、支付失敗之情形，由於多可歸責於非銀行支付機構，非銀行支
付機構自應對消費者之直接損失進行賠償；然而，針對「未授權支付」之情形，由於冒用與
損失之風險可能亦來自於消費者本身未妥善保管帳戶資訊之故意或過失，或未即時通知非銀
行支付機構。因此，立法者須在兩者間之責任分配上尋求適當之平衡，一方面避免非銀行支
付機構濫用優勢地位；一方面防範使用者之道德風險。李莉莎，同註 96，頁 90。

315

See Louise Malady et al., supra note 248, at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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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再進入繁雜之訴訟程序，即得以透過其所建立之實體或線上「爭議處理機構」
，
由中立客觀之中間人加以協調與解決。
然而，針對以上權益保障機制之設置與執行，其問題也在於監管者在有限之
科技水平與監控資源下，如何對於如何因應不同之非銀行支付機構設定符合其業
務態樣、風險與成本之權益保障機制；如何確保該些機制與爭議處理機構之獨立
性；如何合理分配非銀行支付價值鏈中各個參與機構或利益關係者間之舉證責任；
以及如何協調跨監理機關間對於「爭議類型」與「爭議處理」之劃分316。

第四項 網路與數據安全面向
關於非銀行支付網路與數據安全之議題，本文已於前揭探討非銀行支付之風

政 治 大

險時，大致介紹其可能呈現之問題態樣與內涵，故本部分將主要探討因應該些問

立

題時可能存在之「監管考量」。
網路安全問題

‧ 國

學

第一款

網路安全問題，由於同時關乎非銀行支付服務之交易安全、使用者之資金安

‧

全，以及非銀行支付體系之系統性安全，監管者自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需設置

sit

y

Nat

相應之安全設備與內控措施，確保其基礎設施運作之彈性、可靠性、完整性與安

io

er

全性。然而，有鑑於網路安全措施與內控措施之具體內容甚為繁瑣，故本文將僅

al

由「人員」、「技術」、「流程」與「治理」等四個子面向簡要探討之：

n

iv
n
C
hengchi U
首先，「人員」作為網路風險之第一道防線，監管上自應著重於非銀行支付

機構對於其專業技術人員之培訓、內部員工之安全意識、關鍵職員之品格調查、
外部承包廠商之適格性、審查人員之獨立性，董事會或高階經理人對於網路安全
之專業性，甚或是使用者之金融識字教育等。例如：監管者得以要求大型之非銀
行支付機構應至少任命一名具有資訊安全專業之董事或高階經理人（Chief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icer, CISO）作為其內部獨立之監管組織317。

316

對於「使用者與非銀行支付機構」以及「使用者與使用者間實質交易」等相異之爭議類型，
由於其交錯涉及民法與金融法之消費者保護，故如何於不同之監理機關間劃分其權限，即有
待討論。詳細請參考：林育廷，第三方支付可能消費爭議態樣及處理原則，載：金融消費評
議實務問題研究，頁 306~307，元照出版社，2017 年 9 月。

317

See Killian Clifford,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Cybersecurity: A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Mobile Money Providers, at 9~13（Sept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9EQqEx（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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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於「技術」與「流程」部分，監管上則應著重於支付機構採用之安全
技術或處理流程，是否具有足夠之「識別」（identify）、「預防」（prevent）、
「檢測」（detect）、「響應」（respond），以及從威脅中「恢復」（recover）之
能力318。例如：為預防使用者帳戶或數據遭竊取，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關鍵資訊
系統應實施訪問控制（access controls）、對於每位客戶啟動交易或訪問私有數據
時（如其帳戶或交易資訊），皆應要求客戶應對進行不同程度之身份驗證、OTP
驗證或生物識別，並且確保訊息傳輸與儲存之加密性及完整性；又為有效響應與
恢復風險之發生，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網路事件之發生，應具有相應之「事件響
應計畫」（Incident Response Plans）、「業務連續性計劃」（Business Continuity
Plans）或「災難恢復計畫」（Disaster Recovery Plans）319，使其得以及時採取物
理或技術上之恢復措施，避免支付清算之中斷與損害之擴大。

政 治 大
末者，「治理」部分，監管者則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需事前擬具良好「治
立

理框架」，確保其人員、技術與流程之可靠運作與責任劃分320。例如：非銀行支

‧ 國

學

付機構對於網路安全設備之設置、內控稽核制度之實行、內外部事件之即時申報、
外部承包廠商之遴選，皆需經過獨立之內外部專業審核人員定期評估其風險管理

‧

之充分性與合規性，再經由董事會或風險委員會之專業討論與批准，以針對各項

Nat

sit

y

業務或風險形塑出完整之治理框架與責任分界；抑或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其外部

al

n

以確保其業務合作夥伴間之安全性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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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廠商或第三方協力機構，也應要求其滿足相關之安全標準及盡職調查程序，

i
Un

v

以上對於人員、技術、流程與治理之論述，雖已大致描繪出監管者以及非銀
行支付機構應對網路安全風險時所應考量之監管面向；然而，在軟法之治理設計
與硬法之監管實施上，其實際困難點即在於：監管者如何應對不同類型與規模之
非銀行支付機構，分別擬訂出與其風險相稱之網路安全標準或軟硬法搭配；如何

318

NIST,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The Five Functions,
https://www.nist.gov/cyberframework/online-learning/five-functions（last visited: 2021.12.25）.

319

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 supra note 222, at 23~24;
See also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 supra note 201, at 34.

320

關於網路風險治理，詳見：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 （ IOSCO ） , Guidance on Cyber Resilience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at 9~10（June.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bis.org/cpmi/publ/d146.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321

See Denise Dias & Stefan Staschen, supra note 236,, at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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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科技發展以及有限之監理資源下，與網路風險之動態變化保持同步，使監
管體系與職能得以做出適應性之變革；如何在公私部門間或非銀行支付價值鏈下
各方參與者間，建立完善之監控系統共享與相互協力機制；甚或是如何提升使用
者之金融和技術素養，建立風險意識與責任文化等問題。
第二款

數據與隱私安全問題

非銀行支付作為廣泛消費者數據之生成來源，對於消費者數據與隱私安全之
保護，自然也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核心議題。此外，為有效維護消費者對於非
銀行支付之整體信心，近來國際上也紛紛鼓勵各國應促使非銀行支付機構得以恪
遵如歐盟之《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隱私保護及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
（Guidelines

政 治 大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等數據保護趨

立

勢322。因此，本文參考上述保護規範之內涵，將分別由「數據安全性」、「數據

‧ 國

學

蒐集與處理」、「隱私保護政策」及「數據開放與共享」等四個子面向，簡要探
討非銀行支付監理上可能存在之監管重點與考量：

‧

首先，「數據安全性」部分，即在於確保消費者個人隱私數據儲存於非銀行

sit

y

Nat

支付機構或其合作之第三方協力機構時，得以免於因內外部「網路安全事件」之

io

er

發生，導致數據丟失、損壞、未經授權訪問、揭露與濫用。因此，監管者對於該
部分可能之處理方式大致也與上述「網路安全問題」相似，可由人員、技術、流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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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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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程與治理等四個面向加以切入。例如：在人員與治理部分，監管者得以要求大型

engchi

非銀行支付機構應任命獨立之數據安全官（Data Security Officer, DSO），以充分
監督機構中數據保護原則之實踐323；抑或在技術與流程部份，要求非銀行支付機
構對於隱私資料之處理，應盡量符合「設計及預設資料保護」（Data protection by
design and by default）原則，於建置或設計用以處理個人資料之應用程式與資訊
系統時，均需與 IT 部門或合作廠商溝通，將資料保護之設計納入考量324，並且
得以參考如支付卡行業安全標準委員會之「支付卡產業資料安全標準」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 PCI DSS）等安全性標準或框架。

322

See also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supra note 249, at 249~250.

323

See World Bank＆CGAP,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for Alternative Data, GPFI- FCPL Sub-Group
Discussion Paper, at 26（May.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GVq23D（last visited: 2021.12.25）.

324

例如：資料之去識名化、假名化與加密等。EU, GDPR, Article 25 and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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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者，「數據蒐集與處理」部分，監管者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所有消
費者個人數據之蒐集與處理，除了應符合「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之基
本原則外，也應遵循「數據最小化」（Data Minimisation）、「數據準確性」（Data
Accuracy）、「數據反歧視」（Data Anti-Discrimination）、「數據在地化」（Data
localisation）等多項數據處理原則325。詳言之，在數據最小化上，非銀行支付機
構對於個人資料之蒐集與處理，應僅限於在滿足合法之商業目的或利益，以及維
護或開發其應用程序與服務所需之最少個人信息範圍內為之，並且確保個人資料
之保存期限，不得超過為實現合法商業目的或法律義務所需之時間326；在數據準
確性與反歧視上，非銀行支付機構也應確保其數據來源之可信賴度、完整性、最
新性與使用目的之關聯性，並且禁止或限制使用帶有歷史歧視性之替代數據或分
析327；在數據在地化上，非銀行支付機構應將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消費者數據

政 治 大

存放於該消費者之國境內（無論是實體地理環境或資料庫伺服器），並限制跨境

立

數據傳輸之資格及程序328。

‧ 國

學

再者，「隱私保護政策」之部分，即在於確保消費者對於數據隱私自主權之
實踐。就此，監管者應要求非銀行支付機構在契約條款或內部隱私政策中，完整

‧

形塑消費者對於個人數據之知情、接近使用、更正、刪除、可攜帶、反對使用，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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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或限制處理等自治權利。例如：針對「知情同意」之實質內容與透明度，非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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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應在契約條款或隱私聲明中，以容易理解與閱讀之方式，明確概述其所

n

蒐集之個人數據型式、內容與目的，以及其如何管理、訪問、揭露、分析、共享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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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留該些數據後，獲取消費者自由且積極之同意329；非銀行支付機構也應提供

engchi

予用戶足夠之訊息與管道，以便其理解如何訪問、控制、移轉、更正、刪除其個
人數據或撤銷同意330。

325

許多證據顯示，由於「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之契約與條款形式，通常不被閱讀或過
於復雜以至難以理解，已不足以保護消費者之數據隱私自主權。因此，除了改進獲得同意之
方式外，還應將一些數據保護責任轉移給收集和處理數據之實體機構，限制其對於數據之蒐
集與處理方式。 Gayatri Murthy＆David Medine, CGAP Blog, Data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Why Consent Is Not Enough（December. 2018）, https://reurl.cc/yZjeql（last visited:
2021.12.25）.

326

See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Data Protection in Mobile Money, at 4~5
（March.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Lo6V3（last visited: 2021.12.25）.

327

See World Bank＆CGAP, supra note 323, at 15~16；28~30.

328

See Id. at 31~32；See also EU, GDPR, Article 44~49.

329

See Id. at 19~21.

330

See Id. at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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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者，「數據開放與共享」之部分，即在於透過消費者個人數據之開放與共
享，打破市場不同參與者間「數據孤島」（Data Silos）之限制，除了可以增進數
據可攜帶權之實踐、支付市場之競爭性外；亦得以增強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客戶
盡職調查、身份驗證、詐欺與風險檢測等能力331。因此，監管上即應促使支付業
者（包含銀行）相互間、與第三方協力機構間或與政府機構間，就消費者之個人
資料或數據得以為適度之開放與共享。例如：監管者得以透過鼓勵或立法強制之
方式推行「開放銀行」（Open Banking），促進市場不同參與者間數據之共享。
透過以上「數據安全性」、「數據蒐集與處理」、「隱私保護政策」及「數
據開放與共享」之概述，雖可大致描繪出應對數據與隱私安全問題時，監管者以
及非銀行支付機構所應考量之面向。然而，在軟法之治理設計與硬法之監管實施

政 治 大
管者如何做出適應性與差異化之監管職能變革；如何形塑主管部門（包含金融、
立

上，其實際困難點也是在於，面對大數據時代下數據與隱私風險之無窮變化，監

通訊傳播或隱私保障部門）或行業參與者間之數據共享與協調機制；如何調節國

‧ 國

學

內法律框架與國際保護規範之不一致性；甚或是如何建立企業良善之演算法倫理
與治理框架，避免 AI 失控等問題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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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 洗錢與資恐防制面向

er

io

「洗錢與資恐防制」作為金融市場之廉潔與完整（Financial Integrity）基礎，

al

自然也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之重要面向。而關於非銀行支付中可能呈現之洗錢與

n

iv
n
C
資恐問題，本文於前揭探討非銀行支付風險時，已大致介紹其可能呈現之問題態
hengchi U
樣與內涵。因此，以下將參考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在其《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與武器擴散國際標準》（下簡稱《FATF 標準》）333、《金
錢或價值移轉服務風險基礎方法指引》334，以及《虛擬資產與虛擬資產服務提供
商風險基礎方法指引》335中所提出之監管方法，分別針對第三方支付或電子貨幣
支付等「傳統非銀行支付」，以及虛擬通貨與穩定幣等「新興虛擬通貨支付」，
探討監管者可能存在的「監管考量」。

331

See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supra note 326, at 8~9.

332

See World Bank＆CGAP, supra note 323, at 33~34.

333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192.

334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2.

335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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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傳統非銀行支付之洗錢與資恐問題

首先，應對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之洗錢及資恐弱點時，監管者是藉由「風險
基礎方法」，在識別、評估及瞭解各個金融活動之風險內涵與規模後，搭配以下
「預防措施」（Preventive Measures）之酌情應用（強化、適中或簡化之應用），
使金融機構得以在洗錢之各個階段盡力截堵其行為之滲入336：
1.

客戶盡職調查制度（Customer Due Diligence, CDD）
，即透過完整的「認識客
戶」（Know Your Customer, KYC）程序，對於客戶之真實身份、財務信用、
資金來源、實質受益人等為詳實之調查與驗證，並對其交易為持續之監控，
以初步辨識客戶之洗錢風險；

2.

政 治 大

客戶紀錄保持制度（Record Keeping）
，即完成客戶識別與交易監控後，針對
CDD 文件及相關交易紀錄應至少保存五年，以供隨時追蹤相關金流資訊；

立

可疑交易申報制度（Suspicious Transactions Report, STR），即系統監測到疑

學

‧ 國

3.

似洗錢之交易或帳戶後，應即時申報予金融情資單位。

‧

然而，隨著第三方支付或電子貨幣等「非銀行支付服務」型態之興起，有鑒

y

Nat

於其所提供之「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MVTS）是作為不同於銀行支付之「新

sit

興支付產品或服務」（NPPS）。監管者對於其洗錢及資恐之風險評估，即應有別

n

al

er

io

於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對於其監管措施之實施，也需因應普惠金融與創新之發

i
Un

v

展需求，而產生不同之監管考量337。具言之，監管者對於 MVTS 提供者之「風險

Ch

engchi

評估」，除了需考量地域、業務性質與規模等傳統因素外，也應綜合考量其所提
供之新興產品與服務型態338、預定交易的條件、使用之代理通路與客戶特性等風
險因素；對於 MVTS 提供者所得以形塑之「監管措施」，除了使 MVTS 提供者

336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192, Recommendation 1,10,11 and 20.

337

例如：過高或缺乏差異化之監理要求，將造成業者或消費者承受過高之法遵成本與轉嫁費用，
反而不利於非銀行支付普惠與創新發展。See also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FATF
Guidance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Measur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at
15~16（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GV6Vzp（last visited: 2021.12.25）.

338

亦即針對具匿名性或無實質交易性之產品或服務，例如現金、儲值卡、匯票及行動電話國際
轉帳，即可能具有較高之洗錢風險；然而，針對網路代收代付等支付流程是以銀行信用卡或
借記卡為之，且是用於支付商品或服務交易價款等實質交易者，由於透過信用卡或借記卡之
號碼即可輕易追查到收付款人之真實身分與金流目的，則可能僅具較低之洗錢風險。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2, at 22；謝孟珊，網路代理收付服務於 FATF
及美國之洗錢防制監管規範分析，科技法律透析，第 28 卷第 3 期，頁 30，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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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理商需取得相關之執照或登記註冊等基本要求外339，也應參酌風險基礎方法，
使其依據風險類型與規模建置相稱之監管措施，降低提供商之合規成本與消費者
開戶之複雜性，從而提升非銀行支付之金融包容性與市場性340。
此外，面對現今科技風險與洗錢資恐手法無窮變化下，除了容易造成監管者
與業者之監理成本將節節攀升外，亦容易導致監管工具淪為過時與失效。因此，
在監管措施之立法設計與實施上，關鍵在於監管者如何設計出合乎非銀行支付業
者行為風險與法遵成本之監管措施、如何利用「監理科技」（SupTech）有效提升
監管之效率，貫徹風險基礎方法，以及如何在公私部門協作下，確保監管措施之
有效實行。
第二款

新興虛擬通貨支付之洗錢與資恐問題

治
政
大
針對虛擬通貨或穩定幣等新興支付工具，考量到其作為區塊鏈技術下之產物，
立
通常具備高度之去中心性、匿名性、跨國性、快捷性、非接觸性與服務分割性等
‧ 國

學

特點。若欲以虛擬通貨「本身」作為洗錢與資恐防制之監管客體，在現今監理科
技與監管水平尚未完全到位下，除了可能耗費巨大之監理資源外，亦將逐步面臨

‧

傳統監管措施失靈之窘境；然而，有鑒於到現今虛擬通貨之價值交換，除了持有

sit

y

Nat

者是透過場外交易（OTC）私下交換之情形外，絕大多仍是仰賴發行機構、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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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ATM 業者或交易平台業者等「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VASPs），作為其
與現實世界或受管制法定貨幣金融體系（regulated fiat currency finan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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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界點」341。因此，該些「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自然極其適合做為洗錢與

engchi

資恐監管上之「著力點」，使既有之監理措施仍得以有處實施及掌握。
遂此，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作為國際標竿組織，即在多數國
家對於虛擬通貨之洗錢與資恐防制策略尚未成形下，先後提出《FATF 標準》第
15 項「新技術」之建議修正與釋義，以及《虛擬資產與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風險
基礎方法指引》（下簡稱《指引》），給予各會員國對於「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

339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192, Recommendation 14.

340

例如：允許 MVTS 提供者得以透過「分層式客戶盡職調查」
（Tiered CDD）之方式，對於風險
閾值越低之產品服務或支付行為，逐層簡化或靈活其虛實身份之整合、辨識、驗證與持續交
易監控等監理要求；並搭配「交易與帳戶金額限制」
，透過分級開戶之方式，分層限制客戶可
開設賬戶數量、交易金額、交易類型、賬戶總餘額、交易頻率或地理範圍等，以漸進式調降
其風險閾值。See Louise Malady et al., supra note 248, at 86~89

341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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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監管建議。而根據第 15 項建議釋義342與《指引》之指示343：
1.

各國應將「虛擬資產」
（VA）視為財產、收益、資金、資產、資金或其他資
產、或其他相應價值者，以便適用 FATF 之建議書。而「虛擬資產」通常是
指能以數位形式交易或轉移，用以作為支付或投資目的之數位形式資產；且
其不包括已被 FATF 其他建議規範之數位形式法定貨幣、證券或金融資產。

2.

各國應明確定義與劃定「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
（VASP）之範圍，係指任何
不在 FATF 其他建議規範之自然人或法人，代表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實施以下
一項或幾項活動或操作：
（1） 虛擬資產和法定貨幣之間的交換；

政 治 大
（3） 虛擬資產的轉移，即代表自然人或法人進行交易，將虛擬資產從一個
立
（2） 一種或多種形式的虛擬資產間的交換；

‧ 國

學

虛擬資產地址或賬戶轉移到另一個虛擬資產地址或賬戶；
（4） 對虛擬資產或虛擬資產控制工具的保管或管理；（冷熱錢包業者）

‧

（5） 參與或協助虛擬資產發行人提供發行與出售等相關之其他金融服務。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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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之定義範圍，即包括虛擬通貨交易商、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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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r

io

商、錢包提供商、ATM 商、首次代幣發行或平台發行服務之提供商等業者。

i
Un

v

各國對於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之相關「監管措施」
，除了要求 VASPs 在其轄

Ch

engchi

區內或至少在其設立地需獲得相關之「許可」或「登記註冊」外，也應明確
監督該些 VASPs 確實踐行第 10 項及第 16 項建議所提出之「旅行規則」
（Travel rule）344。亦即，針對 1000 美元或 1000 歐元（含）以上之臨時交
易，VASPs 間即必須執行客戶盡職調查。匯出之 VASPs 有義務獲取並持有
該虛擬資產交易「發送人」
（originator）以及「接收人」
（beneficiary）準確（即
經正確性驗證）的相關信息（包括發送人與接收人之真實姓名、虛擬錢包帳

342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192, INR 15.

343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5, at 13~14.

344

「旅行規則」（Travel rule），又稱「轉帳規則」
，係來自於美國《銀行保密法》
（Bank Secrecy
Act, BSA）31 CFR 103.33 (g) 之重要規定，係指通匯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電匯轉賬大於或等於
3000 美元時，必須向收款方機構傳遞或提供可證明轉賬雙方之相關訊息；金融犯罪執法網絡
（FinCEN）亦要求必要時每個機構都應提供轉賬具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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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地址，以及發送人之實際地址、身份證號、出生日期、客戶編號等詳細資
訊）
；並應立即將該些訊息可靠地傳遞給接收之 VASPs 或金融機構，使匯出
與接收之 VASPs 皆得以充分共享客戶資訊，並可根據主管部門之要求提供
或主動彙報相關訊息；從而確保監管者或 VASPs 間得以持續識別可疑交易、
監視訊息可用性以及即時採取凍結資產與禁止交易。
另外，該《指引》與其《紅旗警示指標》（Red Flag Indicators）345也進一步
闡釋，監管者如何在諸多不同的「虛擬資產活動」及「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間，
透過風險基礎方法之運用，充分進行風險評估與相關監管考量：
1.

例如，對於虛擬資產活動與 VASPs 之「風險評估」
，即建議各國監管者除了
應考量特定客戶風險與地理風險等傳統因素外，也得以進一步考量如 VASPs

政 治 大

提供之交易類型（法幣或幣幣交易）、VASPs 提供交易之虛擬資產種類（是

立

否提供「匿名幣」交易）
、經營型態（中心化或去中心化交易所）
、業務模型

‧ 國

學

（是否存管客戶私鑰）、是否提供混幣器或轉幣器之服務、虛擬資產支付渠
道或系統之性質與範圍（開環式或閉環式）、虛擬資產交易是否暴露於網路

‧

匿名器中、VASPs 帳戶與服務範圍（是否具餘額限制或提供跨境交易）346，

y

Nat

客戶資金與財富來源、客戶交易模式（是否不尋常）、交易頻率與交易規模

er

io

又例如，針對虛擬資產活動與 VASPs 之「監管措施」
，也建議得以依據客戶

al

n

2.

sit

（金額與頻率是否具合理之業務解釋）等虛擬資產活動之特有指標因素347。

Ch

i
Un

v

級別或各業務活動之風險概況（如交易活動之性質、數量與目的，或所存資

engchi

金之來源等）設計適當級別之 CDD 程序，對於風險閾值較低之客群，VASP
和其他責任實體得以採取簡化 CDD 措施，對於風險較高者則應設法獲取更
多資訊，並應定期檢查與揭露其風險閾值分級之定義標準與參數，以保持風
險水平之適當性；另外，針對第 16 項建議旅行規則之技術規範或實行方式
則應保持技術中立性，以避免拘泥於特定訊息交換安全技術348。

345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Virtual Assets Red Flag Indicators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at 3~5 （Sept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zXWqk（last
visited: 2021.12.25）.

346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5, at 12~13, 36~37.

347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345, at 5~19.

348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215, at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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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針對以上建議之監管措施與要求，直觀而言，「旅行規則」之要求無
異於苛加 VASPs 業者需設計出一套複雜之訊息傳遞技術解決方案，且該方案也
需同時確保客戶數據收集與傳輸之安全性與可靠性，著實為業者或各國監管者帶
來繁重之成本與人力負擔。另外，2020 年七月 FATF 於《指引》公布後，歷經兩
輪對於全球各司法轄區之虛擬資產監管與進展審查，以及依照 G20 集團要求對
於「穩定幣」為深入之探討， FATF 也提出「旅行規則」實際運用上仍然存在諸
多的問題與考量，例如：
1.

日出問題（Sunrise Issue）
：目前雖有部分司法轄區已開始嚴密施行「旅行規
則」之相關監管；惟多數司法轄區仍未有效執行第 16 項建議，或在執行上
仍面臨重重之困難，特別是該些區域持續欠缺開發整體且具拓展性之技術解

政 治 大

決方案，即嚴重推遲旅行規則之執行，而該情形無異於再度擴大國際間監管

立

之明暗落差與套利空間349。

系統互通性問題（Interoperability of Systems）
：亦即針對「旅行規則」目前

‧ 國

學

2.

雖有部分業者已競相開發出各式訊息傳遞之技術解決方案，以解決數據共享、

‧

儲存與安全之問題；惟在該些技術解決方案之競賽上，倘若其彼此間欠缺系
統互通性，特別是因各國或各業者對於隱私數據保護與網絡安全要求不同所

y

Nat

er

io

私人或非托管錢包點對點交易問題（Peer-to-Peer Transactions via Private /

al

n

3.

sit

造成的系統差異化，未來即可能造成 VASPs 系統間產生碎片化問題350。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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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Non-Custodial Wallets）：亦即虛擬資產的點對點交易若是發生在非 VASPs

engchi

託管之私人匿名錢包下，其交易即不存在 VASPs 或金融機構之廣泛參與，
匿名點對點交易自然即不明確受制於《FATF 標準》之反洗錢義務351，從而
導致未來虛擬資產洗錢活動，可能廣泛活絡於非托管錢包之點對點交易上。
4.

穩定幣問題（So-Called Stablecoins）：亦即穩定幣雖同作為第 15 項建議之
「虛擬資產」，而應受旅行規則之規制，惟伴隨著穩定幣本身具有匿名性
（Anonymity）
、遍及全球性（Global reach）
、快速流動分層（Layering）以及

349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12-Month Review of the Revised FATF Standards on
Virtual Assets and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at 12,17~18（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4RAlpY（last visited: 2021.12.25）.

350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349, at 17.

351

See Id.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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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規模採用（Potential for mass-adoption）等特性，穩定幣（特別是全球
性穩定幣）在非托管錢包點對點交易中、未受監管之司法轄區內，抑或是在
去中心化之治理架構下，即容易產生更為大量洗錢與資恐之殘餘風險352。
是以，應對上述未決問題，在新興虛擬通貨支付之洗錢與資恐防制上，監管
者除了需考量如何在既有之洗錢與資恐防制法規中，明確且中立性地安排「虛擬
資產」及「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之定義與相關規制外，對於如何有效評估相關
風險參數與數據，並針對相異 VASPs 設計出對等之監管措施、如何確保「旅行
規則」之實施，並且不造成業者過度之監管負擔、如何在「旅行規則」之治理架
構或標準設計上與國際所提倡之技術治理標準保持一致，以及如何應對非托管錢
包點對點交易、去中心化金融或全球性穩定幣所帶來之也新興風險等問題，均成

政 治 大

為監管者未來需持續追蹤與衡酌之難題。

立

第六項 支付互通性與市場競爭面向

‧ 國

學

第一款

支付互通性問題

‧

所謂「互通性」或「互操性」（Interoperability），係指不同的資訊技術系統

y

Nat

或組織機構間能夠相互流通資訊、共同協作、共享數據而不受限制之能力。而互

sit

通性應用在支付領域中（Payment Interoperability），即可打破過往支付服務、支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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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機構或支付系統個別建置之獨立閉環系統（Closed-Loop），使支付機構或支付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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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系統間得以相互連通與操作，從而為使用者帶來更加便捷、無縫、多元與普惠之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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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生態系統，並且促進支付機構間之良性競爭與經濟效應353。反之，若支付服
務或系統缺乏互通性，除了帶給使用者不協調與相互隔閡之支付體驗外，也將造
成支付市場之獨佔、金融包容性之喪失，甚或是非銀行支付發展之停滯。因此，
支付互通性作為現今各國或科技巨頭積極發展之重要戰略，自然亦成為非銀行支
付監理上不可忽視之議題354。

352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FATF Report to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on So-called Stablecoins, at 7~8, 17~19.（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LnvQV（last visited: 2021.12.25）.

353

William Cook, CGAP Blog, Interoperability and Customer Value（November. 2017）,
https://www.cgap.org/blog/interoperability-and-customer-value（last visited: 2021.12.25）
；See
also Louise Malady et al., supra note 248, at 96~97.

354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
（CPMI）, supra note 256, at 34. ; See also CPMI , supra note 252, at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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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支付互通性之實踐上，有鑒於現下支付機構間（包含銀行與非銀行支付
機構）激烈之市場競爭、技術與資源之稀缺性，以及既有之國際電文交換、國際
發卡組織、國家支付清算系統等基礎設施，僅連接或把持於銀行與大型非銀行支
付機構之情形下，基於經濟利益與既得利益之考量，通常即難以期待該些巨頭願
意與其他新興或中小型非銀行支付機構，達成系統與服務之連通共享。
因此，支付互通性通常即有賴於監管部門之參與及規劃，透過監管部門間通
盤衡量業者需求、市場導向、營運成本、經濟誘因、業務風險等多方因素後，方
能為支付互通性提供足夠的動力與明確之路徑。例如：政府為促使多數之支付機
構均得以在電子貨幣中心平台（E-money Hub）、實時結清算平台或其他新型零
售支付平台上，達成所謂「客戶帳戶間互通」（Account to Account, A2A）355，監

政 治 大
亦應提供非銀行支付業者具有誘因之「定價與商業模式（模型）」，並要求業者
立
管者除了需要求該平台本身應設置穩固之「連接」及「結清算」等基礎設施外，

應遵循相關之「共通技術標準」及「運營與治理規則」356。

‧ 國

學

然而，對於監管者而言，在支付互通性推行與安排之實際過程中，最大的問

‧

題仍是在於其應如何拿捏引導支付互通性之時機、方式（強制或鼓勵）、力度、

y

Nat

進程以及相關激勵措施。申言之，透過法規強制要求互通性並非總是有幫助的，

sit

在監管部門未能有效考量當下之市場導向與階段、未確實衡量技術上之可行性與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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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或未能與利害關係者間達成充分之溝通時，過早或過度實施之互通性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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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其僅僅成為窒礙難行之規則，而不再是具有市場價值與激勵效果之業務決策，最

Ch

engchi

終亦將造成業者不必要之法遵與營運成本，甚至阻礙業務創新與破壞市場競爭。
是以，對於支付互通性之催化與監管，如何在探索最佳市場模式與技術運用之過
程中，促成各方利害關係者與各監管部門間（包含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門、電
信監管部門）良善之協作與對話，即成為監管者未來所需面臨之考量357。

355

See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 （ GSMA ） , The Many Paths to Mobile Money
Interoperability: Selecting the Right Technical Model for Your Market, at 9（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8GxGRo（last visited: 2021.12.25）.

356

Se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ITU-T）,
Focus Group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FG-DFS）, Payment System Oversight and Interoperability,
Focus Group Technical Report, at 22~30（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X6KVN3
（last visited: 2021.12.25）.

357

臧正運，同註 20，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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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市場競爭問題

在公平且有序之市場競爭機制中，各金融機構為搶佔市場之份額與先機，而
積極投身於金融創新及金融服務提升之情形下，除了為廣大消費者帶來更低價、
更普惠、更具品質之金融服務外，亦將進一步遏止因市場過度集中，而可能帶來
大到不能倒的系統性風險問題358。因此，「市場競爭」作為傳統金融發展與支付
效率之關鍵359，自然也成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中不容忽視之議題。
而關於非銀行支付之市場競爭問題，主要即顯現在網路支付複雜的「雙邊/多
邊市場」（Two Sided Market）與「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特性下360，
大型或老牌非銀行支付機構透過「市場結構性」、「優勢企業戰略」及「法規限
制」等市場障礙所造成之無序競爭。以下分別說明之：
1.

政 治 大

「市場結構性」，係指因支付市場之既有或特殊結構，導致新進入者難以挑

立

戰現有銀行或大型非銀行支付機構，例如：在傳統銀行全盤掌握國家支付基

學

‧ 國

礎設施（如實時或高速清算系統）之連接渠道時，或大型支付機構壟斷電信
移動網路之基礎服務及消費者之數據來源時，即可能因高固定成本、網路效

‧

應或勝者全拿等特色，形成規模與範圍經濟，並大幅提高其他新興或小型非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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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企業戰略」，係指支付市場中老牌或具有優勢之支付機構為限制或排

io

2.

Nat

銀行支付機構之「進入市場競爭」361。

n

除「市場內競爭」
，所刻意採取之反競爭行為，例如：老牌業者間就支付手續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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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費用或電信網路服務達成聯合與濫用之行為，擴大新進者所需面臨之沈沒成

engchi

本與市場傾斜（tipping）情形；抑或優勢先驅之業者透過數據驅動之「回饋
迴路」
（data feedback loops）與「網路效應」，增強消費者在搜尋引擎、網路

358

See Matthew Soursourian & Ariadne Plaitakis, Fair Play: Ensuring Competition in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CGAP Working Paper, at 3~4.（Nov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nzGAvd
（last visited: 2021.12.25）.

359

See John Armour et al., supra note 190, at 60; See also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38~39.

360

所謂「雙邊/多邊市場」或「雙邊/多邊平台」
，係指具兩個以上不同客群之經濟平台或市場，
在市場機制與間接網路效應之運作下，該兩個客群間之行為與利益即可能產生相互之影響與
「雞蛋互生」之依存關係。例如：傳統信用卡或電子支付市場即為典型之雙邊市場，存在持
卡人（支付方）與特約商家（收款方）之兩大客群。由於在雙邊市場之架構下，所為之任何反
競爭行為皆會取得更大之外溢效果，因此也容易造成更為嚴重與複雜之市場競爭問題。關於
支付雙邊市場之競爭探討，詳細請參閱：陳志民，支付系統競爭議題及規範架構之建立，公
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 期，頁 1~40。

361

陳志民，同註 360，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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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與網路社交平台上之觸擊率，培養其根深蒂固之消費習慣與偏見，或對
於消費者採取掠奪性、歧視性定價與捆綁銷售（如預安裝特定支付應用程式）
等市場封鎖（market foreclosure）策略，從而形成顯著之市場壁壘。
3.

「法規限制」，則係指既有法規設立過高之市場進入與許可要求，或是對於
銀行與非銀行支付機構間採取過度之差別待遇，即可能構成市場競爭之障礙。
例如：銀行或大型支付機構進行「監管俘虜」
（Regulatory Capture），透過向
立法者遊說與利誘之方式，使其建立或維持高准入標準之法規障礙362。
因此，為了有效消弭上述市場競爭障礙與大型支付機構數據壟斷等情形，在

「法規設計」之角度上，監管者即應透過「風險基礎」方法，合理放寬非銀行支
付機構之市場進入許可（如最低資本額要求）與其他監管要求，以降低法規限制

政 治 大

所帶來之競爭障礙；或要求支付機構需確實揭露服務之基本內容與費用，以避免

立

價格不透明所帶來之競爭問題。在「政策制定」之角度上，監管者則可透過「支

‧ 國

學

付互通性」與「開放銀行」等模式，促使銀行與非銀行支付機構間皆可公平地連
結與共享國家實時清算系統、共通支付平台及消費者數據等市場公用資源363，從

‧

而降低機構間無法介接基礎設施或取得消費者數據之競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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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前揭對於支付互通性之監理考量所述，在市場競爭之監管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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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上，對於監管者而言，關鍵也在於其應如何掌握市場干預時機、方式、力道
及進程。特別是考量到在現今數位驅動之時代下，監管者已難以根據既有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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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或競爭法框架，來加以定義相關市場、衡量市場力量、建立損害理論或確定

engchi

濫用之類型時364，對於支付市場競爭之監管與賦形，除了有待未來市場實際之發
展與觀察外，更有賴於各監管部門間（包含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電信監管、消
費者保護與市場競爭等監管部門）配合銀行、非銀行支付機構，以及電信網路服
務商等多方利害關係者之通力合作，方能形塑出全面且普惠之競爭管制框架。

362

See Matthew Soursourian & Ariadne Plaitakis, supra note 358, at 7.

363

然如：應限制非銀行支付機構濫用其所掌握之電信移動網路設施、應避免銀行及銀行公會力
量刻意排除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中央支付基礎設施之使用。See Id, at 11~13.

364

陳志民，同註 360，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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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項 小結：非銀行支付監理面向之統整
最後，總結以上各個非銀行支付監理面向之介紹，本文統整該些監理面向與
議題彼此間之關聯如下圖 3-7 所示：
一、使用者資金保護面向
「使用者資金保護」作為支付核心功能之一環，亦是大眾對於非銀行支付體
系或非銀行支付機構之「信任基礎」。是以，在銀行之審慎監管體系外，如何穩
健且可靠地為客戶提供支付核心功能之供給以及相同之資金保護水平，即成為非
銀行支付監理之關鍵，也為聯通其他周邊監理面向之核心所在。其中關於「客戶
資金保管」、「資金利用與投資」、「資金回贖與補償」及「資金利息歸屬」等
細部問題，即成為監管者在資金保護之監理設計上最應關注之議題。
二、消費者權益保障面向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消費者權益保障」係指除了資金保護外，任何關乎消費者其他權益保障之
事項，由於其皆也有可能涉及消費者資金或財產上之減損，而直接影響大眾對於

‧

非銀行支付之信任基礎。是以，圍繞著「使用者資金保護」之監理核心，關於「消
費者知情權與詐欺預防」、「支付錯誤與損失責任分配」及「紛爭解決機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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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與數據安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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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權益保障議題，也成為監管者在監理設計上所需關注之面向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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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數據」作為現代非銀行支付業務之重要渠道與資源，其安全性

engchi

已然成為非銀行支付體系與機構穩健運營之關鍵；其安全或隱私議題也將涉及客
戶資金與權益之保障，甚而嚴重影響大眾之信任基礎。是以，圍繞著「使用者資
金保護」與「消費者權益保障」等面向，關於「網路安全」與「數據隱私安全」
等監理議題，也漸漸成為監管者在監理設計上所應關注之重點。
四、洗錢與資恐防制面向
「洗錢與資恐」雖並不直接構成非銀行支付客戶資金或權益之危害；然而，
作為市場廉潔與完整性之侵蝕者，若非銀行支付市場中充斥著犯罪與不法行為，
也可能間接損害消費者之權益，從而嚴重影響大眾對於非銀行支付之信任基礎。
是以，圍繞上述面向，無論是「傳統非銀行支付之洗錢與資恐防制」或「新興虛
擬通貨之錢與資恐防制」，也皆為監管者在監理設計上所應關注之重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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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互通性與市場競爭面向
「支付互通性」與「市場競爭」之問題，雖也不直接或立即構成客戶資金或
權益之危害；然而，長久以來支付互通性欠缺或市場壟斷獨佔，除了可能損及消
費者享受普惠與多元支付之權利，造成支付效率與環境落後外；也將大幅拉升系
統性風險發生之機率，從而損及大眾對於非銀行支付之信任基礎。是以，圍繞其
他監理議題，「支付互通性與市場競爭」也成為監理設計上所應著重之面向。
六、市場准入與退出議題
以上監理議題皆是著重在非銀行支付體系或機構之「事中監管」；然而，在
現代監理架構與有限監理資源下，最為效率之方式仍為建立相當程度之市場准入

政 治 大

門檻與退出機制，直接於事前排除不適格之支付機構，再行以事中監管，並於事
後淘汰不合規之弱質機構，從而維護市場與監理資源之有效配置，鞏固大眾對於

立

市場之信任基礎。是以，「市場准入」與「市場退出」作為事前與事後監管措施，

‧ 國

學

即為監理者在監理設計上首應考量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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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非銀行支付監理面向統整圖（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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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各個監理面向之介紹與統整，若單獨以觀，可以得知各別監理面向
皆有其著重發展之監理面向與問題，且在非銀行支付差異化之監理本質與監理原
則下，各別監理面向也存在著相異的「風險管控」與「監管考量」。
然而，若綜合以觀，卻可發現，各別監理面向也存在著環環相扣與相互影響
之高度牽連關係。例如：「使用者資金保護」作為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核心，是連
結所有監理面向之中樞，對於其他監理議題或監理面向之失效，往往即容易直接
或間接影響使用者資金保護監理之有效性。又例如：針對「市場准入門檻」之監
理設計，也容易連帶影響「市場競爭」之監理有效性，過於嚴苛之准入門檻，將
導致市場經營者過少，進而產生市場進入壁壘與壟斷獨佔之現象；反之，過於寬
鬆之准入門檻設計，則可能導致市場之無序競爭。再例如：「支付互通性」之匱

政 治 大

乏，在使用者或金流資訊共享之層面上，往往也影響未來非銀行支付洗錢與資恐

立

防制之效率性。

‧ 國

學

因此，在非銀行支付差異化監管本質與各式監管面向相互連動下，針對「非
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形塑，即有賴於多方利害關係人、多項監理目標、多重監

‧

理面向或議題之通盤考量，而不可能僅偏重於單一當事人、單一目標、單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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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定議題，其可謂極其複雜且牽涉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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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本文以為，在正式進入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梳理與探討前，實
有必要先觀察與借鑑國際間各司法轄區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透過各司法轄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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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經驗之參考及監理路徑之比較，歸納出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法制應有之基本思

engchi

考架構或「分析框架」後，方能在我國既存之發展背景與複雜監理脈絡下進行完
整的檢討與釐清365，並建立符合我國本土特性之非銀行支付「監理框架」366。故
在下一章節，本文將接續探討目前非銀行支付監理較為先進之司法轄區法制，詳
盡剖析其等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設計。

365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9.

366

See Id. at 11~12；詳細請見本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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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比較與分析框架
綜合前兩章之探討，劃定本文對於非銀行支付所欲探討之「監理範圍」、所
欲消弭之「金融風險」、所欲採用之「監理原則」、所欲規範之「監理面向」後；
本章將以此些範圍、風險、原則與面向為基調，接續探討國際間對於非銀行支付
之監理脈絡與法制現況，並藉此歸納出形塑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基本脈絡與內涵。
而詳觀目前國際間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理，又以美國、歐盟、新加坡、
日本等司法轄區所採行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最為成熟或先進；且遍觀我國多數
論文，也多是以上述司法管轄區域之支付監理法制作為比較法上之研究對象367。
因此，該些監理法制似乎均可作為本文比較法上之參考客體。

政 治 大
之雙層體系（dual-system）所共同交織而成，而非以單一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規
立

然有鑒於美國在非銀行支付之監管上，主要是由「聯邦法規」與「州法規」

‧ 國

學

加以統一規制，此即導致其支付法制先天上即容易淪為破碎化之監管。例如：美
國聯邦法規對於非銀行支付之各個監理面向，即是由相異之監理法規與機關所職

‧

掌，從而呈現「多頭」之監管模式；且各州自行訂定之《資金傳輸法》或「虛擬
通貨法律」也存在諸多監管歧異與齟齬368。因此，在聯邦與各州法規之監管破碎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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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下，美國法制自難作為本文形塑完整且統一支付監理框架之主要研究對象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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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本文僅選擇以「歐盟」、「新加坡」與「日本」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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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為比較法上之研究對象，並於本章前三節依序探討其監理法制之設計與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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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最後於第四節，透過上述三個司法轄區監理法制之綜合比較與評析，歸納出
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基本「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

367

黃亞森，新興科技發展對支付系統法制之影響及未來發展—以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為
例，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輪文，2018 年 7 月；朱瑞翔，重省我國匯兌機構之監理
架構—以系統性風險控管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輪文，2020 年 6 月。

368

See Kevin V. Tu, Regulating the New Cashless World, 2013-06 UNM School of Law Research Paper,
at 129~130（2013）,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2139/ssrn.2235937; See also Benjamin Lo, Fatal
Fragments: The Effect of Money Transmission Regulation on Payments Innovation, 18 Yale J.L. &
Tech, at 131~134（2017）,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Ld5nQ3; See also Carol R. Goforth, The Case
for Preempting State Money Transmission Laws for Crypto-Based Businesses, 73(2)Arkansas Law
Review, at 326~328（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vgzOZl（last visited: 2021.12.25）.

369

然而，應強調者是，本文是以形塑「完整且統一」支付監理法制之角度，認為美國法制較不
適合作為本文建構非銀行支付監理框架之主要研究對象；然此不代表本文認為美國在非銀行
支付之監管上是相對落後，反而美國作為 PayPal、Apple pay、Amazon 等國際大型非銀行支
付企業之發源地，足可顯見其非銀行支付法制已十分成熟。詳見：朱瑞翔，同註 367，頁 1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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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歐盟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歐盟非銀行支付法制作為近年來國際上較為全面且前瞻之支付監理框架370，
無論是對於各個支付監理議題之全面考量，或是對於支付服務與支付機構之監理
設計，皆為歐盟支付服務體系或支付產業迎來持續性發展與創新突破371，從而值
得我國所觀察與借鑑。
而歐盟針對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框架，主要是由《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II, PSD2）及《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Electronic
Money Directive II, EMD2），搭配其他周邊監理法規（如 AMLD、 GDPR），所
共同建構372，故以下將先分別探討「PSD2」與「EMD2」各自之監理設計，最後
再歸納其等與《信貸機構指令》所共同建構之「三軌監理框架」。

政 治 大
第一項 《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
立

‧ 國

學

關於第一版《支付服務指令》（PSD）之催生與其他諸多歐盟法律之革新相
同，其起點皆是源自於歐盟「單一內部市場」之建設373。在 2002 年歐元正式發

‧

行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為實踐「單一歐元支付區」（Single Euro Payments Area, SEPA）計畫，遂於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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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ichał Polasik et al., The impact of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2 on the PayTech sector
development in Europe, 178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at 397~398（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Mk4R4n（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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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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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針對「零售支付體系」之監理法規尚包含：《跨境支付規則》（Cross-Border Payments
Regulation）、《交換費規則》（Interchange Fee Regulation）、
《資金移轉規則》
（Funds Transfer
Regulation）
、《支付帳戶指令》（Payment Accounts Directive）等族繁不及備載之規範；然而，
針對「非銀行支付機構」之監理大部分是由 PSD2 與 EMD2 所構成，故本文主要探討該二者，
僅在相關部分簡要提及其他規範之內容。See John Casanova & Max Savoie, Navigating the EU
regulatory landscape for payments, 13(3) Journal of Payments Strategy & Systems, at 242~25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l5gvQv（last visited: 2021.12.25）.
另外，應說明者是，針對虛擬通貨作為「支付工具」之監管，目前歐盟仍缺乏統一之指令或
規則加以規範，而是留待於各成員國之內國法律所自行形塑，導致各成員國監理上即存在相
當程度之差異性，難以一概論述，故針對歐盟虛擬通貨之支付監管於本文尚不加以探討。雖
然歐盟委員會在 2020 年 9 月已提出一項全新的「加密資產市場規則」（Markets in CryptoAssets, MiCA）草案，預計作為未來 2024 年後歐盟加密資產市場之統一監管框架；然而，考
量到 MiCA 草案目前仍有待歐盟理事會審議與立法，其草案內容與整體框架仍存在巨大變動
空間，故本文也不深入探究之。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Markets in Crypto-assets,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Sept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MdmWNX（last visited: 2021.12.25）.

373

See Jane K. Winn, Reengineering European Payment Law,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
at 2（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412457（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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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式頒布《支付服務指令》（PSD）374。希冀藉由該單一指令遵循，協調各成
員國間對於「零售支付」法規與技術之統一規範，以消弭歐盟跨境支付之交易成
本與法律障礙；並透過「公法與私法之結合規範」（publicly-and privately-made
rules）有效提升支付交易各方權利義務之明確性、消費者權益保護、客戶資金保
護、非銀行支付機構准入、支付互通性以及支付市場之公平競爭性375。
而後，延續 PSD 之立法精神，在 2015 年歐盟委員會更透過《第二號支付服
務指令》（PSD2）之修訂，改善原先 PSD 諸多缺陷與模糊之處376。其中較為重
要者是，PSD2 除了擴張規範及於諸多新興支付服務外，對於「受監管支付服務
範圍」也提供更為明確之劃定與排除規範（Title I）377；對於非銀行支付之「機構
准入規範」與「客戶資金保障」，也提供更為差異化之監理設計（Title II）；並

政 治 大
市場公平競爭等其他監理面向，也提供更為全面之監理規範（Title III~V）
立

且對於洗錢資恐防制、支付透明度、消費者權利義務、支付安全技術要求、支付
378

。故

以下即依序探討現行 PSD2 中關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支付機構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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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理設計；以及「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框架。
PSD2 對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

‧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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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PSD2 除了明確將「單腳交易」（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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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 transactions）納入規範，大幅擴張跨境支付之監管地理範圍外379；也延續 PSD

n

之規範架構，不再採用過往零碎之監管方法（即透過個別法律規範不同支付工具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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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反而採取更具野心之方式，來廣泛規範各種創新支付工具或服務380。

engchi

374

Directive 2007/64/EC; See Agnieszka Janczuk, Evolution of EU Retail Payments Law, 21/2015
Tilburg Law School Research, at 10~14（2015）,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2694426（last
visited: 2021.12.25）; 蔡宗霖，同註 94，頁 53~54。

375

Recital (5) of Directive 2007/64/EC; See Id. at 14~15.

376

Recital (4)~(6)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PSD2 亦延續 PSD「主題式」
（Titles）規範架構。

377

See Peggy Valcke et al., The Evolution of Third Party Payment Providers and Cryptocurrencies Under
the EU's Upcoming PSD2 and AMLD4, 2015-001 SWIF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at 13（2015）,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2665973（last visited: 2021.12.25）.

378

See Adebola Adeyemi, A New Phase of Payments in Europe: the Impact of PSD2 on the Payments
Industry, at 6~11（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375530（last visited: 2021.12.25）.

379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2.; 亦即在跨國支付交易中，不論是否使用歐元交易，只要單一
支付服務商位於歐盟境內，且提供之部分支付交易服務係於歐盟境內完成（carried out in the
Union）
，也將受到 PSD2 之規範。參見：黎家興，歐盟支付服務原則修正案與非歐盟電子商務
公司的挑戰，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 10 期，頁 214~215，2018 年 10 月。

380

See Agnieszka Janczuk, supra note 374,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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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言之，PSD2 是透過廣泛與技術中立之法律定義，來涵蓋市場上提供各類型「支
付服務」之「支付機構」；再藉由明確的「法定排除清單」及「法定豁免實體」
合理限縮其規制範圍。
因此，非銀行支付機構或其提供之服務是否落入 PSD2 之監管範疇，關鍵即
在於其是否符合「支付機構」與各類型「支付服務」之定義規範；是否符合「法
定排除清單」之各項列舉規定；抑或符合「法定豁免機構」之價值與業務限制。
第一目

PSD2「支付機構」定義

首先，PSD2 第 1 條第 1 段規定即闡明：各成員國應將所有「支付服務提供
者」（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PSP）劃分為「信貸機構」（Credit Institution）、
「電子貨幣機構」（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郵政轉帳機構」（Post Office

政 治 大

Giro Institution）、「支付機構」（Payment Institution）、「歐盟或各國央行」及

立

「各國政府機關」等六種類別381，該六類均屬 PSD2 所規範之機構實體。

‧ 國

學

然而，在上述 PSP 中僅有「支付機構」，係屬於 PSD 與 PSD2 所創設之全
新機構類別，蓋無論是銀行等「信貸機構」、「電子貨幣機構」或「郵政機構」

‧

作為支付服務提供者，其均已設有更為嚴密之監理規範加以規制該些機構之准入、

sit

y

Nat

財務與運營狀況382。因此，為避免其他提供支付服務之「非存款或非電子貨幣機

io

er

構」存在市場准入障礙與監理套利383，PSD 與 PSD2 即透過「支付機構」之專章
規範（Title II），為此些非銀行機構設置相應之「准入規範」與「審慎監管」384。

al

n

iv
n
C
而 PSD2 第 4 條對於「支付機構」之定義，則係指根據第
11 條獲得「授權
hengchi U
385

許可」，得以在整個歐盟內提供「支付服務」（Payment Service）之法人

。是

以，非銀行機構是否構成 PSD2「支付機構」之定義，除了在於是否需獲得許可
牌照外，也端視其所提供之產品服務是否符合下述「支付服務」之定義。

381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1.

382

例如：銀行等信貸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原本即受《信貸機構指令》
（Credit Institutions Directive,
2013/36 / EU）規範；電子貨幣機構提供儲值支付服務原本即受《電子貨幣指令》（EMD,
2009/110/EC）規範；郵政機構提供轉帳服務即受各國郵政法規規範。Recital (8) of Directive
2007/64/EC.; Recital (24)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See Benjamin Geva, Payment Transactions
under the E.U.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 An Outsider’s View, 54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at 217（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7olyg9（last visited: 2021.12.25）.

383

Recital (10) of Directive 2007/64/EC.; Recital (26)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384

Recital (11) of Directive 2007/64/EC.; Recital (34)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385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 Ar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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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PSD2「支付服務」類型與定義

依據 PSD2 第 4 條對於「支付服務」（Payment Service）之定義，係指本法
附錄一所列舉之任何商業活動；而 PSD2 附錄一即列舉以下八種支付服務類型，
包含：（1）現金放置於支付帳戶之服務；（2）現金自支付帳戶提出之服務；（3）
在支付帳戶中移轉資金以執行支付交易之服務；（4）依據授信額度執行支付交
易之服務；（5）發行支付工具及（或）支付交易收單服務；（6）匯款服務；（7）
支付啟動服務；以及（8）帳戶資訊服務386。又觀察上述附錄一所列舉之「支付服
務」類型，可以發現，前六項支付服務與傳統銀行支付業務（如開戶、轉帳、發
卡、收單、匯款等），均具有高度類似甚或重疊之關係；最末兩項則為 PSD2 針
對新興支付服務所特別新增之類別，其與傳統銀行支付業務則存在較大之區別。

政 治 大
行支付機構得以為使用者提供之所有電子化「資金服務」，包含：為使用者開設
立

詳言之，第一類至第六類支付服務之「廣泛與技術中立定義」，即涵蓋非銀

‧ 國

學

「支付帳戶」（Payment Account）、執行「支付交易」（Payment Transaction）、
發行「支付工具」（Payment Instrument）、提供「支付交易收單」（Acquiring of

‧

Payment Transaction），或提供「匯款」（Money Remittance）等資金服務類型。
其中「支付帳戶」即泛指任何用以執行支付交易之使用者個人帳戶，諸如銀

y

Nat

sit

行存款帳戶、電子貨幣帳戶、信用帳戶等387；「支付交易」則泛指由付款人、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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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之代理或收款人所發起的任何「放置、移轉或提取資金之行為」，不論付款

i
Un

v

人與收款人間有何內部權利義務關係（underlying obligations），例如：入帳移

Ch

engchi

轉、扣款轉帳、信用移轉等行為均屬之388；「支付工具」則泛指任何用以發起支
付交易指示之個性化設備或應用程序，如卡片式工具、行動裝置應用程序等389；
「支付交易收單」則泛指任何 PSP 與收款人締約，由 PSP 接受與處理支付交易，
協助收款人收取資金移轉之服務，如傳統商戶收單或新興第三方商戶收單等390；

386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4), Art. (3), Annex I.；黎家興，同註 379，頁 125。

387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12); FCA, supra note 387, Q16.

388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5);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 FCA Handbook, PERG
15, Q19, https://www.handbook.fca.org.uk/handbook/PERG/15/?view=chapter （ last visited:
2021.12.25） .

389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14); FCA, supra note 387, Q20.

390

「支付交易收單」廣泛與中性之定義可以捕獲各種新興之收單商業模式，包含「主要商戶」
（master merchants）或「支付促進商」
（payment facilitators）為收款人所提供之代收服務；然
而，尚不包含單純支付網關或數據儲存等技術之提供。Recital (10)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44); FCA, supra note 387, 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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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則泛指任何收受付款人之資金，未以付款人或收款人之名義創建任何支
付帳戶，僅在於將相應之款項移轉至收款人或代理收款人的 PSP，或僅在於代理
收款人收取相應之款項，諸如移工或家庭匯款等資金服務391。
至於 PSD2 所新增之第七類及第八類支付服務，即在於使「支付服務」之概
念或監管不再僅限於傳統擁有「客戶資金」之 PSP，而係廣泛包含擁有用戶「支
付帳戶資訊」之 PSP392。蓋過往 PSD 僅關注於上述六項擁有「客戶資金」之傳統
支付服務，對於諸多僅透過客戶「支付帳戶資訊」協助客戶完善零售支付交易之
新興「第三方服務提供商」（Third Party Provider, TPPs），則忽略應有之監理393。
因此，為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與促進市場競爭性，PSD2 即創設「支付啟動」
（Payment Initiation Service）與「帳戶資訊」（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s）兩

政 治 大

項全新支付服務類別，以監管此些「未經手客戶資金」之新興 TPPs。

立

其中，第七類「支付啟動服務」（PIS）即泛指任何可以訪問使用者在其他

‧ 國

學

PSP 所開設之支付帳戶，以根據使用者之要求，使該其他 PSP 所開設之支付帳
戶發出支付交易之指示。典型模式如：透過軟件或應用程序在商家網站和付款人

‧

之支付帳戶 PSP 平台（如網路銀行）間建立「軟件橋樑」（software bridge），以

y

Nat

便於使用者在商家網站或支付啟動服務提供商（PISP）之應用程式介面（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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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連結其支付帳戶平台以啟動網路支付（如；Apple Pay 模式）394。
第八類「帳戶資訊服務」（AIS）則泛指任何可以訪問使用者在其他 PSP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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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之支付帳戶數據，以提供使用者一個或多個支付帳戶合併資訊之線上服務。典

engchi

型模式如：使用者可以在帳戶資訊服務提供商（AISP）之應用程式介面中，查看
來自不同銀行之所有帳戶資訊，從而進行財務管理、價格比較與預算控制395。

391

Recital (9)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4(22); FCA, supra note 387,
Q22.; See also Maria Chiara Malaguti, The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Pitfalls between the Acquis
Communautaire and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9 ECRI Research Report, at 8~9（200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2001388（last visited: 2021.12.25）.

392

See Gabriella Gimigliano, Mobilizing Payment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A Legal
Analysis, in BITCOIN AND MOBILE PAYMENTS. Palgrave Studi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Technology, at
84~85（2016）.

393

See Andrejus Solovjovas,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a bette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mobile
payments, University of Oslo Faculty of Law, at 20~21（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duo.uio.no/handle/10852/44887（last visited: 2021.12.25）.

394

Recital (27)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See Peggy Valcke et al., supra note 377, at 16~18.

395

Recital (28)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See Id.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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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PSD2 法定排除清單

然而，為有效限縮上述定義所廣泛涵蓋之監理範圍，避免造成不必要監管抑
制或重疊規範，PSD2 第 3 條也列舉多達十五款「法定排除事項」（Exclusions），
將部分風險較低或已受嚴密監理之支付活動，明確排除於 PSD2 之監理範圍外。
例如：實體現金交易、鈔幣實體運輸、非營利或慈善活動之現金收付、現金換匯、
紙質票據之支付交易、證券結算系統之支付交易、證券資產服務之支付交易、母
子公司間之支付交易、ATM 提現服務等396。
而在此些排除事項中，針對第 3 條（b）款「商業代理人」從事之支付交易、
（j）款「技術服務提供者」提供之技術服務、（k）款「有限用途之特定支付工
具」，以及（l）款「電子通訊網絡或服務提供者」從事之支付交易等四款排除規

政 治 大
新與修正之排除事項，除了影響現下眾多非銀行機構之經營模式外，其對於「監
立
定，本文認為應值得再探究其內涵。蓋此四款規定作為本次 PSD2 修法所著重更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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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範圍」之重省與控制，也展現出更為細緻之監管設計。
一、 商業代理人

‧

首先，「商業代理人」（Commercial Agent）係指經由授權僅（only）代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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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或受款人其中一方，為磋商或締結商品或服務之銷售與購買，從而在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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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款人間進行支付交易者397。在 PSD2 之立法序言中立法者即強調：有鑒於此
前 PSD 對於「商業代理人排除」之模糊規範，以及各成員國間對於「電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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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歧異398。本次修法即在於使「商業代理人」之排除規範，明確限縮在「僅」

engchi

於代表付款人或受款人其中一方；且在商品或服務交易中具有磋商與締結之權利
時方有適用。對於過往同時「代表買賣雙方」且「無實際磋商餘地」之電商平台
或機構，將無法再適用本排除規定，除非該機構未於任何時點擁有客戶資金399。

396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 謝孟珊，電子支付業務管制範疇之比較法研究，月旦法學雜
誌，第 263 期，頁 162~163，2017 年。

397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b).

398

由於原先 PSD 對於「商業代理人」之豁免規範，並未限於「僅」
（only）代表付款人或受款人
之其中一方，造成諸多成員國間對於「代表買賣雙方」之電商平台是否適用本條款產生諸多
分歧。Recital (11)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399

立法者強調當電商平台「代表買賣雙方」從事資金移轉時，即可能增加客戶資金之風險。蓋
付款者（買方）將款項移轉給電商平台所管理之帳戶時，買賣雙方間之債務仍未完成結算，
電商平台仍須根據與收款人之協議將款項移轉予收款人。因此，在電商平台將保管之款項移
轉予收款人前，對於買賣雙方即存在資金風險。Recital (11)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FCA,
supra note 387, Q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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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PSD2 實行後，諸如 eBay、Amazon、Airbnb、Uber 等線上平台業
者，若其提供之支付服務易是代表收款者（賣方或商戶）收取款項，並同時代表
付款者（買方）將款項移轉給收款者，即不符合「商業代理人」之排除規範。從
而，該些電商平台機構目前也紛紛申請「支付機構」牌照400；或委託其他具備牌
照之業者（如 PayPal）為其經手客戶資金401，以繼續提供買賣雙方支付服務。
二、 技術服務提供者
「技術服務提供者」（Technical Service Providers）係指提供支付服務提供商
（PSP）相關技術服務者，該技術服務應無需其隨時擁有客戶資金，包含數據儲
存與處理、信任與隱私保護、資料與身分認證、資訊科技（IT）與通訊網絡提供，
或提供與維護用於支付服務之終端設備；但不包括支付啟動服務（PIS）與帳戶資

政 治 大

訊服務（AIS）402。而本次 PSD2 之修法重點即在於將 PIS 及 AIS 兩項「支付服

立

務」移除於該排除規定外，使 PIS 及 AIS 與一般支付技術服務有所區隔。蓋誠如

‧ 國

學

前述，PIS 與 AIS 縱使同樣作為「未經手客戶資金」之技術服務，其仍然亦存在
著消費者數據保護或市場競爭之監管必要。

‧

因此，在 PSD2 實行後，「技術服務提供者」之排除範圍也有所限縮，對於

y

Nat

支付帳戶數據之儲存與處理服務若是直接向消費者提供，即不再適用本排除規定；

io

sit

反之，若數據服務非直接面向消費者，或僅是作為 PIS 與 AIS 之技術外包提供

n

al

er

商，則仍有本排除規定之適用403。從而，諸如 Apple Pay 等透過 HCE 技術儲存消

i
Un

v

費者卡片數據以提供行動支付服務之業者，即不在本排除規定之範圍內404。

Ch

三、 有限用途之特定支付工具

engchi

「有限用途之特定支付工具」（specific payment instruments that can be used
only in a limited way），亦即「有限網絡排除」（Limited Network Exclusion），
係指支付工具符合：（i）根據持有人與發行人之直接商業協議，僅允許持有人在
發行人之許可場所內，或在服務提供者之有限網絡內獲取商品或服務者；或（ii）
400

Compact, Roderik Jongbloed, Who is Entering the European Payments Landscape?,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j5OL7m（last visited: 2021.12.25）.

401

Global Banking & Finance, Brook Kennedy, PSD2: the real regulatory impact on marketplaces
offering payment services,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zz4yge（last visited: 2021.12.25）.

402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j).

403

FCA, supra note 387, Q25A, Q39.

404

See Andrejus Solovjovas, supra note 393, at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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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用於獲取範圍非常有限之商品或服務者；抑或（iii）僅在單一成員國有效，
依據公部門或公用事業之要求，基於特定社會與稅收目的，由具有商業協議之供
應商處購買特定商品或服務者405。
在 PSD2 之立法序言中立法者即強調，有鑒於此前 PSD 對於「有限網絡排
除」之規範過於模糊，導致許多交易量與交易價值可觀之機構，或已提供千百種
商品或服務之機構也得以涵蓋於此排除規範中，從而造成消費者資金風險提高與
法律保護真空406。因此，本次 PSD2 之修法重點即在於為「有限網絡排除」提供
更為精確與限縮之適用。雖然 PSD2 中仍未對於「有限網絡」提供實質性定義，
然在立法序言中立法者也闡明：「有限網絡」應限定「特定」（specific）零售商
或特定零售鏈中客戶是透過單一商業協議（單一支付品牌）獲取商品或服務者；

政 治 大
商店卡、加油卡、會員卡、公車卡或餐券等功能性非常封閉之支付工具
立

或獲取之商品或服務是在「非常有限範圍」（very limited range）者。例如：特定
407

。

‧ 國

學

另外，參考 2021 年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
公告之「關於 PSD2 下的有限網絡排除指南草案」，也進一步為上述「有限網絡

‧

排除」，提供更為明確且統一之界定標準408。其中較重要者是，該指南草案指出：

sit

y

Nat

（1） 在評估服務提供商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限於非常有限範圍時，成員

io

er

國主管機關應衡量各商品或服務間，是否符合「功能性關連」
（functionally
connected）之要件。而目前 EBA 是透過衡量服務提供商所提供之「主要商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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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品或服務」
（leading good or service）與「關連商品或服務」
（connected good

engchi

or service）之關連性，來加以界定其是否符合「功能性關連」要件。例如：
餐飲類產品通常即與交通類產品缺乏功能性關連，因此若服務提供商同時
提供此二類之商品或服務時，即可能不該當「非常有限」之定義。
（2） 在評估特定支付工具的使用，是否僅限於有限的服務提供商網絡時，各成
員國主管機關應衡量：(a) 支付工具的發行方與在有限網絡內運營的每個

405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ｋ).

406

Recital (13)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407

Recital (14)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FCA, supra note 387, Q40.

408

目前該草案仍處於公眾諮詢之階段 See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EBA）, Draft Guidelines
on the limited network exclusion under PSD2（July. 2021）, https://reurl.cc/oxLvVM（last visited:
2021.12.25）.
131
DOI:10.6814/NCCU202200131

商品和服務提供商之間，是否簽訂了接受支付交易之直接合同協議；(b) 預
計在該有限網絡內運營的商品和服務提供商的「最大數量」 (c) 預計用於
提供商品和服務的「特定地理區域」409；(d) 服務提供商以共同品牌提供
商品和服務時，該共同品牌是否給予支付工具使用者有限網絡之「視覺表
現」（visual manifestation）。
（3） 除上述關鍵指標外，各成員國主管機關應根據提供服務之具體商業模式，
以及各自成員國市場的規模與特殊性，衡量下述「附加指標」（additional
indicators ）：(a) 預計每年使用支付工具進行的支付交易的數量和價值；
(b) 預計貸記到支付工具的最高金額；(c) 支付工具的預期最大用戶數；(d)
目標客戶的類別；(e) 消費者可能面臨的風險；(f) 網絡的管理是否集中。

政 治 大

（4） 各成員國主管機關也應考慮到，特定支付工具應可用於獲取實體與數位形

立

式之商品及服務，且有限的服務提供商網絡應可以「僅由實體店」
、
「僅由

‧ 國

學

線上商店」或「實體和線上商店」之組合構成，從而主管機關不應對於「支
付工具」或「提供商網絡」之虛實應用或商業模式選擇為過度之限制。

‧

最後，對於已適用「有限網絡排除」之機構，若隨著其服務範圍之增長而交

sit

y

Nat

易量與交易價值大幅提高，或已漸漸成為通用工具時，PSD2 也課予該些排除機

io

er

構相應之「通知義務」；並同時賦予各成員國監管者得以「重新審視」其是否繼
續適用該排除規定之裁量權限。依據 PSD2 第 37 條規定：「各成員國應要求從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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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事第 3 條（k）款（i）與（ii）之服務提供者，若其 12 個月內之支付交易總價值

engchi

超過 100 萬歐元時，即應通知主管機關，並具體載明其所提供之服務內容以及該
當之豁免項目」；並且「根據該通知，主管機關有義務依據第 3 條第（k）款所
列標準，審查該活動是否仍符合有限網絡要件，並告知服務提供者」410。
四、 電子通訊網絡或服務提供者
「電子通訊網絡或服務提供者」（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Or
Service Providers），係指提供網路、廣播、電視、手機等通訊與數位服務之電信

409

例如：一個包含不同商店的購物中心、屬於同一集團的不同提供者、在同一特許經營體系下
工作的不同供應商、具有當地商品和服務生產商的特定區域，或在當地城鎮商會註冊的城鎮
內商店等「地理區域」因素，即得以作為作為各成員國主管機關衡量之適例。See Id. at 10~13.

410

Recital (20)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Directive (EU) 2015/236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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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PSD2 對於該些業者因提供通訊與數位服務（例如：影音、遊戲、應用程
式等）所從事之支付交易（例如：電信帳單代收代付），也劃歸為本法之排除事
項。蓋此些服務作為「價值較低」之附加價值服務（add value），通常即不存在
強烈監管必要，且為促進數位產業發展，立法者也不應給予過多監管負擔411。
然而，在 PSD2 立法序言中立法者也強調：有鑒於此前 PSD 對於「電子通訊
排除」之規範過於模糊，導致成員國間產生諸多適用上之歧異；甚至諸多價值較
高之支付仲介服務，也得以透過本款獲得不合理之排除412。因此，本次 PSD2 修
法也在於為「電子通訊排除」提供更精確之「類型限縮」與「價值限制」。對於
排除類型，PSD2 規定僅適用於：（i）購買「數位內容」或「語音服務」而計入
相關帳單者；及（ii）透過電子設備執行之慈善捐贈或購票（如娛樂、停車等入

政 治 大
額不超過 50 歐元；且單一訂閱戶每個月累計支付交易金額不超過 300 歐元者
立

場券）而計入相關帳單者。對於支付價值，PSD2 規定則限於：單筆支付交易金
413

PSD2 法定豁免機構

‧ 國

學

第四目

。

除了以上「法定排除清單」所列舉之特定活動與實體，得以直接排除於支付

‧

監管之範疇外；依循「相異業務，相異風險，相異監管」之監理設計，PSD2 對

sit

y

Nat

於經手客戶金流量較低之「小額支付機構」（Small Payment Institution），以及未

io

er

經手客戶資金之「帳戶資訊服務提供商」
，也提供以下「法定豁免」
（Exemption）
，
使該些客戶資金風險較低之機構，得以免除絕大部分之許可規範與監理要求。

n

al

一、 小額支付機構豁免

Ch

eng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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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PSD2 第 32 條規定：「成員國或主管機關就本法附件一第一類至第六
類支付服務之提供者，若符合以下要件，得以豁免適用除了第 14、15、22、24、
25 與 26 條以外，其他（Title II）Sections 1、2 與 3 之所有或部分規範414：（a）
其執行支付交易之年月均總額，不超過各成員國設定之限制（然而，該總值設定
無論如何不得超過 300 萬歐元）；並且（b）其管理與執業之人員未有洗錢、資

411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ｋ); Recital (15)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See Andrejus
Solovjovas, supra note 393, at 15.

412

Recital of (15)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 FCA, supra note 387, Q25A, Q41A.

413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ｋ); Recital (16)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414

（Title II）Sections 1、2 與 3 規範支付機構准入許可、財務與業務等監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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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與其他金融犯罪之有罪紀錄」415。
因此，符合「小額支付機構」者僅需依據 PSD2 向各成員國主管機關，以及
向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為「登記註冊」（Register），尚無須踐行「授權許
可」之相關程序與要求，例如：授權資格審查、初始資本額、自有資金、客戶資
金保障等要求416。然而，應注意者是，在享受低密度監理之同時，相對的，小額
支付機構得經營之業務「範圍」與「內容」也有所限制，例如 PSD2 第 32 條即規
定，其不具有第 11 條第 9 段跨成員國執業之權利（Passporting），且各成員國也
得指定其業務內容，僅限於第 18 條所列之部分活動項目417；此外，當服務提供
者不再符合小額支付機構之要件時，亦負有即時通知與補取授權許可之義務，且
對於《反洗錢指令》（AMLD）之規範義務小額支付機構也仍有適用418。
二、 帳戶資訊服務提供商豁免

立

政 治 大

依據 PSD2 第 33 條規定：「僅提供本法附件一第 8 類支付服務之自然人或

‧ 國

學

法人，應豁免其適用除了第 5 條第 1 段（a）、（b）、（e）至（h）、（j）、（l）、
（n）、（p）與（q）等款、第 5 條第 3 項、第 14 條及第 15 條以外，其他（Title

‧

II）Sections 1 與 2 之規範；應適用除了第 23 條第 3 段以外，其他 Section 3 之規

sit

y

Nat

範」；並且「前項所指之人應作為支付機構，並豁免其適用除了第 41、45、52、

io

er

67、69 與 95 至 98 條以外，其他 Titles III 與 Titles IV 之規範」419。

al

iv
n
C
420
表客戶之支付帳戶發起支付交易，PSD2
。
U
h e n g也為其提供更適切之審慎監管設計
i
h
c
n

因此，考量到「帳戶資訊服務提供商」（AISP）並未實際經手客戶資金或代

首先，AISP 僅需作為「登記註冊」之主體，遵從第 5 條之部分申請文件要求，並
為其服務提供專業賠償保險或其他類似保證，尚無需踐行「授權許可」之相關程
序與要求，也依然享有跨成員國執業之權利（Art. 33(1)）；再者，AISP 業者對於

Titles III（支付服務條件與資訊透明）以及 Titles IV（支付服務之權利義務規範）
之多數規範也無需適用，其僅需適用部分訊息揭露與數據保護規範（Art. 33(2)）
。

415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2(1).

416

Id. Art. 5~11.

417

Id. Art. 32(3), (4).

418

Id. Art. 32(5), (6).

419

Id. Art. 33(1), (2).

420

Recital of (48)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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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PSD2 對於「市場准入機制」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理設計

透過以上「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可得而知，提供支付服務之非銀
行機構若不符合「法定排除清單」或「法定豁免機構」之規定，即需遵從 PSD2
Title II 關於「支付機構」之准入與監管規範。其中 Title II 對於「支付機構准入」
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管設計，即分別展現在第 5 條至第 18 條「授權資格審
查」、「初始資本要求」、「自有資金要求」、「資金保障要求」及「業務行為
要求」等規範。而其規範目的皆在於真實考量「業務與風險」之關係，以透過有
別於銀行與電子貨幣機構之「差異化監管設計」，保障客戶資金之安全421。
第一目

授權資格審查

政 治 大

依據 PSD2 第 5 條規定，為獲得「支付機構」牌照者，應提交其申請書予各
成員國之主管機關，並同時檢附如：支付服務類型說明、商業計劃書、初始資本

立

證明、客戶資金措施說明、治理與內控機制說明（包含行政、風控與會計等）、

‧ 國

學

消費者權益與數據保障措施說明、業務連續計畫、洗錢資恐內控機制說明、負責
人之適格證明…等重要文件422。而對於此些文件之要求，其目的即在於使主管機

‧

關得以確保支付機構之健全與審慎管理。蓋 PSD2 第 11 條第 4 段規定即已強調：

y

Nat

主管機關唯有了解申請者之商業模式複雜性、規模與風險內涵；並且完整評估申

io

sit

請者所提供之內部安排及內控機制，是否與其所生之風險相稱後，方得以授予申

er

請者「支付機構」牌照423。

al

n

iv
n
C
此外，PSD2 雖不規範「支付機構」限於「專業經營」者；然而，第
11 條第
hengchi U
5 段規定也強調：「若支付機構提供本法附件一第 1 類至第 7 類所指之任何支付
服務，並且同時兼營其他商業活動者，主管機關有鑒於此些非支付服務活動可能
損及支付機構之財務狀況，或損及主管機關監視支付機構遵從本法規範之能力時，
得以要求其設立『獨立實體』（Separate Entity），以提供支付服務業務」。而
究其目的即在於使主管機關得以透過「獨立實體」方式，使支付機構實體產生「結
構分離」（Structural Separation）之效果，從而避免非銀行支付機構因經營其他信
貸或投資活動，而損及其作為支付機構應有之財務健全與客戶資金保障能力424。
421

Recital (11) of Directive 2007/64/EC.; Recital (34)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422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5(1).

423

Id. Art. 11(4).

424

Id. Art. 11(5); See Dan Awrey & Kristin van Zwieten, supra note 17, at 1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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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初始資本要求

依據 PSD2 第 7 條規定，各成員國應要求支付機構在授權時符合以下「初始
資本額要求」（Initial Capital Requirement）：（a）若支付機構僅提供本法附件一
第 6 類之支付服務，其資本在任何時點均不得少於 2 萬歐元；（b）若支付機構
僅提供本法附件一第 7 類之支付服務，其資本在任何時點均不得少於 5 萬歐元；
（c）若支付機構提供本法附件一第 1 類至第 5 類之支付服務，其資本在任何時
點均不得少於 12 萬 5 千歐元425。
據此，得以發現，PSD2 是以「支付服務」類型作為其「初始資本額要求」
之級距劃分，從而展現出「階層式監管設計」（Tiered Approach）。亦即：（1）
針對未經手客戶資金也未代表客戶發起支付交易之「AISP」，即不存在初始資本

政 治 大
要求。（2）針對經手客戶資金但不涉及支付帳戶開設之「匯款服務」提供者，由
立
額之要求；針對經手客戶資金較低之「小額支付機構」，也不存在初始資本額之

‧ 國

學

於風險較為輕度，僅須具備 2 萬歐元之初始資本額。（3）針對未經手客戶資金
但代表客戶發起支付交易之「PISP」，由於其具有「中度風險」，即須具備 5 萬

‧

歐元之初始資本額；（4）針對經手客戶資金且涉及支付帳戶開設之其他「支付服
務」提供者，由於其風險較高，即需具備 12 萬 5 千歐元之初始資本額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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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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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n

依據 PSD2 第 8 條規定，支付機構之「自有資金」（Own funds），亦即「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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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資本額」（Ongoing Capital），不得低於第 7 條所述之初始資金，或根據第

engchi

9 條計算之自有資金要求（以較高者為準）；並且若支付機構有兼營其他機構（信
貸機構或電子貨幣機構）或其他非支付服務者，也不得再將滿足其他業務或機構
之資金要求者，重複用以滿足本法之資金要求（prevent the multiple use）427。
又依據第 9 條規定，除了本法附件一第 7 類與第 8 類之支付服務（即 PISP
與 AISP）外，提供其他 6 類支付服務之支付機構，均應隨時滿足各成員國主管
機關根據以下三種計算方法任何一種所訂之自有資金要求428：

425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7.

426

PSD2 立法序言將 AISP 視為在初始資金方面具有「中度風險」者，可知其對於初始資金之劃
分係依循高、中、低、無之等級為金額相應之要求。Recital (34)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427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8.

428

Id. Art.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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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 A：係以「固定經常性費用」
（Fixed Overhead）為計算。支付機構之
自有資金應至少維持在其前一年度固定經常性費用之 10％。若支付機構之經營
在計算日尚未滿一年，則應要求其自有資金需達到其業務計劃中所預計固定經常
費用之 10％；又若支付機構之業務發生重大變化，主管機管也得以調整該要求。
（2） 方法 B：係以前一年度「月均經手資金額」
（Payment Volume, PV）之一定
級距比例為加總計算後，再乘以特定之「換算係數」（Scaling Factor）。若 PV 在
500 萬歐元以下者以 4％計之；若 PV 在 500 萬以上未滿 1000 萬歐元者以 2.5％
計之；若 PV 在 1000 萬以上未滿 1 億歐元者以 1％計之；若 PV 在 1 億以上未滿
2.5 億歐元者以 0.5％計之；若 PV 在 2.5 億歐元以上者以 0.25％計之。
（3） 方法 C：係以前一會計年度之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所收取之費用以及其

政 治 大

他營運收入等「相關指標」
（relevant indicator）之總額（若無前一年度資料，得採

立

預估值）依照一定級距比例為加總計算後，再乘以特定之「換算係數」（Scaling

‧ 國

學

Factor）
。若相關指標總額未超過 250 萬歐元者以 10％計之；若相關指標總額在
250 萬以上未滿 500 萬歐元者以 8％計之；若相關指標總額在 500 萬以上未滿

‧

2500 萬歐元者以 6％計之；若相關指標總額在 2500 萬以上未滿 5000 萬歐元者以
3％計之；若相關指標總額在 5000 萬歐元以上者以 1.5％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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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方法 B 與方法 C 所涉及之「換算係數」將取決於各支付機構所從事之
「支付服務」類型：
（a）對於僅從事附件一第 6 類匯款服務者，其特定換算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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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5」；（b）對於從事附件一第 1 類至第 5 類支付服務者，其特定換算係數為

engchi

「1」429。此外，各成員主管機關尚得以根據其對於支付機構之風險管理程序、風
險損失數據以及內控制機制之評估，就前述之計算金額為正負 20%之調整430。
據此，得以發現，PSD2 對於「自有資金要求」展現出「動態式監管設計」
（Dynamic Approach）。首先，其是以支付機構所生之「成本費用」、「經手客戶
金流量」及「盈餘收入」作為計算基礎，動態式反映相異「機構規模」可能產生
之不同風險程度；再者，其以「支付服務」類型作為「換算係數」之劃分，也動
態式反映相異「業務類型」可能產生之不同風險程度；最後，更賦予主管機關得
根據風險評估再為動態式調整之權限。

429

Id. Art. 9(2).

430

Id. Art.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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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資金保障要求

依據 PSD2 第 10 條規定，各成員國主管機關應要求提供本法附件一第 1 類
至第 6 類支付服務之支付機構，必須透過以下兩種方式之任何一種，保護其自支
付服務使用者收到之所有資金：（a）支付機構在任何時點，均不得將使用者資金
與其他自然人或法人之資金混合，對於收取之款項在第二個工作日結束後仍未移
轉者，均應將其應存放於信貸機構之專用獨立帳戶（Separate Account）中，或將
其投資於各成員國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低風險與流動性佳資產；且支付機構應依照
各成員國之法律以使用者之利益為其資金提供隔離（Insulation），避免支付機構
破產時遭受機構其他債務人之追索；（b）支付機構應使客戶資金受到保險公司
或信貸機構（與該支付機構非屬同一集團）提供之「保險」或「其他等值擔保」

政 治 大
又依據 PSD2 第 5 條第 2 段及第 3 段規定，對於本法附件一第 7 類及第 8 類
立

之全額保障，以便於在支付機構無法履行其財務責任時進行賠付431。

‧ 國

學

支付服務之提供者（即 PISP 與 AISP），作為授權許可與登記註冊之條件，其應
持有一份「專業賠償保險」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或「其他等值擔保」

‧

（Other Comparable Guarantee），以涵蓋其支付服務對於使用者可能產生之所有
損失責任。而對於「專業賠償保險」與「其他等值擔保」之最低金額設置，PSD2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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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第 4 段則授權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得以在與各方利害關係人進行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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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後，通盤考量 PISP 與 AISP 之企業風險、服務類型與業務規模（如發起支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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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價值、帳戶資訊服務客戶數量）頒布相關指南，以供業者遵循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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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PSD2 針對「資金保障要求」（Safeguarding Requirements）也呈現出
差異化監理設計。首先，其是依據「支付服務類型」為劃分，對於未經手客戶資
金之 PISP 與 AISP，即無需適用「資金保障要求」之審慎規範，僅需透過「專業
保險」與「等值擔保」控管其支付服務可能間接損及客戶資金之風險；對於經手
客戶資金之支付機構，則要求應儘速為客戶資金執行移轉，若未能於第二個工作
日結束（D + 1）前完成結清算者，應將所有客戶資金進行「資金帳戶分離」或「流
動性投資」，並踐行「資金圈護」避免客戶資金遭受其他債權人追索，以確保充
足之償付性。再者，PSD2 也提供「多樣性」資金保障手段，使業者得以根據其
經營模式，另行選擇透過「保險」或「其他等值擔保」提供客戶資金充足之保障。
431

Id. Art. 10.

432

Id. Art. 5(2), (3), (4); Recital (35)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黎家興，同註 379，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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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目

業務行為要求

依據 PSD2 第 18 條規定：「（1）支付機構除提供支付服務外，尚得以從事
以下活動：（a）與支付業務密切相關之輔助服務，例如確保執行支付交易、外匯
服務、資訊保管活動、數據存儲與處理；（b）支付系統營運；（c）其他成員國
同意之支付服務外業務活動」；「（2）從事支付服務提供之支付機構僅得以持有
專門用於支付交易之支付帳戶」；「（3）支付機構基於提供支付服務所收取之任
何客戶資金，均不得構成《信貸機構指令》指涉之『保證金或其他應償還款項』
或 EMD2 所指涉之『電子貨幣』」；「（4）支付機構僅有滿足以下條件方可授
予與支付服務有關之『信用』：（a）授予信用應係專門附屬於支付交易；（b）
授予信用應於不超過 12 個月內償還；（c）授予信用不得源於執行支付交易所收

治
政
大
相應要求」；「（5）支付機構不得從事『保證金或其他應償還款項』業務」；且
立
「（6）支付機構應符合歐盟《消費者信貸指令》（Consumer Credit Directive,
取之客戶資金；（d）授予信用總額與支付機構自有資金應隨時滿足主管機關之

‧ 國

學

Directive 2008/48/EC）或各成員國關於消費者信貸之相關法規」433。

‧

據此，得以發現，藉由本條「業務行為」規範亦將反映出 PSD2 差異化之
業務風險管控，蓋本法雖容許支付機構經營其他商業行為，而不多加妨礙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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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或支付產業之多角化發展（例如：零售、電信）；然而，本法亦明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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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控管支付機構之核心業務與風險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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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經營「收受存款」或「發行電子貨幣」等資金風險較高之業務，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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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較為特別者是，對於「信用授予」等消費者信貸業務之經營 PSD2 則
非全然禁止，而是在適當監管條件（客戶資金風險與信用風險有效控管）下給予
支付機構發展「信用支付」服務之空間。亦即針對「支付交易」所衍生之「信用
支付」（包含信用卡支付或無卡信用支付），若其信用授予係屬短期（不超過 12
個月）；其信用授予也是以支付機構在資本市場上籌集之自有資金提供授信，而
非源於客戶資金（亦即信貸業務不影響客戶資金）；且其授信額度與機構自有資
金也滿足主管機關之相應要求；也不應違反「消費者信貸」相關法規434，則容許
支付機構提供使用者「信用支付」服務。

433

Id. Art. 18(1)~(6).

434

由此可見，歐盟對於「信用卡」等涉及授信之支付服務，除了須適用 PSD2 之「支付監理」
規範外，也應適用《消費者信貸指令》對於「消費者信貸監理」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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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PSD2 對於「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

除了「支付機構准入」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管設計外，PSD2 也為非銀
行支付機構提供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特別是 Title II、III 與 IV 對於「洗錢與資
恐防制」、「支付條件與資訊透明度」、「消費者權利義務」、「支付安全與技
術要求」、「作業安全」及「支付市場公平競爭」之相關規定。而針對此些監理
面向之規範，本文僅就重要之部分簡要說明如下：
第一目

洗錢與資恐防制

PSD2 對於「洗錢與資恐防制」之規範，主要也顯見在 Title II 對於「支付機
構」之監管要求上，例如：第 5 條要求支付機構應提供洗錢與資恐防制之內控機

政 治 大
些規範均是圍繞著當時《第四號反洗錢指令》（AMLD 4）所為之相應監管設計
立
。蓋 AMLD 4 第 3 條即規定，本法所規範之「金融機構」，也包含從事 PSD2
制說明、第 20 條要支付機構應踐行適當記錄保持義務（至少 5 年）；然而，該

435

‧ 國

學

附件所列之支付服務者及發行電子貨幣者436。因此，非銀行機構無論是傳統從事
支付交易之服務提供者或新興 TPP 業者，皆為本法規範之義務主體，均須踐行

‧

AMLD 所規範之風險評估、客戶盡職調查與交易通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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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知情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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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PSD2 對於「消費者知情權」之保護，主要顯見在 Titles III「條件透明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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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Transparency and Information Requirement）之規範上。其要求 PSP 在提

engchi

供支付服務時，均應確保其支付服務之「契約框架」（framework contracts）或在
「單筆支付交易」（single payment transactions）中均已向用戶（end user）提供必
要且充分資訊，從而使用戶得以做出明智選擇並維護市場效率437。而較為重要之
規範如：資訊充分揭露之舉證責任由 PSP 承擔（Art. 41）、對於低價值服務者得
以減免部分資訊揭露要求（Art. 42）、單筆支付交易發起前與發起後之必要資訊
揭露（Art. 44~49）、支付契約框架之必要資訊揭露（Art. 52）等438。其中應揭露

435

Id. Art. 5(1)(k), 20.; Directive (EU) 2015/849; 然應注意者係，目前 AMLD 4 也為現行之《第六
號反洗錢指令》
（AMLD 6）
（Directive (EU) 2018/1673）所更新替代。

436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3(2)(a); See Peggy Valcke et al., supra note 377, at 24.

437

Recital (21) of Directive 2007/64/EC.; Recital (54)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438

See Benjamin Geva, supra note 382, at 2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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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資訊如：啟動與撤回支付交易之程序、支付服務之最長執行時間、支付服
務之費用與匯率、保障措施與糾正措施、變更與終止契約方式等439。
第三目

消費者數據自主與數據安全保護

關於消費者「數據自主」與「數據安全」，作為本次 PSD2 之修正重點也分
別散見於 Title II 與 Titles IV 之規範中。此些規範除了有效促成歐盟支付之市場
開放與創新突破外，也成為近來歐盟各國「開放銀行」（Open Banking）政策之
開端440；並且也與歐盟頒布之《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產生諸多之監理
搭配與重疊441。以下分別概述之：
一、 PSD2 消費者「數據自主」規範

政 治 大

針對「數據自主」規範，PSD2 除了賦予消費者對於其支付帳戶與數據擁有

立

「自主權限」外；也課予商業銀行等「信貸機構」或「支付帳戶服務提供者」

‧ 國

學

（Account Servicing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ASPSP）具有將使用者支付帳戶與
數據開放予 TPP 業者「訪問」（Access）之義務。

‧

依據 PSD2 第 36 條規定：「各成員國應確保支付機構得以在客觀、非歧視

Nat

sit

y

與成比例之基礎上『訪問』（Access）信貸機構之支付帳戶服務；且該訪問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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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廣泛，以容許支付機構得以不受阻礙且有效地提供支付服務」442。而 PSD2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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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條及第 67 條也規定，各成員國應保障使用者使用 PIS 與 AIS 之權利，確保

Ch

i
Un

v

ASPSP 在第 64 條使用者之「明確同意」下，於收到 PISP 之支付指令要求或 AISP

engchi

之數據傳輸要求後，除了基於客觀原因外，不得存有任何操作上歧視（尤其在執
行時間、順序或收費方面），不論 ASPSP 與 PISP 或 AISP 是否存在契約關係443。

439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52.

440

See Douglas W. Arner , Dirk A. Zetzsche, Ross P. Buckley & Rolf H. Weber, The Future of DataDriven Finance and RegTech: Lessons from EU Big Bang II, 25(2) Stanford Journal of Law, Business
& Finance, at 264~270 （ 2020 ）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359399 （ last visited:
2021.12.25）.

441

See Dilja Helgadotti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rective 2015/2366 (EU) on Payment Services and
Regulation (EU) 2016/679 o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concerning Third Party Players, 23 Trinity
College Law Review, at 200~201（2020）,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455428（last visited:
2021.12.25）.

442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36.

443

Id. Art. 66(1), (4), (5); Art. 67(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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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上規定更與 GDPR 之部分規則交相呼應，例如：PSD2 第 36 條對於「帳
戶訪問」（Access to Account）之要求，即涉及 GDPR 第 20 條對於使用者個人
「數據攜帶權」（Data Portability）之相關規範與實踐444。
二、 PSD2 消費者「數據安全」規範
關於「數據安全」之規範，PSD2 則分別散見在 Titles IV 對於「數據保護」
（Data Protection）及「監管技術標準」（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 RTS）之
監管要求上。
首先，針對「數據保護」即在於規範 PSP 對於用戶數據訪問與處理之合法
「權限」及「範圍」。依據 PSD2 第 94 條規定：「（1）成員國基於『防止、調

政 治 大
令目的提供他人處理個人數據之任何行為，也皆應遵守數據保護指令或各成員國
立
查與發現支付欺詐之必要』，應允許支付系統與 PSP 處理個人數據。然基於本指

法規。（2）PSP 僅能在用戶『明確同意』（explicit consent）下，訪問、處理與

‧ 國

學

保留其『支付服務所需』之個人數據」。而以上規定也與歐盟 GDPR 之部分規定

‧

交相呼應，例如： PSD2 第 94 條第 2 段即明確揭示應遵循歐盟之數據保護規範；
第 94 條第 1 段與第 2 段限於「防止、調查與發現支付欺詐必要」及「用戶明確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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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所為之數據處理，即涉及 GDPR 第 6 條第 1 段各款之要件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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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針對「監管技術標準」（RTS）即在授權主管機關有效作成 PSP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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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安全措施之技術準則。依據 PSD2 第 98 條第 1 段規定：「歐洲銀行業管理局應

Ch

engchi

與歐洲央行密切合作，在徵詢所有利益關係者之意見，並通盤考量所有涉及之利
益後，針對各式 PSP 制定相應之『監管技術標準』，包含（a）嚴格客戶驗證之
要求；（b）得以豁免適用之標準；（c）個性化安全憑證機密性與完整性之安全
措施要求；及（d）為利於各 PSP 間之識別、認證、通知、報告以及安全措施實
施，所制定通用且安全之『開放通信標準』（open standards of communication）」。
而 PSD2 第 98 條第 2 段與第 3 段更揭示：技術標準之制定除了應以風險基礎為
原則外，也應確保 PSP 間之公平競爭、技術與業務模型之中立性及互通性、容許
開發更普惠與創新之支付方式，並提供明確之豁免裁量標準445。

444

See Douglas W. Arner , Dirk A. Zetzsche, Ross P. Buckley & Rolf H. Weber, supra note 440, at 270.

445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98; See Dilja Helgadottir, supra note 441, at 209~212.
142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四目

消費者其他權益保護

除了以上規範外，PSD2 對於「未授權支付交易」與「紛爭解決機制」之消
費者保護規範也同為本次 PSD2 之修正重點。
首先，針對「未授權支付交易」之損失責任分配，本次 PSD2 更是大幅提升
對於消費者之保護446。依據 PSD2 第 69 條至第 72 條規定，支付服務使用者若發
現其支付工具之丟失、遭竊、盜用或有未經授權之使用時，負有不得遲延之通知
義務；然而，僅有在 PSP 已踐行相關資訊揭露義務時，始有「通知期限」適用；
且對於客戶驗證（第 97 條）與支付交易授權（第 64 條）之執行，以及用戶詐欺
與重大過失之情事，也應由 PSP 負舉證責任447。又依據 PSD2 第 74 條規定，對
於「未經授權支付交易」之損失責任分配，主要依循下表 4-1 所列之標準：
損失責任分配

立

‧ 國

為）。Art. 74(2)(3)

PSP 對於使用者之詐欺與重大過失未盡舉證責任。Art. 72
付款人在支付前無法發現支付工具之丟失、遭竊或盜用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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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無責任

程序，或始終提供適當之通知管道（除非客戶存在詐欺行

‧



PSP 未盡 Title III 之資訊揭露義務、或採行嚴格客戶驗證

學



政 治 大
行為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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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除非客戶存在詐欺行為）；或損失是由 PSP 之僱員、代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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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使用者「通知後」所生之未經授權支付交易（除非客戶存
hengchi U
n

理商、分支機構或其外包廠商之行為所致。Art. 74(1)


在詐欺行為）。Art. 74(3)
50 歐元上限

無限責任



使用者「通知前」所生之未經授權支付交易。Art. 74(3)



使用者因詐欺、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未能屢行第 69 條所規
定之「契約條款遵守」
、
「無延遲通知」與「保護個人安全
憑證」義務。Art. 74(1)

表 4-1：PSD2 對於「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之規範
446

See Reinhard Steennot, Reduced Payer’s Liability for Unauthorized Payment Transactions under The
Second Payment Services Directive (PSD2), 34(4)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at 963~964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Mdo1qW（last visited: 2021.12.25）.

447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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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紛爭解決機制」之設置，PSD2 則規範於 Titles IV Chapter 6。依據
此章第 99 條至第 102 條規定，成員國應確保主管機關設有「投訴程序」，使支
付服務使用者得以就 PSP 涉嫌違反本指令之事項，向主管機關提出投訴；成員國
也應確保 PSP 內部建立與採用適當且有效之「投訴解決程序」，以解決支付服務
使用者之權利義務爭端；且成員國應確保建立適當、獨立、公正、透明且有效之
「替代性紛爭解決程序」（ADR），以解決支付服務使用者之權利義務爭端448。
第五目

作業安全保護

關於「作業安全」之保護，PSD2 主要規範於 Titles IV Chapter 5。依據此章
第 95 條規定，成員國應確保 PSP 建立「安全框架」，該框架應具有適當之緩解
措施與控制機制，以管理其提供支付服務之相關操作與安全風險；且針對該框架

政 治 大

PSP 也應建立並維護有效之事件管理程序，包括對主要操作與安全事件進行檢測

立

與分類。成員國也應確保 PSP 每年均向主管機關提交最新之全面評估，並且授權

‧ 國

學

EBA 酌情制定相關「監管技術標準」。又依據第 96 條規定，PSP 對於「重大操
作與安全事件」也負有通知主管機關之義務，使主管機關得以採取必要之措施，

支付市場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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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第六目

‧

並通知其他歐州央行體系之成員，以即時維護金融支付系統之總體安全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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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支付市場公平競爭」之提升，PSD2 除了提供前述「支付機構准入」

al

n

iv
n
C
h eFees）之監理層面。
System）與「交換費」（Interchange
ngchi U

及「帳戶訪問」之規範外，主要也顯見在「支付系統訪問」（Access to Payment

關於「支付系統訪問」之監理，係在於使非銀行支付機構也得以如傳統銀行
機構般，公平地訪問或使用國家支付系統基礎設施。依據 PSD2 第 35 條第 1 段
規定：「成員國應確保 PSP 訪問支付系統之規則是客觀、非歧視與相稱，其訪問
之限制應不得超出防範特定風險（例如：清算風險、操作風險與業務風險）或保
護支付系統財務與操作穩定性所需之必要範圍。並且支付系統不得對於 PSP 強
加以下之要求：（a）有效參與其他支付系統之限制規定（b）對於不同類型 PSP
所生之差別待遇規定；（c）基於機構類型所生之限制規定」。

448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99~102.; See Andrejus Solovjovas, supra note 393, at 26~28.

449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95, Art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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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殊為可惜者是，第 35 條第 2 段也同時對於得訪問之支付系統給予大
幅之限縮，其規定：「第 1 段規定不適用於：（a）歐盟《最終清算指令》
（Directive
98/26/EC）所指定之支付系統；（b）由數個 PSP 組成之封閉式支付系統」。因
此，在系統性風險考量下，針對《最終清算指令》（SFD）所指定之具有重要性
之支付系統，例如：STEP2、TARGET2 等泛歐跨境支付基礎設施，目前非銀行
支付機構仍無法直接訪問450，其僅得以要求銀行等系統參與者應以客觀且公平之
方式提供「間接訪問」451。
而關於「交換費」（亦即支付卡手續費）之監理，主要是在對於支付工具之
交換手續費提供統一之收費標準，以降低支付市場之異質性，並避免支付工具發
行者藉由過高之交換費（吸引銀行）達成不當競爭或損及消費者利益452。對此，

政 治 大
優先遵循《交換費規則》（Interchange Fee Regulation, IFR）Chapter II 「交換費」
立
PSD2 第 62 條規定即明確揭示，各成員國針對「支付工具」交換費用之收取，應

之規範453。是以，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交換費」之監理，主要仍應依循 IFR 之

‧ 國

學

規定，其中 IFR 第 3 條與第 4 條即規定，PSP 對於「借記卡」與「信用卡」所得
收取之交換費率上限，應分別限定在交易金額的「0.2%」與「0.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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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者是，2021 年後歐盟也陸續提出《數位服務法》（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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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Act, DSA）與《數位市場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 DMA）之草案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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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作為 Google、Apple、Facebook 與 Amazon 等大型科技業者之行為與市場監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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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雖此二部規範並非針對支付服務所為之監管，然而其對於市場公平開放與互

Ch

engchi

通性之規範要求，也將連帶影響歐盟數位支付市場之競爭性。

450

See Jakub Górka, IBANs or IPANs? Creat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Bank and Non-Bank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s, in TRANSFORMING PAYMENT SYSTEMS IN E UROPE, at 199~203（2016）

451

然而，在 2020 年歐盟委員會所提出之「零售支付戰略」中也前調，未來委員會將考慮在適當
監管與緩解風險之前提下，將《最終清算指令》
（SFD）之範圍擴展至電子貨幣與支付機構等
非銀行實體。See European Commission, Retail Payments Strategy for the EU, at 22~23（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2gOkdr（last visited: 2021.12.25）.

452

See Andrejus Solovjovas, supra note 393, at 28~31.

453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62; Recital (66) of Directive (EU) 2015/2366.

454

Regulation (EU) 2015/751, Art. 3, Art 4;

455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https://reurl.cc/Q3rl50 ;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https://reurl.cc/avObeG（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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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
關於第一版《電子貨幣指令》（EMD）之催生，目的即在於為「電子貨幣機
構」（EMI）引入單獨之准入與審慎監管制度，使非銀行機構等不提供存款或信
貸業務之實體也得以經營電子貨幣業務。蓋電子貨幣在歐洲發展初期（1990 年
代），歐盟委員會與各國央行有鑒於其作為「儲值」支付業務與「存款」業務具
有高度相似性，也存在審慎監管必要，從而均偏向將電子貨幣發行限定為「信貸
機構」專屬業務456。然而，隨著監管思維變化，在歐盟委員會漸漸釐清「存款」
與「電子貨幣發行」之業務本質及風險區別後，也體認到應有必要在《信貸指令》
之外，引入不同級別之審慎監管制度，賦予全新之「非信貸機構」實體也得以經
營電子貨幣發行業務，以促進電子貨幣市場之創新與競爭457。遂此，在 2000 年

政 治 大

歐盟委員會正式頒布 EMD，為歐盟儲值支付產業帶來全新監管框架。

立

而後，延續 EMD 之立法精神與架構，在 2009 年歐盟委員會更透過《電子貨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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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指令》
（EMD2）之修訂，改善原先 EMD 諸多缺陷之處，並且配合 2007 年 PSD
之規範架構。其中較為重要之修訂者是，EMD2 除了對於「電子貨幣」賦予更具

‧

技術中立之定義外，對於「受監管範圍」也提供更為明確之劃定與排除規範（Title
I）；對於電子貨幣機構之「機構准入」及「客戶資金保障」也提供更為差異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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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設計（Title II~Title III）458。故以下即分別探討 EMD2 中關於「受監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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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劃定；以及「機構准入」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理設計。
第一款

Ch

EMD2 對於「受監管範圍」之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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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述 PSD2 之監管框架，EMD2 對於「受監管範圍」之劃定，亦是先透
過廣泛與技術中立之定義，來涵蓋市場上發行「電子貨幣」之「電子貨幣機構」；
再透過明確之「法定排除清單」與「法定豁免規定」合理地限縮其規制範圍。以
下分別說明之：

456

See Jean J. Luyat, A Tale of Regulation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Characterizing the
Business of Stored-Value Cards as a Financial Activity Impact Its Development, 18(3)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at 539~540（200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5qNnd6.

457

See MD Tuba, The Regulation of 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s in The SADC Region: Some Lessons
from the EU, 17(6) Potchefstroom Electronic Law Journal, at 2281~2283（2017）,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2gOdEn（last visited: 2021.12.25）

458

See Ruth Halpin & Roksana Moore,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Regulation – the Electronic
Money Directive: A Better Deal for E-Money Issuers?, 25(6)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at
565~566（200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qoO39（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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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EMD2「電子貨幣機構」與「電子貨幣」之定義

首先，EMD2 第 1 條規定即已闡明，成員國對於允許之「電子貨幣發行人」
（electronic money issuer）應分為「信貸機構」、「電子貨幣」、「郵政轉帳機
構」、「歐盟或各國央行」及「各國政府機關」等五種機構類別。然而，在該五
種「電子貨幣發行人」中，僅有「電子貨幣機構」是作為本法 Title II「准入與審
慎規範」所適用之實體。蓋本法第 2 條規定也明示：「所謂『電子貨幣機構』係
指根據本法 Title II 獲得授權，發行電子貨幣之法人」459。因此，儲值服務提供
者是否構成本法「電子貨幣機構」，除了應排除信貸與郵政等無需依照本法授權
之機構實體外，也應端視其提供之服務產品是否該當「電子貨幣」之適用要件。
而參照本法第 2 條規定：「所謂『電子貨幣』係指以電子方式（包括磁性）

政 治 大
請求發行者在收受資金後執行支付交易（同
PSD2 之定義）；且該金錢價值也應
立
儲存之金錢價值（monetary value），該金錢價值係在表彰對於發行者之請求，以

‧ 國

學

得以被電子貨幣發行人以外之自然人或法人所接受」460。此定義規範不同於原先
EMD 之規範，除了在於其採用更具「技術中立性」之用語外，也明確化電子貨

‧

幣之適用要件與範疇。其中透過「電子方式（包含磁性）」之用語即廣泛涵蓋各
式近遠端或虛實載具之儲值型支付工具461；透過「在收到資金後」之用語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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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款者與發行者間有效之支付協議或支付框架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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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付型支付工具；透過「被電子貨幣發行人以外之人所接受」之用語，更排除僅

i
Un

v

另外，需注意者是，依據本法第 6 條規定，本次修法也放寬電子貨幣機構之

Ch

engchi

從業範圍，其提供之服務內容並不限於「發行電子貨幣」，尚得以從事 PSD2 附
件一所列舉之支付服務。蓋相較於支付機構，電子貨幣機構所適用之審慎監理規
範皆較為嚴格，且主管機關對於電子貨幣機構之准入審查本法也是準用 PSD2 之
授權審查規範463。因此，在更為嚴謹之風險控管下，電子貨幣機構應得以從事風
險更為低階之其他支付服務；然而，對於收受存款與其他非用以支付交易之應償
還資金，由於其涉及之風險更為高階，電子貨幣機構則不得從事464。

459
460
461
462

Directive 2009/110 / EC, Art. 1(1)(2), Art. 2(1).
Directive 2009/110 / EC, Art. 2(2).
Recital (8) of Directive 2009/110 / EC.
See MD Tuba, supra note 457, at 2272~2273.

463

Directive 2009/110 / EC, Art. 3(1); Recital (9) of Directive 2009/110 / EC.

464

Directive 2009/110 / EC, Art. 6; See Ruth Halpin & Roksana Moore, supra note 458, at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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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EMD2 法定排除清單

又為有效限縮上述定義所廣泛涵蓋之監理範圍，避免造成不必要監管抑制，
EMD2 在第 1 條除了將部分已受嚴格監管之實體排除於本法准入與審慎監管範
疇外，對於 PSD2 第 3 條（k）款「有限用途之特定支付工具」及（l）款「電子
通訊網絡或服務提供者」等兩款排除規定，EMD2 也有其排除適用465。
首先，針對「有限用途之特定儲值支付工具」，即如同前述對於「有限網絡
排除」之探討，其應排除「特定」零售商或特定零售鏈中客戶是透過單一商業協
議獲取商品或服務者；或獲取之商品或服務是在「非常有限範圍」者。例如本法
序言所例示：特定商店卡、加油卡、會員卡或公共交通卡、餐飲券、服務券等功
能性非常封閉之「金錢價值」儲值支付工具466。

政 治 大

再者，針對「電子通訊網絡或服務提供儲值支付交易者」，亦如同前述對於

立

「電子通訊排除」之「類型限縮」與「價值限制」探討。其應排除之類型包含：

‧ 國

學

（i）購買數位內容或語音服務；（ii）透過電子設備執行之慈善捐贈或購票者；
應排除之支付價值則限於：單筆支付交易金額不超過 50 歐元；且單一訂閱戶之

‧

「儲值帳戶」每月累計之支付交易金額也不超過 300 歐元者467。

Nat

y

EMD2 法定豁免機構

io

sit

第三目

n

al

er

又 EMD2 對於經手客戶金流量較低之「小額電子貨幣機構」也提供部分「法

i
Un

v

定豁免」。依據本法第 9 條規定，針對符合以下要件者，成員國得以豁免適用本

Ch

engchi

指令之所有或部分准入與審慎規範，其僅需作為「登記註冊」之主體：（a）其商
業活動產生之「平均未償電子貨幣」（Average Outstanding Electronic Money）468
金額不超過各成員國設定之限制（然無論如何不得超過 500 萬歐元）；並且（b）
其管理與執業之人員未有洗錢、資恐與其他金融犯罪之有罪紀錄469。另外，同條
也規定，成員國得以對於設有用戶「最大儲值限制」（maximum storage amount）
之小額電子貨幣機構，給予「選擇性豁免」（optional exemptions）。

465
466
467

Directive 2009/110 / EC, Art. 1(4) (5).
Recital (5) of Directive 2009/110 / EC.
Directive (EU) 2015/2366, Art. 3(ｋ).

468

依據 EMD2 第 2 條規定，所謂「平均未償電子貨幣」
（Average Outstanding Electronic Money）
係指平均 6 個月內對於客戶所發行之電子貨幣債務總額。Directive 2009/110 / EC, Art. 2(4).

469

Id, Art.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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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應注意者是，小額電子貨幣機構也僅有在符合 PSD2 對於小額支付機
構之規範時，方得以從事其他支付服務；且各成員國仍得指定其業務內容僅限於
第 6 條所列之部分活動項目470；此外，當服務提供者不再符合小額電子貨幣機構
之要件時，也負有即時通知與補取許可之義務，且對於《反洗錢指令》（AMLD）
之規範義務小額電子貨幣機構也仍有適用471。
第二款

EMD2 對於「電子貨幣機構准入」與「客戶資金保障」之設計

關於「電子貨幣機構准入」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管設計，即分別展現在
EMD2 Title II 與 Title III 對於「授權資格審查」、「初始資本要求」、「自有資
金要求」、「資金保障要求」及「回贖制度」等規範。而此些規範之目的也皆是
在於真實考量「業務與風險」關係，以透過有別於銀行與支付機構之「差異化」

政 治 大

審慎監管設計，保障客戶資金安全。以下分別說明之：

立

授權資格審查

學

‧ 國

第一目

依據 EMD2 第 3 條規定，對於電子貨幣機構之授權審查應準用 PSD2 第 11

‧

條對於支付機構之授權規範472。因此，主管機關得以要求申請者提交相關文件，
以確保主管機關得以在審查申請者之商業模式複雜性、規模與風險內涵後，完整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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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申請者所提供之內部安排及內控機制是否與其所生之風險相稱。此外，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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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PSD2 第 11 條第 5 段規定，主管機關在考量電子貨幣機構之財務狀況下，也得以

v

n

命其設立「獨立實體」（Separate Entity）以提供電子貨幣發行服務。
第二目

初始資本要求

Ch

engchi

i
Un

依據 EMD2 第 4 條規定：「成員國應確保電子貨幣機構在授權時，持有不低
於 35 萬歐元之初始資本」。而此門檻要求相較於原先 EMD100 萬歐元之門檻規
定，可謂已大幅降低，究其目的即在於放寬非銀行機構准入之市場門檻，並且使
監管要求更貼合「電子貨幣機構」與「信貸機構」之風險與本質差異473。另外，
為彰顯「發行電子貨幣」與「支付服務」之風險與本質差異，此初始資本要求之
設置也略高於 PSD2 對於支付機構 2 萬、5 萬及 12.5 萬歐元之初始資本要求。

470
471

Id. Art. 9(1)(5).
Id. Art. 9(5)~(8).

472

Id. Art. 3; Recital (9) of Directive 2009/110 / EC.

473

Id. Art. 4; See Ruth Halpin & Roksana Moore, supra note 458, at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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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自有資金要求

依據 EMD2 第 5 條規定，對於電子貨幣機構從事「非發行電子貨幣」之支付
服務業務者，其自有資金不得低於成員國主管機關依據 PSD2 第 9 條 A、B、C 三
種方法所訂之自有資金要求；對於電子貨幣機構從事「發行電子貨幣」者，其自
有資金不得低於「平均未償電子貨幣」的 2％（方法 D）；且電子貨幣機構應確
保在任何時點，均保有以上兩者相加之自有資金。此外，主管機關也得以根據其
對於電子貨幣機構之風險評估，就此計算金額為正負 20%之調整474。
本條藉由與「支付機構」之相異計算方法，從而真實反映「電子貨幣機構」
之特有風險在於其長久持有客戶資金，亦即長期保有「發行電子貨幣未償還負債」
。
因此，藉由本條方法 D 之計算標準，將得以與提供「支付服務」之資金計算有所

政 治 大

區隔，並且更為真實地反映不同機構規模所需具備之相異持續資本額。

立

資金保障要求

學

‧ 國

第四目

依據 EMD2 第 7 條第 1 段規定，電子貨幣機構對於因發行電子貨幣而受收
受之客戶資金，應準用 PSD2 第 10 條規定，踐行「資金隔離」、「低風險投資」

‧

與「資金圈護」之保障；抑或提供「保險」或「其他等值擔保」之保障；且對於

Nat

sit

y

收受之客戶資金也應於兩個工作日內受到即時之保護。另外，針對「低風險投資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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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限制」EMD2 第 7 條第 2 段則特別規定，該投資標的應符合《資本充足率指令》

n

附件一第 14 點（不含第 15 點）所表列「特定風險資本計算」（Specific risk capital

Ch

i
Un

v

charge）不超過 1.6%之項目，通常即為到期日超過 24 個月之流動性項目475。
第五目

engchi

回贖制度

最後，依據 EMD2 第 11 條規定，電子貨幣機構除了應按照收到資金之面額
發行等值之電子貨幣外，也應確保電子貨幣持有人得以在任何時點贖回其持有電
子貨幣之貨幣價值，並且應在消費契約中載明贖回條件，包括與此相關之任何費
用；又針對贖回之費用原則上應不得收取任何費用，僅有在使用者提前終止契約
或終止契約一年後，方得要求使用者繳交符合比例之費用。藉由本條即在於避免
電子貨幣機構利用不透明或不便利之回贖程序，侵害使用者資金回贖之權利 476。
474

Id. Art. 5(2)~(5).

475

Id. Art. 7(2); Directive 2006/49/EC, Annex I, 14.

476

Id. Ar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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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歐盟支付監理之「三軌監理框架」
藉由前述 PSD2 與 EMD2 監理框架之介紹後，得以知悉，該二者之創建目的
除了在於使歐盟零售支付體系更趨向於統一之監管外，也在於為非銀行支付機構
（非信貸機構）迎來獨立之准入與審慎監管制度。因此，隨著 PSD2 與 EMD2 之
創設，結合歐盟既有《信貸機構指令》
（Directive 2013/36/EU, CRD4）之規範477，
即使得歐盟支付監理呈現如下圖 4-1 所示之「三軌監理框架」（Three-Track
Regulatory Regime）478。而該「三軌監理框架」也著實反映出不同「支付風險」
與「業務本質」之階層差異，以下分別說明之：

立

政 治 大

‧

‧ 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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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歐盟支付監理之三軌監理框架（本文自行繪製）
第一層：《信貸機構指令》與銀行支付
首先，依據現行《信貸機構指令》第 3 條規定，「所謂『信貸機構』係指其
業務係在收受公眾之存款或其他應償還資金，並為自己帳戶提供信貸之企業（參
照 Regulation (EU) No 575/2013）」。又依據本法第 33 規定：「信貸機構得以在
成員國境內經營本法附件一所列之活動」。而本法附件一即分別包含：接受存款
和其他應償還資金、PSD2 所列之支付服務、發行電子貨幣等三項活動479。

477

該指令一般也稱為第四版《資本要求指令》
（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IV, CRD4）。

478

See MD Tuba, supra note 457, at 2282~2283; See also Maria Chiara Malaguti, supra note 391, at 13.

479

Directive 2013/36/EU, Annex I, 1,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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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上圖 4-1 所示，銀行機構得以一併經營此三種業務之原因即在於，
銀行機構作為「收受存款與他應償還資金」之經營者，在完整踐行《信貸機構指
令》與《巴塞爾協議 III》最為嚴格之准入與審慎監管規範下，對於機構之財務狀
況與流動性風險管控自然也較為成熟480。從而，若由風險控管之角度觀之，「支
付服務」與「發行電子貨幣」本質上也為銀行得以包攝經營之支付業務。
第二層：《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與非銀行儲值支付
依據 EMD2 第 6 條與第 12 條規定，電子貨幣機構除了發行電子貨幣外，也
得以經營其他 PSD2 所列之支付服務；然而，電子貨幣機構不得依據《信貸機構
指令》之規定從公眾處收取存款或其他應償還資金；也不得給予任何期間利息。

政 治 大
構即得以在次低之風險與審慎監管（EMD2 Title II）下，以「支付交易目的」為
立
儲值業務之經營（亦即電子貨幣發行）；而在適用高於 PSD2 Title II「支付機構」
因此，如上圖所示，在不涉及存款與給息業務之情形下，非銀行或非信貸機

‧ 國

學

之審慎規範下481，電子貨幣機構本質上也得以經營其他支付服務（就此也得以理
解為電子支付機構即類似得以經營儲值支付業務之支付機構482）。另外，對於小

‧

額電子貨幣機構，由於金流風險較低，則得以給予其發行電子貨幣之監管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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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與非銀行支付服務

依據 PSD2 第 18 條第 3 段與第 5 段規定，支付機構收取任何用以提供支付

n

al

Ch

i
Un

v

服務之使用者資金，均不得構成《信貸機構指令》所指涉之存款或其他應償還

engchi

資金，或 EMD2 所指涉之電子貨幣；且支付機構也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或其他應
償還資金之業務。
因此，如上圖所示，在不涉及存款與信貸業務、儲值支付業務之情形下，
非銀行或非電子貨幣機構即得以在更低之風險與審慎監管下483，經營其他支付
服務業務。另外，對於小額支付機構，則得以提供提供支付服務之監管豁免。

480

例如：依據本法第 12 條規定，信貸機構之 500 萬元初始資本要求，即與電子貨幣機構之初始
資本要求存在懸殊之差距。See MD Tuba, supra note 457, at 2283~2285.

481

例如：EMD2 對於電子貨幣機構 35 萬歐元之初始資本要求之設置，即高於 PSD2 對於支付機
構 2 萬、5 萬及 12.5 萬歐元之初始資本要求。See MD Tuba, supra note 457,at 2296~2298.

482

See Maria Chiara Malaguti, supra note 391, at 17.

483

See MD Tuba, supra note 457, at 2286~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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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加坡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新加坡同為亞洲地狹人稠國家，其電子化支付之發展背景也與我國相似，除
了過往電子化支付比率皆不盡理想外，大量移工匯款需求也渴望獲得滿足。然而，
作為亞洲金融重鎮，新加坡近年來已逐漸重視無現金支付與非銀行支付之發展。
在 2020 年初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即實施
全新《支付服務法》（Payment Services Act, PSA），大幅整合與改善過往《支付
體系監督法》（PSOA）及《貨幣兌換和匯款業務法》（MCRBA），無法有效涵
蓋監管之新興支付服務或支付風險484，為業者與消費者形塑更公平、安全與普惠
之市場環境，也為虛擬通貨支付帶來完整規管。是以，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作
為嶄新之小國支付法律，其監理設計亦值得我國所觀察與借鑑。

政 治 大

而《支付服務法》（PSA）共計 10 章（Part）126 條，其監理框架主要是在

立

單一支付法規中，針對支付服務與支付系統形塑「許可制度」（Part 2）及「指定

‧ 國

學

制度」（Part 3）兩套平行的監管框架；並同時賦予主管機關廣泛之監管權限（Part
4～Part 6），以有效管控支付的微觀與宏觀之系統性風險。然而，有鑒於本文研

‧

究主要仍是鎖定在「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管，故以下將著重探討 PSA Part 2「許

y

Nat

可制度」對於支付機構之監管設計；至於 Part 3「指定制度」對於重要支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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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

之規範框架，本文僅就重點簡介之。

第一項 《支付服務法》之「三層式許可牌照制度」
a

n

iv
l C
n
hengchi U
《支付服務法》（PSA）Part 2 之「許可制度」（Licensing
Regime）是針對

「支付服務提供者」設立之許可准入牌照，且其主要採行「模組化」（Modular）
及「活動與風險基礎」（Activity-Based & Risk-Focused）之「三層式許可牌照制
度」（Three Licence Classes），從而使金融管理局（MAS）得以為業者帶來更為
靈活與適切之監管485。

484

2006 年訂定之《支付體系監督法》與 1979 年訂定之《貨幣兌換和匯款業務法》僅分別規範
「儲值型支付工具」（Stored Value Facility）
、
「指定支付系統」
（Designated Payment Systems）
及「匯款業務」（Remittance），此些規範已然無法有效管控新興之支付風險。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 MAS ） , Consultation Paper: Proposed Payment Services Bill, at 3
（Nov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Z768EA（last visited: 2021.12.25）.

485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ayment Services Bill" - Second Reading Speech by Mr Ong Ye
Ku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January. 2019）,
https://www.mas.gov.sg/news/speeches/2019/payment-services-bill （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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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下圖 4-2 所示，所謂「三層式許可牌照」是藉由：（1）將目前市場上可
能存在的所有「支付活動」（Payment Activity）歸類為「帳戶發行服務」、「國
內資金移轉服務」、「跨境資金移轉服務」、「商戶收單服務」、「電子貨幣發
行服務」、「數位支付代幣服務」、「貨幣兌換服務」等七種支付服務類型；（2）
再將各式支付服務所涉及之「關鍵風險」（Key Risks），鎖定為「洗錢與資恐風
險」、「使用者保護風險」、「支付互通性風險」、「技術與網絡安全風險」等
四種態樣。（3）使 MAS 得以根據業者提供之支付服務「類型組合」與「業務規
模」，分別適用以下「三種許可牌照」（Three License Classes）之准入與審慎規
範，並依據個別支付服務所涉及之「關鍵風險態樣與規模」，課予支付機構相應
類型與程度之「行為通知與指南」（Notices and Guidelines）要求486。

政 治 大
務」者所設立之許可牌照。有鑒於貨幣兌換服務僅涉及「洗錢與資恐風險」
，
立
且其風險也較為輕微，PSA 對於此類牌照所要求之准入與審慎監管規範，自
「貨幣兌換牌照」
（Money‑Changing License）
，係針對僅從事「貨幣兌換服

然最為低階（僅需踐行洗錢防制規範）。

「一般支付機構牌照」
（Standard Payment Institution License）
，係針對從事

‧

2.

學

‧ 國

1.

一項或兩項以上支付服務類型（即七種支付服務任意組合）之支付機構，若

y

Nat

sit

其從事單一支付服務之「月均支付交易量」未超過 300 萬新加坡幣，或從事

er

io

兩項以上支付服務之「月均支付交易量總和」未超過 600 萬新幣，或其從事

al

n

iv
n
C
鑒於其可能涉及之四種「關鍵風險」規模均較為有限（在指定閾值以下）
，
hengchi U

「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之「日均未償還電子貨幣」未超過 500 萬新幣者。有

PSA 對於此類牌照所要求之准入與審慎監管規範也相對較為寬鬆。
3.

「大型支付機構牌照」
（Major Payment Institution License）
，則係針對從事
一項或兩項以上支付服務類型之支付機構，若其從事單一支付服務之「月均
支付交易量」超過 300 萬新幣，或從事兩項以上支付服務之「月均支付交易
量」總和超過 600 萬新幣，或其從事「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之「日均未償還
電子貨幣」超過 500 萬新幣者。有鑒於其可能涉及之四種「關鍵風險」規模
均較為可觀（在指定閾值以上），PSA 對於此類牌照所要求之准入與審慎監
管規範則最為嚴格487。

486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6~14, 22~24.

487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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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PSA 三層式許可牌照制度488
488

本圖截取自：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Infographic on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t
1~2（2019）, https://reurl.cc/d5N9zq（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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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如上頁圖 4-2（上半部）所示，藉由以上「三層式許可牌照」之監管
設計，除了使業者得以自由選擇其所欲提供之支付服務組合，而保有商業模式上
之靈活與彈性外；也使業者得以在指定風險閾值下享有低度之監管負擔。蓋誠如
MAS 所表示，PSA 除了對於「大型支付機構」賦予相應之風險監管與機構穩健
性外，也透過「一般支付機構」之中間牌照設計，創設如「永久沙盒」
（Permanent
Sandbox）之監管環境，使中小型支付機構或新創企業也得以在有限風險與低度
監管之空間下持續創新與茁壯發展489。例如：針對「使用者資金風險」與「支付
互通性風險」之行為要求僅適用於大型支付機構490。
再者，如上頁圖 4-2（下半部）所示，透過 PSA「模組化」及「活動與風險
基礎」之監管設計，也將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得以針對「支付服務」本身，以及

政 治 大
務規模之業者得以享有最為適切之行為監管。例如：有鑒於「商戶收單服務」與
立

其所涉及之「關鍵風險」內涵與規模為差異化監管；並使提供不同模塊組合或服

「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之洗錢與資恐風險較低，PSA 對於僅提供「商戶收單服務」

‧ 國

學

與「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之業者，即不要求其須適用金融管理局所擬定之「洗錢
與資恐風險防制行為通知」（詳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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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者是，在 PSA 之立法公眾諮詢文件中，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sit

（MAS）也表明，其許可制度之監管框架部分是參考英國非銀行支付服務法制所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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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為之設計491。而英國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法制之設計，絕大多數也是沿襲至歐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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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SD2 與 EMD2。因此，無論是條文用語上或架構設計上，皆可發現，PSA 與歐

Ch

engchi

盟 PSD2 與 EMD2 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特別是關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
劃定，以及「市場准入機制」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理設計，均可發現諸多相
同之監理邏輯。
基此，本文以下也將延用前述探討歐盟 PSD2 與 EMD2 之架構，接續探討
PSA 對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對於「市場准入機制」與「客戶資金
保障」之差異化監理設計；以及對於「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設計。

489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5.

490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29.

491

Se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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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PSA 對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

在三層許可牌照制度下，對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劃定，PSA 則如同
歐盟 PSD2 之監理設計，也是先透過技術中立之定義，來廣泛涵蓋市場上提供各
類型「支付服務」之三種支付機構；再透過明確的「法定排除清單」及「法定豁
免規定」合理限縮其規制之範圍。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PSA 對於「支付服務」之類型定義

如下圖 4-3 所示，PAS「許可制度」是將目前支付價值鏈上可能存在之所有
「支付活動」（Payment Activity），模組化歸類為：「帳戶發行服務」、「國內
資金移轉服務」、「跨境資金移轉服務」、「商戶收單服務」、「電子貨幣發行
服務」、「數位支付代幣服務」、「貨幣兌換服務」等七種支付服務類型（綠色

政 治 大

區塊），使非銀行支付業者得以在支付價值鏈上，靈活選擇與組合其所欲提供之

立

支付服務；並使 PAS 之監管範圍得以廣泛涵蓋支付價值鏈上的所有支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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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PSA「支付服務」模塊圖（本文重新繪製）492
而為確保法律之確定性，避免業者適用上之疑義，PAS 在「附表一」（First
Schedule）Part 1 與 Part 3 中，也對於此七種「支付服務」之定義與範圍給予詳細
界定493。針對此七種「支付服務」之定義與內涵，本文分別探討如下：
49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12.

493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1 &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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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帳戶發行服務
依據 PSA 附表一之定義，「帳戶發行服務」（Account Issuance Service）係
指以下任何服務：（a）向新加坡之任何人發行「支付帳戶」（Payment Account）
之服務；（b）與操作「支付帳戶」有關之任何服務，包括（i）將「金錢」
（money）
存入支付帳戶之任何服務（國內外資金移轉服務除外）；（ii）從支付帳戶中提
取金錢之任何服務（國內外資金移轉服務除外）494。。
又依據 PSA 第 2 條之定義規範，上述所謂「金錢」（money）者，係指包括
電子貨幣，但不包含任何數字支付代幣或已受 MAS 排除之數位價值形式495；所
謂「支付帳戶」（Payment Account）則係指：（a）具有以下特質之任何帳戶、設
備或設施（無論為物理或電子形式）：以任何人之名義或其個人之唯一識別憑證

政 治 大
借記卡、信用卡或簽帳卡等。其中所謂「支付交易」（Payment
Transaction）則
立
所開設，並由該人用以發起支付指令或執行「支付交易」；（b）包含銀行帳戶、

‧ 國

學

係指任何「放置、移轉或提取『金錢』之行為」，不論該行為是出於支付商品或
服務之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亦不論預定之收款人是否有權獲得該款項496。

‧

透過以上定義規範之觀察，得以發現，PSA 顯是採用歐盟 PSD2 對於「支付

y

Nat

帳戶」與「支付交易」之中立性定義497，以藉此廣泛包含所有非銀行機構提供之

io

sit

帳戶性質服務（包含非銀行機構發行之電子貨幣錢包、借記卡、信用卡等）49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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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 PSA 亦藉由對於「金錢」（money）之明確定義，將虛擬通貨或虛擬通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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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等非傳統數位價值形式者，排除於一般「帳戶發行服務」的規制範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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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應注意者是，MAS 於立法意見中特別強調：由於 PSA 旨在監管實際
「處理資金」（process funds）或「收單交易」（acquire transactions）之實體499，
因此對於未實際經手客戶資金或提供收單交易之，帳戶服務即不在 PSA 之規制
範疇，例如：聚合支付服務商（Payment Aggregator），其僅單純提供支付網關或
數據處理之網路帳戶服務，即不屬於 PSA 所規範之帳戶發行服務。由此可知，

494

Id. First Schedule, Part 3.

495

Id. Art 2.

496

Id. Art 2.

497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Response to Feedback Received: Proposed Activity- based
Payments Framework, at 10（2017）,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ldmE8j（last visited: 2021.12.25）.

498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12.

49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97, at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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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未若歐盟 PSD2，有將「支付啟動服務」（PIS）與「帳戶資訊服務」（AIS）
一併予以規範（詳後述）。
此外，金融管理局也強調，「信用卡」亦包含在「帳戶發行服務」之涵蓋範
疇內，然基於「信用卡或簽帳卡發行」已受到《銀行法》（Banking Act）第 56 條
以下，以及《銀行（信用卡和借記卡）規則》（Banking (Credit Card and Charge
Card) Regulations）之規制，因此 PSA 針對非銀行信用卡或簽帳卡發行者也設有
「豁免規範」（詳後述），其僅需遵守 PSA 部分監理規範，如：互通性要求500。
二、 國內與跨境資金移轉服務
依據 PSA 附表ㄧ之定義規範，所謂「國內資金移轉服務」（Domestic Money

政 治 大
且該些支付交易均是發生在位於新加坡境內之收款人與付款人間（雙方皆非金融
立
Transfer Services）係指為執行或安排執行以下任何支付交易而接受資金之服務，

機構）：（a）經由或透過支付帳戶執行之支付交易；（b）支付帳戶之「扣款轉

‧ 國

學

帳」（direct debit）；（c）支付帳戶之「入帳移轉」（credit transfer）；（d）接
受任何人之任何款項以轉入另一人之支付帳戶。

‧

所謂「跨境資金移轉服務」（Cross‑Border Money Transfer Service）則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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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任何服務：（a）在新加坡內接受資金，無論是作為委託人或代理人，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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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在於向新加坡境外之任何人移轉該資金；（b）為新加坡境內之任何人（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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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為委託人或代理人）收取從新加坡境外所移轉之任何資金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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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以上「國內資金移轉服務」與「跨境資金移轉服務」之定義規範，MAS
特別強調：由於 PSA 立法旨在廣泛包含所有國內（domestic）與境外（inbound or
outbound）之「資金傳輸活動」（money transmission activity）502，因此該定義規
範除了在於使 PSA 有效涵蓋過往《貨幣兌換和匯款業務法》（MCRBA）規範之
非銀行「匯款業務」（Remittance）外；透過「資金移轉」之中立性定義規範，其
也將包含「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資金移轉」
（transfers for payment of goods and
services），例如：提供商品或服務交易之支付網關或支付亭（payment kiosk）等

500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s) On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at 17（March. 2021）,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n5kKad（last visited: 2021.12.25）.

501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3.

50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97,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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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蓋有鑒於「單純資金移轉」（即匯款業務）與「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資
金移轉」，並非總是得以完整區分，故 PSA 對於「資金移轉」之規範也將不特別
區分或排除「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資金移轉」，其僅於「洗錢與資恐風險」之
監理層面上，對於「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資金移轉」進行差異化監管豁免503。
另外，值得關注者是，考量到目前市場上也廣泛存在之「跨境資金移轉經紀
服務」（Brokering of cross-border money transfer services），此類匯款經紀服務雖
未實際在新加坡境內實際經手客戶匯款資金，僅為境外兩地之客戶提供匯款需求
之「安排」（arranging）；然而，此類資金移轉服務確實也存在「洗錢與資恐風
險」，自仍有必要將其納入 PSA 之監管範疇504。遂此，在 2021 年 1 月新修訂之
「PSA 修正法案」（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中，MAS 也擴大上述

政 治 大
任何『安排』將資金從任何國家或地區轉移到另一國家或地區之服務」之條文內
立

「跨境資金移轉服務」之範圍定義，新增「（c）無論係作為委託人還是代理人，

容505，從而使 PSA 之規範範圍未來也將包含此類「跨境資金移轉經紀服務」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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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戶收單服務

‧

依據 PSA 附表一之定義規範，所謂「商戶收單服務」（Merchant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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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係指基於服務提供者與商戶間之契約協議（限於該商戶是於新加坡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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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註冊，或契約協議是於新加坡簽訂），為商戶提供之任何「支付交易接收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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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務」（accepting and processing a payment transaction），且服務提供者將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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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交易向商戶移轉資金，無論服務提供者是否在支付交易中持有任何資金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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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商戶收單服務」作為獨立之監管活動，MAS 也特別說明其理由是在保
護與支付服務提供商締約之商戶或消費者，避免收單交易缺失造成商戶或消費者
之資金損失風險；且為避免各家業者對於收單支付系統之破碎化減損支付之互通
性，應有必要對於提供「商戶收單服務」之非銀行機構加以監管。因此，當支付
服務提供者選擇直接（directly）與商戶締結契約協議，代理商戶為支付交易接收

503

See Id. at 14~15.

504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Response to Feedback Received Consultation on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Act, at 9~11（Nov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k0G0OK（last visited: 2021.12.25）.

505

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First Schedule.

506

2021 年 PSA 修正法雖業通過，然而其正式施行期間截至本文完成前仍未確定。

507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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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處理，並承諾向商戶移轉消費者所給付資金，則無論支付服務提供者是否在接
收與處理支付交易之過程中實際經手消費者之資金（例如：僅提供 POS 終端服
務或線上支付網關服務），其均應受 PSA 之規制508。
另外，如前所述，由於「資金移轉服務」並不排除「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
資金移轉」，此即導致「資金移轉服務」與「商戶收單服務」將存在高度之重疊
關係。對此 MAS 則特別解釋：縱使在單一支付交易中可能涉及多項支付服務，
惟各項支付服務所欲考量與監管之「關鍵風險」均有所差異；且在同一許可牌照
類型下，由於支付服務提供者所經手之資金或機構金流之計算上，均仍屬同一筆
支付交易。因此，對於支付服務提供者而言，其所需承擔之監管負擔也並不因此
而變相增加或重複509。
四、 電子貨幣發行服務

立

政 治 大

依據 PSA 第 2 條之定義規範，所謂「電子貨幣」（E‑Money）係指任何以電

‧ 國

學

子方式存儲之金錢價值（monetary value），且其符合：（a）係以任何貨幣計價，
或其發行係與任何貨幣掛鉤（pegged）；（b）係預先支付以便透過使用支付帳戶

‧

進行支付交易；（c）可被發行人以外之人接受；（d）係代表對於發行人之請求

sit

y

Nat

（claim）。但不包含任何人在新加坡之「存款」510。

er

io

又依據 PSA 附表一之定義，所謂「電子貨幣發行服務」（E‑Money Issuance

n

al

i
n
C
U
hengchi
易」之服務（包含向商戶付款或移轉予其他個人）。

v

Service），則係指向任何人發行電子貨幣使該人得以透過電子貨幣完成「支付交

透過上述「電子貨幣」定義規範之觀察，可以發現，其除了詳細界定其基本
要件性質外（包含：電子形式、貨幣計價、支付交易、多用途、回贖請求等），
更在條文中明確區隔「電子貨幣」與「存款」之本質差異。另外，針對「電子貨
幣發行服務」之範圍界定，MAS 則特別強調：非銀行支付業者提供之服務是否
該當此項業務，其重點應先端視於業者所提供之服務是否該當 PSA 立法排除之
「有限用途電子貨幣」（limited purpose e‑money）511（詳後述）。

508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97, at 14.

50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0, at 13.

510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

511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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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數位支付代幣服務
「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作為本次 PSA 之立法重點，其創設目的也在呼應此
前 MAS 於《數位代幣發行指南》（Guide to Digital Token Offerings）中提出之規
範架構。蓋依據該《指南》對於代幣類型採取之三分法：MAS 針對具有證券性質
或資本市場商品性質之代幣，將依循《證券期貨法》（SFA）與《金融顧問法》
（FAA）監管其相關發行與交易服務主體；針對具有支付性質之代幣，則考慮依
循即將通過之《支付服務法》（PSA）監管其發行與交易服務主體之洗錢風險；
針對不具有證券或支付性質之功能型代幣則不受 MAS 之監管512。以下即接續說
明本次 PSA 對於「數位支付代幣」與「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監管劃定。
首先，依據 PSA 第 2 條定義規範，所謂「數位支付代幣」（Digital Payment

政 治 大

Token, DPT）係指具備以下要件之「數位形式之價值表彰」（digital representation

立

of value）：（a）為價值單位之表示；（b）非以任何「貨幣」513計價，且其發行

‧ 國

學

非與任何貨幣掛鉤；（c）係作為公眾或部分公眾接受之「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且該交換媒介係作為商品或服務支付或債務清償之方式；（d）得

‧

以電子方式移轉、存儲或交易；且（e）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特徵514。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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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再者，依據 PSA 附表一之定義規範，所謂「數位支付代幣服務」（Digital

io

er

Payment Token Service）則係指以下任何服務：（a）任何「數位支付代幣交易」
（dealing in digital payment token）服務；（b）任何「促進數位支付代幣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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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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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facilitating the exchange of digital payment tokens）之服務515。

engchi

其中，「數位支付代幣交易」（dealing in digital payment token）服務，係指
任何買賣該數位支付代幣以交換其他貨幣或任何其他數位支付代幣（無論相同或
不同類型），但不包括以下任何行為形式：（a）促進數位支付代幣交換；（b）
接受任何數位支付代幣作為商品或服務提供之支付方式；（c）使用任何數位支付
代幣作為商品或服務提供之支付方式。

51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 Guide to Digital Token Offerings, at 2~9（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0O7nY9（last visited: 2021.12.25）.

513

針對「貨幣」PSA 第 2 條即明確定義：係指在新加坡或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作為「法定
貨幣」之紙幣或硬幣。明確與數位支付代幣作出區隔。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

514

Id. Art 2.

515

Id. First Schedule,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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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促進數位支付代幣交換」（facilitating the exchange of digital payment
tokens）服務，則係指建立或運營「數位支付代幣交換所」（digital payment token
exchange），以作為要約或邀請提出之場所，並基於要約或邀請之目的購買或出
售任何數位支付代幣，換取任何金錢或任何數位支付令牌；且該交換所無論於何
時均「持有」（comes into possession）任何金錢或任何數位支付代幣516。
而「數位支付代幣交換所」則係指：（a）任何場所或設施（無論電子或其他
形式），其符合（i）以定期集中方式（regularly made on a centralised basis）提出
要約或邀請以購買或出售任何數位支付代幣，以交換任何貨幣或任何其他數位支
付令牌（相同或不同類型）；（ii）其要約或邀請之目的係他人（直接或間接）接
受此些要約以購買或出售數位支付代幣，交換金錢或其他數位支付代幣（相同或

政 治 大
係屬不同之人；惟（b）該場所或設施應不包含專門僅為一人使用（used exclusively
立
不同類型）；且（iii）提出任何此類要約或邀請之人以及接受該要約或邀請之人

by one person）以完成以下兩項事務者：（i）提供要約或邀請購買或出售任何數

‧ 國

學

位支付代幣，以換取任何金錢或任何數位支付代幣；（ii）接受買賣任何數位支
付代幣之任何要約，以換取任何金錢或任何數位支付代幣。

‧

據此，詳觀上述「數位支付代幣」之定義規範，即可發現，PSA 是透過是否

y

Nat

sit

具有「公眾或部分公眾接受」之「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性質，加以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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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認定代幣或虛擬通貨是否該當其所欲監管之「數位支付代幣」。然而，關於「交

i
Un

v

易媒介」之認定，MAS 則並未提供詳細之界定方式，對此僅可初步參考 MAS 在

Ch

engchi

《數位代幣發行指南》中給予之示例說明。而依據該《指南》示例 9 之說明，若
某公司或某主體發行之代幣用途僅限於作為公眾或部分公眾購買商品服務或履
行債務之支付與清償工具（例如：比特幣、以太幣），而不具備其他附加功能或
權利者，則應認定為具「交易媒介」性質之數位支付代幣517。至於「公眾或部分
公眾」之認定，MAS 則強調此涉及敏感之事實認定問題，然通常具有一定規模
且不加以區分而選出的一群人，即可謂公眾或部分公眾518。
又詳觀上述「數位支付代幣」之定義規範，也可推知，PSA 是透過「法定貨
幣掛鉤」及「對發行人請求權」之有無，加以區分「數位支付代幣」與「電子貨

516

Id.

517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12, at 17~18.

518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0, at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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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之差異。對於與法定貨幣掛勾之「數位金錢價值」將歸類為「電子貨幣」，
且其必然代表對於發行人之請求權；對於與法定貨幣不存在掛鉤之「數位交易媒
介」則歸類為「數位支付代幣」，且其不一定代表對於發行人之請求權。然而，
在此定義區分下即產生一疑問，亦即針對「錨定單一法定貨幣發行之穩定幣」，
特別是對於發行人具有回贖請求權之穩定幣，究應歸類為「數位支付代幣」或「電
子貨幣」從而為相應之監管。對此，MAS 目前雖仍未對於穩定幣提供明確之界
定與監管標準；然而，MAS 也強調其已針對「穩定幣之監管歸類」向公眾提出諮
詢，並強調其將密切掌握全球穩定幣之發展與監理變化，以隨時調整「數位支付
代幣」與「電子貨幣」之範圍定義519。
另外，值得注意者是，考量到上述 PSA 對於數位支付代幣之業務行為監管

政 治 大
「數位支付代幣移轉服務」（Transfer of DPTs）、「數位支付代幣託管錢包服務」
立
（Provision of custodian DPT wallets）、不持有用戶數位支付代幣或資金之「交易
僅限於為用戶提供中心化之幣幣交易與法幣交易服務者，其監管範疇尚不包含

‧ 國

學

經紀服務」（Brokering of DPT transactions）等數位支付代幣服務，導致其難以符
合前述 FATF 指引對於「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VASPs）之廣泛界定520。因此，

‧

為迎合當前國際之監管趨勢521，在 2021 年 1 月新修訂之「PSA 修正法案」中，

sit

y

Nat

MAS 也擴大上述「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範圍定義，其新增以下條文內容522：

er

io

（c） 從一「數位支付代幣賬戶」523（無論是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接受（無論

al

v

n

是作為委託人或代理人）數位支付代幣的任何服務，以將數位支付代幣傳

ni
Ch
輸或安排傳輸至另一數位支付代幣帳戶；
U
engchi

（d） 任何安排（無論是作為委託人還是代理人）將數位支付代幣從一個數位支
付代幣賬戶傳輸到另一數位支付代幣賬戶之服務；

51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onsultation on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Scope of
Emoney and Digital Payment Tokens, at 10~11（Dec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v191lA（last visited: 2021.12.25）.

520

Se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 supra note 192, INR 15.；supra note 215, at 13~14.

521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4, at 5~9.

522

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First Schedule. 該 PSA 修正法雖業通
過，然而其正式施行期間截至本文完成前仍未訂定。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First Schedule.

523

依據 PSA 修正法新增之定義規範，
「數位支付代幣賬戶」（digital payment token account）
，係
指容納（contain）數位支付代幣的任何賬戶或任何設備或設施（無論是物理形式還是電子形
式）
。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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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任何誘發（inducing）或試圖誘發任何人訂立或要約訂立任何協議，以買賣
任何數位支付代幣換取任何金錢或任何其他數位支付代幣之服務；
（f） 任何保管（safeguarding）數位支付代幣之服務，且該服務提供商可以控制
數位支付代幣；
（g） 任何為客戶執行與數位支付代幣有關指令之服務，且該服務提供商可以控
制數位支付代幣；
（h） 任何保管「數位支付代幣工具」（digital payment token instrument）的服務
524

，且該服務提供商可以控制由數位支付代幣工具相連結（associated with）

之一個或多個數位支付代幣；
（i） 任何為客戶執行與數位支付代幣工具相連結之一個或多個數位支付代幣

政 治 大

有關指令之服務，且該服務提供商對數位支付代幣工具具有控制權。

立

是以，未來如下圖 4-4 所示之「數位支付代幣服務」，均會受到 PSA 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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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PSA 對於「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監管範圍525
六、 貨幣兌換服務
依據 PSA 附表一之定義，「貨幣兌換服務」（Money-Changing Service）是
指買賣外國貨幣之服務。此項支付服務作為過去《貨幣兌換和匯款業務法》
（MCRBA）規範之一環，現在也納入 PSA 之規範並作為單獨之許可牌照類型。

524

依據 PSA 修正法新增之定義規範，
「數位支付代幣工具」（digital payment token instrument）
，
係指任何密碼、代碼、算法、加密方法、私人加密密鑰或其他工具，可使一個人：
（a）控制對
一個或多個位支付代幣之訪問；或（b）執行涉及一個或多個數位支付代幣之交易。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First Schedule.

525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trengthening AML/CFT Controls of Digital Payment Token
Service Providers, at 6（March 2021）,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nqy1g（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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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PSA 法定排除清單

如同歐盟 PSD2，為有效限縮上述定義所廣泛涵蓋之監理範圍，避免造成不
必要監管抑制或重疊規範，PSA 在其附表一 Part 2（Services that are not Payment
Services）第 2 條中也列舉多達十二款「法定排除事項」，將部分風險較低或已受
嚴密監理之支付活動明確排除於 PSA 之監理範圍外。諸如：鈔幣實體運輸服務、
非營利或慈善活動之現金收付、紙質票據之支付交易、證券或支付系統參與者間
之支付交易、支付服務提供者間之支付交易、關聯公司間之支付交易等526。
而在此些排除事項中，針對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a）「商業代理人」從事
支付交易、（h）「技術服務提供者」提供支付技術服務、（i）金融機構從事「附
帶或必須的支付服務」、（j）「有限用途電子貨幣」、（k）「中央銀行或授權

政 治 大
，本文認為應值得再深入探究其內涵。蓋此六款排除規定作為
PSA 附表
立

金融機構」提供數字支付代幣服務、（l）「有限用途數位支付代幣」等六款排除
規定527

‧ 國

學

一 Part 3 所著重創設與解釋之除外事項，除了影響現下眾多非銀行機構之經營模
式外，其對於「監理範圍」之重省與控制，也同樣展現出更為細緻之監管設計：

‧

一、 商業代理人

Nat

sit

y

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a）款規定，代表付款人或收款人所執行之

al

er

io

支付交易，若是由付款人或收款人授權之「商業代理人」（Commercial Agent）

n

為磋商或締結商品服務之銷售與購買而執行者，即不屬於本法所規範之支付服務。

Ch

i
Un

v

又依據附表一 Part 3 之定義規範，所謂「商業代理人」係指任何人從事代理他人

engchi

之授權業務者，且其目的是在代表該他人磋商或締結商品或服務之銷售與購買528。
觀察上述「商業代理人」之排除與定義規範，可得而知 PSA 也是採行歐盟
PSD2 相同之規範設計，明確將「商業代理人」納為法定排除事項，從而將過往
「同時代表買賣雙方」且「無實際磋商餘地」之電商平台或機構明確拒卻於本排
除規定之適用範疇。另外，對於「商業代理人」之適用說明，MAS 則舉以「經銷
商」（dealer）作為其典型之適用範例，例如：汽車經銷商作為汽車公司授權之代
理人，其在銷售汽車之過程中確實發揮磋商或締約之功能，則其代表汽車公司接

526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2.

527

Id.

528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2 &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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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顧客價金給付之行為，即得以適用「商業代理人」之排除規範529。
另外，在網路商務之實際應用場景中，本文觀察現下多數之新加坡美食外送
平台業者（如 Deliveroo、Foodpanda、WhyQ），也大多會在其契約條款中明訂：
「其契約之本旨是作為商品服務賣方或合作夥伴之代理人，以代理其促進、進行
或締結整個商品服務訂單之交易；商品服務賣方或其合作夥伴均已授權平台業者
代表其接受付款；並且平台業者於收受消費者之付款時，也將同時履行消費者對
於賣方或合作夥伴之支付價金義務530」。因此，此些外送平台業者作為商家之代
理人，在實際交易過程中扮演訂單交易締結與價金收受之中介者，即可能適用
PSA「商業代理人」之排除規範，而無需承受 PSA 之監管負擔。
二、 技術服務提供者

治
政
大
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h）款規定，以下任何技術服務（包括但不
立
限於），若是由任何「技術服務提供者」（Technical Service Provider）提供僅用
‧ 國

學

以支援支付服務（supports the provision of any payment service）且在任何時點，
均不佔有支付服務所生資金（enter into possession of any money）者，即不屬於本

‧

法所規範之支付服務：（i）處理與儲存數據服務；（ii）任何資訊技術安全、信

sit

y

Nat

任與隱私保護服務；（iii）任何數據與實體驗證（authentication）服務；（iv）任

io

供與維護服務531。

er

何資訊技術服務；（v）提供通訊網路服務；（vi）任何支付服務終端或設備之提

al

n

iv
n
C
觀察上述「技術服務提供者」之定義規範，得以推知
PSA 也是採行與歐盟
hengchi U

PSD2 相同之規範設計，明確將「不佔有支付服務所生資金」之單純技術提供者
納為法定排除事項。然而，應注意者是，針對「支付啟動服務」（PIS）與「帳戶
資訊服務」（AIS）等新興支付服務，PSA 則未若歐盟 PSD2 明確將其阻卻於「技
術服務提供者」之適用範疇外；也未將其作為獨立之監管業務類型。蓋 MAS 於
立法諮詢意見中即已明確表示，PSA 旨在監管實際「處理資金」或「收單交易」
之實體，對於僅處理數據而未處理資金之服務提供商將被視為「外包服務」
（outsourcing services）或「第三方服務」（third party service），並要求支付服務

529
530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0, at 9.
Deliveroo, Deliveroo Terms Of Service, https://deliveroo.co.uk/legal ; WhyQ, WhyQ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https://www.whyq.sg/terms-and-conditions（last visited: 2021.12.25）.

531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2.
167
DOI:10.6814/NCCU202200131

提供商在與外包服務商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合作時，應確保其數據服務符合技術風
險管理指南所訂定之相關標準532。因此，在 PSA 監管設計下，「支付啟動服務」
與「帳戶資訊服務」之提供者仍得以適用「技術服務提供者」之排除規範。
三、 特定金融機構從事「附帶或必須的支付服務」
依據 PSA 第 2 條第 3 段之定義規範，關於本法第 5 條第 2 段、第 13 條第 13
段與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i）款所指涉之「附帶支付服務」（incidental payment
service），係指支付服務是某人經營其他業務所附帶，且該支付服務係：（a）由
該人經營或提供，以支持該其他業務；（b）由該人提供以從事該其他業務533。
又依據 PSA 第 5 條第 2 段即規定：凡某人從事任何業務（亦即主要業務）

治
政
大
即輔助業務），而不論其「支付服務提供係與該主要業務相關或附帶」
（payment
立
service is related or incidental to the primary business）；且（b）該推定無法藉由「支

也提供任何支付服務時，（a）將推定（presumed）該人也從事支付服務業務（亦

‧ 國

學

付服務係與主要業務相關或附帶」之相關證據加以推翻534。

‧

再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i）款則規定：凡經《財務顧問法》、《保
險法》、《證券期貨法》或《信託公司法》授權或註冊之金融機構，其經營該些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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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令監管之活動時，所從事之「附帶或必須的支付服務」（solely in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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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necessary solely）即不屬於本法所規範之支付服務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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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以上定義規範，得以發現，PSA 對於商家經營主要業務時，所附帶從事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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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付服務，也將納入其之監管範疇。對此，MAS 也於立法解釋與諮詢意見中
明確表示：其規範目的主要在於推翻此前新加坡高等法院對於「Chinpo Shipping
Co (Pte) Ltd v Public Prosecutor [2017] SGHC 108」一案之見解536，亦即針對實體

532

533
534
535
536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10~11; See also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97, at 19.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3).
Id. Art 5(2).
Id. First Schedule, Part 2.
本案 Chinpo 船運公司主要從事船舶代理服務；然而，其卻同時為朝鮮之輪船公司提供代理匯
款服務，代理朝鮮輪船公司將過境費匯予巴拿馬運河之船運代理商，並從中收取手續費，涉
嫌違反舊《貨幣兌換和匯款業務法》
。對此，新加坡高等法院認定《貨幣兌換和匯款業務法》
所規範之行為主體應限於匯款業務經營，尚不包含匯款為其他核心業務之一部事件或流程；
然而，應由 Chinpo 船運公司舉證其所提供之匯款服務係與其船舶代理核心業務相關之事件，
方不構成非法匯款業務之經營。See Payment Services Bill Explanatory Statement, Clause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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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核心業務所附帶提供之支付服務，未來將直接推定為「支付服務」之業務經
營，並且不再給予其「附帶業務」之反證空間。因此，目前線上交易市場之電商
若其進行商品服務交易之同時，也附帶提供消費者相關支付服務，均不得再主張
其僅是從事主要業務之附帶支付服務，而得排除於本法之監管範疇537。
然而，有鑒於特定金融機構從事「附帶或必須之支付服務」，其所涉及之相
關風險均已受特定之金融法規高度監管，自不存在支付服務法規重疊監管之必要
性。因此，PSA 對於此類金融機構經營其核心金融業務時，所從事「附帶或必須
之支付服務」，即明確劃歸為本法所排除之事項538。
四、 有限用途電子貨幣

政 治 大

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j）款規定，任何人所提供之任何支付服務
係基於任何「有限用途電子貨幣」（limited purpose e‑money），即不屬於本法所

立

規範之支付服務。又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3 之定義規範，所謂「有限用途之電子

‧ 國

學

貨幣」係指以下任何一種「電子儲存金錢價值」（electronically stored monetary
value）539：

‧

（a） 任何電子儲存金錢價值僅在（或欲在）新加坡使用，並用於以下任何目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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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i）係作為對於發行者提供商品與服務之支付或部分支付手段；
（ii）係作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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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為對於「商品或服務之有限網絡」（limited network of providers of goods

n

or services）之任何成員提供商品與服務之支付或部分支付手段，且該「有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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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限網絡」係由發者與有限網絡成員達成商業協議，使每個有限網絡成員均

engchi

接受該電子儲存金錢價值作為其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支付或部分支付手段；
（iii）係作為發行者擁有、經營或管理之任何一個或多個物理場所內之任
何一個人，或該發行之「關聯公司」
（related corporation）或「聯營公司」
（associated company）540提供商品與服務之支付或部分支付手段，並且
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用戶無任何契約上權利得請求以任何貨幣退還其

537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Response to Feedback Received: Proposed Payment Services
Bill, at 8~9（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E2K5v0（last visited: 2021.12.25）.

538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9, at 17.

539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2.

540

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3 之定義規範，所謂「關聯公司」
（related corporation）係指新加坡《公
司法》規定發行者公司之控制公司或從屬子公司；所謂「聯營公司」則係指發行者公司投資
持有至少 20％但不滿 50%股權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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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之金錢價值餘額；
（2）電子儲存金錢價值若超過 100 新幣（或其他
等值貨幣），則不能以任何貨幣將未使用之金錢價值餘額退還給用戶，除
非發行者識別並驗證該身份之用戶；
（3）用戶不能由任何支付帳戶中將該
電子儲存金錢價值回贖兌換為貨幣；
（4）任何電子儲存金錢價值之支付帳
戶總額不得超過 1000 新幣（或其他等值貨幣）。
其中，所謂「商品或服務之有限網絡」則係指每個網絡成員均接受該
電子儲存金錢價值，作為支付或部分支付手段之以下任何群體：（a）僅基
於「加盟連鎖契約」
（franchise）組成之一群實體，且電子儲存金錢價值之
發行者亦係作為加盟主體之一部分；
（b）僅由電子儲存金錢價值之發行者
及其所有「關聯公司」組成之一群實體；（c）若發行者公司係在新加坡證

政 治 大

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則有限網絡僅包含該發行者與其所有「聯營公司」組

立

成之一群實體。

‧ 國

學

（b） 任何電子儲存金錢價值僅在（或欲在）新加坡使用，並且符合：（i）所有
電子儲存金錢價值皆係由公共機構所發行；或（ii）當發生發行人無法履行

‧

其電子儲存金錢價值進行有效支付之違約情形時，公共機構已完整擔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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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Nat

有發行人發行電子儲存金錢價值之全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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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何電子儲存金錢價值符合：（i）係以任何貨幣計價；（ii）係作為計劃之
一部分發行，其主要目的係在「促進」（promote）購買或使用發行者或該

n

al

Ch

i
Un

v

發行者指定商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iii）係在用戶購買發行者或該發行

engchi

者指定商家所提供之商品與服務時發行給各用戶；
（iv）係作為發行者或該
發行者指定商家提供商品與服務之支付或部分支付手段；
（v）非金融產品
之一部分；
（vi）用戶不能由任何支付帳戶中將該電子儲存金錢價值回贖兌
換為貨幣；（vii）若電子儲存金錢價值超過 100 新幣（或其他等值貨幣），
則不能以任何貨幣退還給用戶，除非發行者識別並驗證該身份之用戶。
觀諸以上「有限用途電子貨幣」之定義規範，得以發現，PSA 也是採行與歐
盟 PSD2 相同之排除規範設計，明確將「有限網絡儲值型工具」排除於規制範疇
外；然而，與歐盟 PSD2 相異者是，PSA 對於「有限網絡」之界定則提供更為具
體與限縮之操作：首先，未若歐盟 PSD2 對於「有限網絡」採用「特定」與「非
常有限範圍」等攏統用語，PSA 對於「有限網絡」是限定於發行者本身、發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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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公司」與「聯營公司」，抑或是與發行者存在「加盟連鎖」之相關實體；
再者，未若歐盟 PSD2 對於「有限網絡」之金額設定是規定年支付交易金流超過
100 萬歐元者具有通知與補授權義務，PSA 對於「有限網絡」則直接限定於單一
用戶之儲值金額不超過 1000 新幣者；最後，未若歐盟 PSD2 對於「有限網絡」是
採行完全中立性之定義，PSA 在其規範中則賦予更為強烈「洗錢與資恐防制」色
彩，其限定超過 100 新幣者不得直接回贖，除非發行者識別並驗證用戶身份。
五、 有限用途數位支付代幣
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l）款規定，任何「有限用途數位支付代幣」
（limited purpose digital payment token）之交易與促進交換服務者，即不屬於本法
所規範之支付服務。又依據附表一 Part 3 定義規範，所謂「有限用途數位支付代

政 治 大

幣」係指任何「非金錢客戶忠誠或獎勵積分」（non‑monetary customer loyalty

立

or reward point）；或任何「遊戲內資產」（in‑game asset）；或任何「類似數

‧ 國

學

位形式之價值表彰」（similar digital representation of value），其符合：（a）不
能退還予其發行人、轉讓或出售以換取金錢；（b）可能僅：（i）在非貨幣客戶

‧

忠誠或獎勵積分之情形下，用以作為發行者或該發行者指定商家提供商品與服務
之支付、部分支付或交換手段；（ii）在遊戲內資產之情形下，用以作為線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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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內虛擬實體或虛擬服務（或任何該遊戲相關事物）之支付或交換手段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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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以上「有限用途數位支付代幣」定義規範之觀察，可以發現，PSA 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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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非金錢客戶忠誠或獎勵積分」及「遊戲內資產」兩類概念，加以界定數位支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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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代幣之「有限網絡」，使部分資金與洗錢風險較低之功能型代幣或遊戲資產得
以排除於 PSA 之監管範疇外。另外，透過該定義規範，也得以為「數位支付代
幣」是否作為公眾或部分公眾接受之「交易媒介」提供合理的分界參考，亦即代
幣之目的若僅在於促進支付或交換有限的商品或服務時，則縱使該代幣是向公眾
發行，也不會認定其具「交易媒介」之性質而存在審慎監管之必要性。
六、 中央銀行或金融機構之數位支付代幣服務
依據 PSA 附表一 Part 2 第 2 條（k）款規定，中央銀行或金融機構提供任何
「中央銀行數位支付代幣」（Central Bank Digital Payment Token）之交易與促進
交換服務者，即不屬於本法規範之支付服務。又依據附表一 Part 3 之定義規範，
541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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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央銀行數位支付代幣」係指由中央銀行或中央銀行授權之金融機構（代
表中央銀行）所發行之任何數字支付代幣542。由此而知，PSA 本條排除規範顯是
在排除將來新加坡央行發行「央行數位貨幣」（CBDC）之情形，並同時也排除
中央銀行授權金融機構所發行之任何數字支付代幣，從而預留將來新加坡央行透
過銀行或非銀行機構推行「CBDC 雙層架構」之法制空間。
第三目

PSA 法定豁免規定

除了以上「法定排除清單」所列舉的特定活動或實體得以直接排除支付服務
之監管外；PSA 也設置諸多「法定豁免規範」（Exemption），使部分風險較低之
支付業務或已受其他金融法規嚴密監管之金融機構，也得以豁免許可牌照或部分
之監管要求。然而，在該些法定豁免規範，僅有「金融機構從事相關支付服務之

政 治 大

牌照豁免」係 PSA 本法第 13 條直接設置者；至於其他法定豁免規範，PSA 則是

立

授權由 MAS 制定《支付服務規則》（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PSR）另行創

‧ 國

較為重要之豁免規範，分別介紹之543：

學

設與規範。以下僅就「金融機構從事相關支付服務」及「限制型支付服務」兩項

‧

一、 金融機構從事相關支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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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PSA 第 13 條第 1 段規定：「除第 8 款另有規定外，以下實體經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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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服務業務，得以免除許可牌照之要求：（a）根據《銀行法》獲得許可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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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c）根據《金融公司法》獲得許可之金融公司；（d）根據《銀行法》第
hengch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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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b）根據《金融管理局法》批准為金融機構（financial institution）之商業

57 B 條獲得許可，在新加坡從事發行信用卡或簽帳卡業務者；（e）本法可能規
定之其他任何實體」544。
又依據同條第 2 段規定：「為符合本法規範，本法第 15 至 19 條、第 20 條
第 2 、4、5 段、第 23 條、第 24 條（關於支付機構之商業行為與資金保障）；
以及第 5 部分（關於牌照之審計與查核）之規定，於第 1 段（a）（b）（c）（d）
款所規範之主體從事『相關支付服務』（relevant payment service）時，也有適
用」。而所謂「相關支付服務」（relevant payment service），依據同條第 13 段

542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First Schedule, Part 3.

543

其他豁免事項詳見：PSR 第 27 條~第 33 條。

544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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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是指第 1 段各款所規範之主體從事帳戶發行、國內資金移轉、電子貨幣發
行、數位支付代幣等支付業務時，該些業務之經營「非僅附帶」（not solely
incidental）於其存款業務、收受資金、發行信用卡或其他金融業務者545。
因此，透過上述第 13 條第 1 段之豁免規範，將使傳統銀行或既有金融機構
得以豁免許可牌照要求。蓋此些機構作為受到更為審慎監管之主體，其相關之支
付服務風險均已受到有效之規制與緩解，尚無必要再透過 PSA 為重疊監管；然
而，為有效管控支付服務所產生之新興風險，避免法規範上存在非公平之競爭環
境，針對特定類型或性質之「相關支付服務」，PSA 第 13 條第 2 段與第 13 段仍
令該些豁免機構也應如同其他許可機構一般，皆需遵守本法關於商業行為、資金
保障與審計查核之特殊行為義務規範546。

政 治 大

另外，應區辨者是，上述 PSA 第 13 條所「豁免」之支付服務與前述 PSA 附

立

表一所「排除」之支付服務，應存在本質內涵與規範層面的差異。具言之，本法

‧ 國

學

所「豁免」之支付服務是針對金融機構也以支付服務作為其主要業務之一，且此
些支付服務在豁免規定之適用下，雖毋庸取得支付牌照，但仍須遵守本法特定之

‧

行為義務；而本法所「排除」之支付服務，則是針對金融機構經營主要業務時也
附帶從事之支付服務，且此些支付服務在排除規定之適用下，將毋庸取得支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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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限制型支付服務

sit

照，也毋庸遵守特定行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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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PSR 第 28 條第 1 段與第h2 段規定，對於符合以下要件之支付服務提供
engchi U

者，應得以豁免母法（PSA）第 5 條第 1 段、第 6 條第 4 段關於支付機構許可牌
照之要求547。
（a） 該人提供帳戶發行服務，並滿足以下所有要件：
（i）未獲得《支付服務（指

定時期豁免）規則》之豁免；
（ii）應不允許由其發行之任何支付帳戶中提
取任何貨幣；
（iii）僅在以下情況，允許由其發行的任何支付帳戶中向任何
人退還超過 100 新幣的貨幣（或等值的外幣）
：（A）賬戶持有人已向該人
（發行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且文件中載有持有人之有效照片；
（B）應

545

Id. Art 13(2) & (13)

546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97, at 5.

547

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2019), Art 28(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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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政策，在退款發生後應保留任何退款和相關身份證明文件紀錄至少五
年；
（iv）應不允許其發行之任何付款帳戶保有超過 1,000 新幣之貨幣或等
值電子貨幣；
（v）仍應遵守 PSA 第 19 條及第 20 條第 1 段（關於禁止提供
電子貨幣變現與禁止授予信貸）之規定；且（vi）該人原先應是適用 PSA
第 6 條第 4 段一般支付機構之規範要求，而非適用 PSA 第 6 條第 5 段大
型支付機構之規範要求（亦即不得構成大型支付機構之資金規模）；
（b） 該人提供國內資金移轉服務，並滿足以下所有要件：（i）尚未獲得本法其
他規定之豁免；
（ii）其業務僅涉及以下一種或多種交易類型：
（A）商品與
服務之支付係由可識別之來源提供；
（B）商品與服務之支付交易價值不超
過 20,000 新幣；
（C）任何交易之支付（除商品與服務之支付）係由可識別

政 治 大
條第 1 段（關於禁止授予信貸）之規定；且（iv）該人原先應係適用 PSA
立
之來源提供，且其交易金額不超過 20,000 新幣；
（iii）仍應遵守 PSA 第 20

第 6 條第 4 段一般支付機構之規範要求，而非適用 PSA 第 6 條第 5 段大

‧ 國

學

型支付機構之規範要求。

‧

（c） 該人提供跨境資金移轉服務，並滿足以下所有要件：（i）尚未獲得本法其
他規定之豁免；
（ii）其業務僅涉用於「商品與服務交易」之支付，且該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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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係由可識別之來源提供；
（iii）仍應遵守 PSA 第 20 條第 1 段（關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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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信貸）之規定；且（iv）該人原先應係適用 PSA 第 6 條第 4 段之規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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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而非適用 PSA 第 6 條第 5 段之規範要求；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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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人提供商戶收單服務，並滿足以下所有要件：
（i）未獲得《支付服務（指
定時期豁免）規則》之豁免；（ii）仍應遵守 PSA 第 20 條第 1 段（關於禁
止授予信貸）之規定；且（iii）該人原先應係適用 PSA 第 6 條第 4 段之規
範要求，而非適用 PSA 第 6 條第 5 段之規範要求；
（e） 該人提供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並滿足以下所有要件：（i）尚未獲得本法其
他規定之豁免；（ii）仍應遵守 PSA 第 20 條第 1 段與第 2 段（關於禁止授
予信貸與禁止將客戶資金或利息用以融資）之規定；且（iii）該人原先應
係適用 PSA 第 6 條第 4 段之規範要求，而非適用 PSA 第 6 條第 5 段之規
範要求548。
548

Id. Art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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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類別化豁免」（Class Exemptions）之規範目的，MAS 則明確強
調，其旨在使「客戶資金風險」與「洗錢與資恐風險」更為有限之支付業務模式
或機構規模，得以豁免於「一般支付機構」之許可牌照要求，從而真實反映其業
務風險比例，並避免對於微型或新創支付機構造成過高之監管負擔549。
而對於「客戶資金風險」與「洗錢與資恐風險」之限制與管控，PSR 主要是
透過「資金規模限制」、「交易價值限制」、「交易原因限制」及「金流識別限
制」等要件限制加以調控。例如：無論何種支付服務，PSR 均要求其在資金規模
上不得構成「大型支付機構」之金流門檻（300 萬或 500 萬新幣），從而初步限
制其客戶資金風險；又例如：透過帳戶額度與移轉額度之上限規範（1 千或 2 萬
新幣），也將進一步控制客戶資金與洗錢資恐之風險範圍；再例如：透過限制資

政 治 大
流得以藉由「實質交易」或「資金來源」等紀錄進行即時追蹤與勾稽，從而大幅
立
金移轉或帳戶退款應根據「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或「可識別來源者」，也將使金

降低洗錢與資恐風險。

‧ 國

學

第二款

PSA 對於「市場准入機制」與「客戶資金保障」之設計

‧

關於「市場准入機制」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理，PSA 主要是先藉由「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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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資格審查」、「資本與保證金要求」、「資金保障要求」與「業務行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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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監管措施加以形塑；再透過 PSA 第 103 條授權《支付服務規則》（PSR）訂定

n

之細部規範，以對於該些監管措施賦予更為細緻與具體之監理設計。另外，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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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本法針對相異機構規模之差異化監理設計，在該些監管措施之適用上，對於「一

engchi

般支付機構」與「大型支付機構」PSA 也課予不同程度之監管要求：
第一目

授權資格審查

依據 PSA 第 6 條第 9 段規定，申請人申請「一般支付機構」或「大型支付
機構」牌照者，均應符合相關之審查要件，使主管機關得以確保支付機構之健全
性與審慎管理。其審查要件包含：申請人為新加坡境內註冊或境外成立之公司；
申請人在新加坡具有永久性營業地點或註冊辦事處；申請人之執行董事應為新加
坡公民或永久居民，並經 MAS 依據本法第 34 條之批准；申請人應滿足規定之財
務要求（financial requirements）；申請人應滿足 MAS 所公布「相關人員從事 MAS

54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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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活動之合適與適當標準指南」（Guidelines on Fit and Proper Criteria），以及
本法第 28 條之股權控制要件；申請人滿足特定之操作與治理要求。
第二目

資本與保證金要求

關於支付機構之財務要求，PSA 則要求一般支付機構與大型支付機構，均應
符合特定之「初始資本要求與持續性要求」；另外，為確保大型支付機構於破產
或退場時之客戶資金償付能力，PSA 則特別課予大型支付機構「保證金要求」。
一、 初始與持續資本要求
依據 PSA 第 6 條第 9 段（d）款及 PSR 第 8 條規定，一般支付機構或大型支
付機構許可牌照之申請人，應滿足以下「初始財務要求」：

政 治 大

（a） 一般支付機構許可牌照之申請人：（i）若係在新家坡註冊成立，其設立資

立

本額（base capital）不得少於 10 萬新幣；
（ii）若係外國公司，其總公司資

‧ 國

學

本額（head office funds）不得少於 10 萬新幣；

（b） 大型支付機構許可牌照之申請人：（i）若係在新家坡註冊成立，其基本資

‧

本額不得少於 25 萬新幣；（ii）若係外國公司，其總公司資本額不得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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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萬新幣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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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據 PSA 第 6 條第 12 段（a）款及 PSR 第 12 條規定，每個一般支付機構

v

或大型支付機構在其牌照之有效期間內，均應滿足以下「持續性財務要求」：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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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支付機構：
（i）若係在新家坡註冊成立，其基本資本額不得少於 10 萬
新幣；（ii）若係外國公司，其總公司資本額不得少於 10 萬新幣；
（b） 大型支付機構：
（i）若係在新家坡註冊成立，其基本資本額不得少於 25 萬
新幣；（ii）若係外國公司，其總公司資本額不得少於 25 萬新幣551。
關於上述「初始與持續性財務要求」之數額設置，MAS 特別說明，其設置目
的主要是在確保支付機構在經濟和金融壓力時期擁有足夠的資源得以繼續經營
其支付服務業務，因此該數額設置主要是衡量不同規模支付機構所可能產生之運
營損失或股息支付等成本；且該數額設置也是參考英國、澳洲與香港對於受監管

550

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2019), Art 8.

551

Id. Ar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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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所設置之最低財務要求、評估支付機構之商業競爭力，並考慮客戶資金
保護之有效性後，所做出合理且充足之門檻設計552。
二、 保證金要求
依據 PSA 第 22 條規定：「（1）每個大型支付機構均應向管理局提交指定數
額之『保證金』（security），確保該大型支付機構得以履行其對於支付服務用戶
之義務。（2）前段規定之保證金應係：（a）現金繳存（cash deposit）之形式；
或（b）滿足管理局要求之銀行擔保形式；或（c）管理局在特定情形下所允許之
形式。（3）若大型支付機構之許可牌照已放棄、失效或被撤銷，管理局得以在必
要範圍內，將大型支付機構繳納之保證金用以償付其對於支付服務用戶未履行或
求償之款項」。

治
政
又依據 PSR 第 13 條規定：「母法（PSA）第 22大
條規定大型支付機構應向管
立
理局提交指定數額之保證金係指：（a）若在一個年度內，大型支付機構接受、處
‧ 國

學

理與執行之『支付交易總價值』每個月未超過 600 萬新幣，則大型支付機構對於
每一項支付服務，均應繳納 10 萬新幣之保證金；（b）若超過 600 萬新幣，則大

‧

型支付機構對於每一項支付服務，均應繳納 20 萬新幣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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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上述「保證金要求」之數額設置，MAS 強調其目的僅在於初步為客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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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設立小緩衝，避免支付機構破產所帶來之客戶資金風險，且將來隨著監管規則

v

n

之實踐，有更多數據得以檢視該數額設置是否足以作為保護客戶資金之安全網時，
553

則可再次調整之
第三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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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保障要求

依據 PSA 第 23 條第 1 段至第 4 段規定，從事國內資金移轉服務、跨境資金
移轉服務、商戶收單服務、電子貨幣發行服務、其他法定支付服務之大型支付機
構，應確保在收到客戶任何「相關資金」（relevant money）之下一個營業日結束
前（針對國內資金移轉服務、跨境資金移轉服務、商戶收單服務），或收到客戶
任何相關資金時起（針對電子貨幣發行服務），為該相關資金提供以下任何一種
資金保障方式：（a）由「保障機構」（safeguarding institution）提供「責任承擔』
55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onsultation Paper : Proposed 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at 9~10（April.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NX2XWm（last visited: 2021.12.25）.

553

See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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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taking），以對客戶之相關資金負全額責任；（b）由保障機構為相關資
金提供全額「保證」（guarantee）；（c）將相關資金存放於保障機構之「信託
帳戶」（trust account）；（d）其他可能規定之形式554。
其中，所謂「保障機構」（safeguarding institution），則係指新加坡之商業銀
行或其他可能 MAS 認可之金融機構555。又針對大型支付機構採行「責任承擔」、
「保證」與「信託帳戶」等三種資金保障措施之內容，PSR 第 14 條、第 15 條及
第 16 條規定則給予更為具體之規範556。而其重點主要在於大型支付機構在採行
任一種資金保障措施時，均應詳盡且定期評估保障機構提供任一保障措施之「適
合性」（suitability），確保客戶在支付機構破產時，相關資金之未來追索不存在
任何條件或限制，並且以書面形式向客戶揭露相關資金已透過保障機構提供任一
保障措施。

立

政 治 大

關於上述「資金保障」之方式設置，MAS 則特別說明其主要在於更為平衡且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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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地確保支付機構用戶之相關「在途資金」（funds in transit）與「電子貨幣餘
額」（e-money float）。因此，MAS 參考英國對於在途資金的保障標準，要求支

‧

付機構應在「T+1 基礎」上保護用戶之在途資金；並參考澳洲與香港對於儲值支
付工具之保障標準，要求支付機構應在「T0 基礎」上保護用戶電子貨幣餘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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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針對「責任承擔」、「保證」與「信託帳戶」三種資金保障措施，MAS 除了

er

io

給予支付機構擇一採用之空間外，其「保障機構」也不再限於傳統商業銀行，而

n

al

ni
C h557
U
地緩減支付機構之法遵成本與障礙 e。
ngchi

v

是包含其他 MAS 認可之金融機構，以提供支付機構更多非銀行保障選項，合理

而以上資金保障措施，也均是針對「大型支付機構」所為之規制，對於客戶
資金風險較低之「一般支付機構」，則無庸符合該保障措施要求；且 PSR 第 17
條亦有規定對於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如前述金融機構從事相關支付服務者），
則仍有上述資金保障要求之適用。然而，應注意者是，在 2021 年新修訂之「PSA
修正法案」中，MAS 也對於第 23 條「資金保障措施」之規制範圍（主體）作出
部分修正：未來除大型支付機構機構外，MAS 將得以衡酌公眾之資金保護需求，

554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3(1)~(4).

555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3(1)~(4).

556

Payment Services Regulations (2019), Art 14~16.

557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37, at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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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提供特定支付服務類型之「被許可人」，要求其仍須踐行資金保障規範558。
因此，未來從事部分支付服務之一般支付機構，亦可能須遵循相關資金保障規範。
另外，值得關注者是，針對「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客戶資金保護規範，原
先 PSA 與 PSR 尚未對於從事數位支付代幣服務者有任何具體之要求；然而，考
量到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也存在強烈之資金保護需求，在 2021 年 1 月新修訂之
「PSA 修正法案」中，MAS 對於「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資金保護措施也作出
進一步之授權規範559。
詳言之，依據 PSA 修正法新增第 21 之 A 條「關於被許可人提供數位支付代
幣服務之附加要求」之規定，未來 MAS 將可透過 PSR 之細部規範，要求提供數
位支付代幣服務之被許可人滿足「客戶資產與自身資產之混合程度」、「持有資

政 治 大

產之限定數量或百分比」、「保護客戶資產與數據之方式」、「破產保險」、「監

立

控持有客戶資產之方式」、「數位支付代幣賬戶可以包含或轉出之數量」、「被

‧ 國

第四目

學

許可人將收取資金用於其他任何商業活動之方式」等規則560。
業務行為限制

‧

關於支付機構之業務行為限制，PSA 則是要求一般或大型支付機構禁止「從

y

Nat

sit

事信貸或收受存款等活動」（No Consumer Lending or Activity Similar to Deposit

al

er

io

Taking），並確保「消費者支付賬戶之額度限制」（Caps on Personal Payment

v

n

Accounts），以合理限制支付機構所產生之業務風險規模561。

Ch

engchi

一、 禁止從事信貸或收受存款活動

i
Un

依據 PSA 第 20 條規定：「（1）被許可人不得在新加坡從事向任何人提供任
何信貸業務；（2）從事提供電子貨幣發行業務之被許可人：（a）不得出借任何
客戶之金錢；且（b）不得使用任何客戶資金或從任何客戶資金中賺取之任何利
息，以作為被許可人開展任何實質性範圍內業務活動之資金……」。藉由本條明

558

55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Explanatory
Statement.; 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section 23.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4, at 11~12.

560

Payment Services (Amendment) Act (2021), Amendment of section 21A. 然而，應說明這是，截
至本文完成為止，MAS 仍未針對此授權規範之內涵，詳細修訂《支付服務規則》
（PSR）。
因此，PSA 對於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監理規範尚未能完整呈現。

561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37, at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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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禁止支付機構經營「信貸業務」或「收受存款」等資金風險較高之融資業務，
將有效控管支付機構之核心業務與風險本質，並明確劃分支付機構與存款機構
（DPI）之業務界線562。
二、 確保支付賬戶之電子貨幣額度
依據 PSA 第 24 條第 1 段及 PSR 第 18 條規定，從事帳戶發行服務之大型支
付機構應確保向支付服務用戶發行之個人支付賬戶：（a）包含之電子貨幣不得超
過 5,000 新幣（或等值外幣）；且（b）在一年之任何時期內，移轉之電子貨幣不
得超過 30,000 新幣（或等值的外幣），但移轉至以支付服務用戶個人名義開設或
指定之「個人存款賬戶」不在此限563。

治
政
大
限」（stock cap）及「年流量上限」（annual flow cap），將得以有效限制用戶之
立
潛在資金損失規模；且由於電子貨幣並不受存款保險之保護，該上限規定亦將使
對此，MAS 強調本條之設置目的，主要在於透過個人電子錢包之「儲值額上

‧ 國

學

電子貨幣更側重於個人之日常交易使用，並保持電子貨幣與銀行存款之區隔564。
PSA 對於「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

‧

第三款

y

Nat

除了上述「支付機構准入」與「客戶資金保障」之監管設計外，PSA 也為支

io

sit

付機構提供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而此些規範主要即顯見在 PSA 授權 MAS 針對

n

al

er

「使用者保護風險」、「洗錢與資恐風險」、「支付互通性風險」、「技術與網

i
Un

v

絡安全風險」四大關鍵風險，所訂立之各式「行為通知與指南」（Notices and

Ch

engchi

Guidelines）及相關權限上。本文僅就該四大風險之規制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目

使用者保護風險之規範

對於「使用者保護風險」之規制，MAS 之規範重點主要顯見在「客戶資金保
障」（funds protection）、「行為與揭露」（conduct and disclosures）與「資金訪
問保障」（funds access protection）三大層面。其中針對「客戶資金保障」之規制
已詳如前述，故以下僅說明「行為與揭露」與「資金訪問保障」之規制內容。
一、 行為與揭露
56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0, at 27.

563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4.

564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37, at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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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為與揭露」之規制，MAS 主要是透過《業務行為通知》（PSN07）
與《披露與訊息通知》（PSN08）兩項行為通知，以針對相異類型之支付機構或
支付服務，為被許可人或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提供相應之「業務行為」與「訊息
揭露」指導。例如：《業務行為通知》即要求「國內資金移轉服務」之提供商應
於 T+3 日內完成客戶指定之匯款、「國外資金移轉服務」之提供商應於 T+7 日
內完成客戶指定之匯款；《披露與訊息通知》針對「數位支付代幣服務」即要求
服務提供商應向客戶揭露「數位支付代幣投資與購買」等特定風險警示565。
二、 資金訪問保障
關於「資金訪問保障」之規制，MAS 主要是藉由修訂《電子化支付用戶保護
指南》（Guidelines for E-Payments User Protection），以針對「錯誤解決流程」

政 治 大

與「未授權交易之用戶責任上限」，為各金融機構設置統一標準化之指導，從而

立

避免使用者對於不同被許可人所設置之相異錯誤解決流程或未授權交易責任上

‧ 國

學

限而感到困惑566。以下分別說明《電子化支付用戶保護指南》之規範重點：
首先，依據《電子化支付用戶保護指南》第 2 章之定義規範，該指南所稱「受

‧

保護帳戶」
（protected account）應僅限於「擁有超過 500 新元餘額（或信貸餘額）

sit

y

Nat

之支付帳戶」567。對此，MAS 則特別解釋，其是鑒於低價值支付工具通常難以成

io

er

為詐欺對象，且為鼓勵用戶像對待現金一樣，妥善保管此類低價值支付工具，因
此資金訪問保護應旨在保護「高價值支付賬戶」之損失；又參考英國與澳洲所訂

n

al

Ch

i
Un

v

定之保護標準，遂將受保護帳戶限定為超過 500 新元者568。

engchi

再者，依據《電子化支付用戶保護指南》第 3 章、第 4 章與第 6 章之規範，
支付帳戶之使用者或持有者應負有「提供必要聯繫資訊與接收交易通知」、「保
護帳戶訪問代碼」、「報告未經授權交易」、「提供未經授權交易資訊」等行為
義務；權責金融機構則負有「明確告知用戶相關保護措施」、「提供交易通知與
報告」、「提供用戶索賠資訊」、「提供用戶免費申報管道」、「負責評估與調

565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Consultation Paper: Proposed Payment Services Notices and
Guidelines, at 14~20（Jul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mvlb0G（last visited: 2021.12.25）.

566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36.

567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Guidelines for E-Payments User Protection, at 5（September.
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95VA7X（last visited: 2021.12.25）.

568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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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用戶索賠」等行為義務。其中較為重要者是，該指南要求權責金融機構應在用
戶交易後 21 日內完成索賠調查，並在 7 日內盡力追回用戶所丟失之款項569。
最後，依據《電子化支付用戶保護指南》第 5 章之規範，「未經授權支付交
易」之損失責任分配，主要分為下表 4-2 所列之三種情形：
損失責任分配

行為規範內容


帳戶持有人符合該《指南》第 3 章所規範之行為標準，
且不存在任何嚴重疏忽（recklessness）。

無責任



未經授權支付交易係因權責金融機構或其承包商之作為
或不作為所造成。



未經授權支付交易係因其他任何第三方之作為或不作為

帳戶持有人未符合該《指南》第 3 章所規範之行為標準，
或未經授權支付交易係因帳戶持有人或使用者之嚴重疏

y

Nat

無限責任

所造成。

‧



學

帳戶持有人符合該《指南》第 3 章所規範之行為標準，

‧ 國

1,000 新元上限

政 治 大
且不存在任何嚴重疏忽（recklessness）
。
立



n

er

io

al

sit

忽（recklessness）所造成。

v

表 4-2：MAS 對於「未授權電子化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之規範570
第二目

Ch

洗錢與資恐風險之規範

engchi

i
Un

關於「洗錢與資恐風險」之規制，MAS 是透過《洗錢與資恐防制通知—特定
支付服務》（PSN01）與其通知指南，以對於特定類型或性質之支付服務提供者
（包含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分別課予相應之洗錢與資恐防制義務。此外，考
量到加密資產具備高度之匿名性、移轉性與跨域性，存在更高之洗錢與資恐風險，
MAS 則另外透過《洗錢與資恐防制指南—數位支付代幣服務》（PSN02）與其通
知指南，以特別對於「數位支付代幣服務」之提供者課予更為嚴密且特殊之洗錢
與資恐防制義務。以下僅分別說明上述兩項通知之規範重點：

56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67, at 14~15, 18~19.

570

See Id, at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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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洗錢與資恐防制通知—特定支付服務》（PSN01）
PSN01 通知主要是針對從事「帳戶發行服務」、「國內資金移轉服務」、「國
外資金移轉服務」與「貨幣兌換服務」等實體所為之規範；至於從事「商戶收單
服務」與「電子貨幣發行服務」者，則不屬於 PSN01 通知規範之實體。對此，
MAS 則特別說明其主要是參考目前國際洗錢與資恐防制慣例，對於「商戶收單
服務」與「電子貨幣發行服務」兩項洗錢與資恐風險程度較低之活動，尚無庸加
之以洗錢與資恐防制義務571。
另外，應注意者是，針對前述「限制型支付服務」之豁免服務提供商，由於
其所提供之支付服務均已透過「資金規模限制」、「交易價值限制」、「交易原
因限制」及「金流識別限制」等法定要件加以調控，亦屬於洗錢與資恐風險程度

政 治 大

較低之活動，從而亦毋須遵循 PSN01 通知之要求572。

立

而依據 PSN01 通知之規範，對於符合上述特定類型或性質之支付服務提供

‧ 國

學

者（包含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即應在風險基礎方法上，踐行其通知指南所指
示之產品與技術風險評估、客戶盡職調查（包含強化與簡化程序）、交易監控、

‧

篩選、可疑交易報告、記錄保存、內部政策與培訓等洗錢與資恐防制措施。

sit

y

Nat

二、《洗錢與資恐防制通知—數位支付代幣服務》（PSN02）

er

io

PSN02 通知則是針對「數位支付代幣服務」提供者所為之規範，對於該通知

al

n

iv
n
C
建議，以及 FATF《虛擬資產與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風險基礎方法指引》針對虛
hengchi U
MAS 則特別強調，其規範內涵主要是參考前述《FATF 標準》第 15 項、第 16 項

擬資產服務提供商設置之行為要求。因此，在規範上，PSN02 通知即特別將「指
定支付服務」廣泛定義為包含：「數位支付代幣服務」、「數位支付代幣轉移服
務」以及「託管錢包服務」等數位支付代幣活動，以期符合《FATF 標準》第 15
項建議之廣泛行為劃定。

571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484, at 29. 本文推測其可能是考量到「商戶收
單服務」多數是基於金融機構所發行之信用卡或簽帳卡交易，且其資金移轉也均是基於「商
品或服務支付」等實質交易者，透過用戶金融卡之交易資訊或實質交易背後之原因關係，即
可輕易追查到收付款人之真實身分與金流目的，已大幅降商戶收單之洗錢與資恐風險；而「電
子貨幣發行服務」依據目前國際規範，客戶通常不得請求將電子貨幣餘額直接轉換為現金，
客戶僅可將電子貨幣餘贖回至其傳統金融機構帳戶，透過傳統金融機構作為電子貨幣儲值與
變現性之唯一出入口，即可輕易追查到電子貨幣之金流與回贖者之真實身分，大幅降低電子
貨幣之洗錢與資恐風險。

572

See Id.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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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PSN02 通知與其指南除了對於產品風險評估、客戶盡職調查（包含強
化與簡化程序）、交易監控、篩選、可疑交易報告、記錄保存、內部政策、審計
與培訓等洗錢與資恐防制措施做出有別於上述 PSN01 之規制外573，其也特別著
重 FATF 第 16 項建議關於「旅行規則」（Travel rule）之實踐。例如：PSN02 通
知第 13 段即要求數位支付代幣服務提供商，無論客戶移轉資金之金額為多少，
均應共享發起人與受益人之相關資訊（包含：雙方雙方姓名、雙方錢包地址、移
轉金額與資產種類等）；當移客戶轉資金超過 1,500 新元時，數位支付代幣服務
提供商則需要共享更廣泛之資訊（包含：雙方住址或商業地、雙方身分證號、發
起人出生或註冊日期、發起人出生地或註冊地等）；並且當客戶是將數位支付代
幣傳輸至私人或不受託管之錢包時，則應採取加強之風險緩解措施574。
第三目

支付互通性風險之規範

立

政 治 大

關於「支付互通性風險」之規制，MAS 主要是藉由以下 PSA 之授權規定，

‧ 國

1.

學

從而獲得實施支付互通性之相關權限，以消除支付系統與支付服務之破碎化：
依據 PSA 第 25 條規定，MAS 可根據「確保支付賬戶與支付系統間之互通

‧

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
「支付系統當前參與者與運營商之利益」
、
「將來可能

sit

y

Nat

需要或希望成為支付系統參與者之利益」等考量，以書面通知之方式指示支

io

er

付服務提供商（包含大型支付機構、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本法第 100 條特
殊豁免者）需遵循以下事項，確保支付服務提供商發行之任何支付賬戶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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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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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付系統間具備互通性：（a）依照 MAS 認為適當之條款與條件，成為特定支

engchi

付系統之參與者；（b）與特定支付系統之運營商達成協議575。
2.

依據 PSA 第 26 條規定，MAS 可根據「確保不同支付系統間之互通性是否
符合公眾利益」
、
「支付服務提供商採用通用標準之利益」
、
「將來可能需要或
希望採用通用標準之人之利益」等考量，以書面通知之方式指示運營支付系
統之支付服務提供商（包含大型支付機構、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本法第 100
條特殊豁免者）
，在 MAS 認為適當之條款與條件下，採用任何「通用標準」
，
以確保不同支付服務提供商所運營之不同支付系統間具備互通性576。

573
574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25, at 7~9.
See Id, at 10.

575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25.

576

Id. Art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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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 PSA 之授權規定，MAS 將可直接透過公權力強制令支付服務提供
商遵循相應之行為義務。例如：MAS 將可對於指定之支付系統運營商、大型支
付機構、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如銀行機構）施加「訪問制度」
（Access regime），
以強制該些實體均應允許其他第三方訪問其系統577；MAS 也可強制該些實體均
應參與一個「通用平台」（Common platform），以促使消費者得以廣泛使用互
通性之支付賬戶（如電子錢包與銀行賬戶）；另外，MAS 也可要求該些實體均應
採用「通用標準」（common standard）之二維碼或 POS 終端機等，以促使消費
者與商家均得以廣泛使用通用之支付方式578。
然而，對於上述互通性之授權，是否會造 MAS 公權力濫用之疑慮。對此，
MAS 則強調其將與支付生態系統之所有利益關係人保持密切協作，並且根據

政 治 大
唯有在具備顯著之互通性利益與結果下，MAS 才能發動任何互通性之權力
立

PSA 規定之前提要件，其將謹慎平衡支付系統運營商與支付服務提供商之利益，

技術與網絡安全風險之規範

。

‧ 國

學

第四目

579

關於「技術與網絡安全風險」之規制，MAS 則是透過《技術風險管理通知》

‧

（PSN05）、《網絡衛生通知》（PSN06）以及既有之《技術風險管理實踐指南》，

sit

y

Nat

為大型支付機構與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提供相應之技術與網絡安全管理指導。

er

io

其中《技術風險管理通知》主要是針對支付機構關鍵 IT 系統之「可靠性」、

al

iv
n
C
要是針對支付機構「帳戶保護管理」、「應用安全修補」、「安全標準基準」、
hengchi U
n

「可用性」與「可恢復性」提供相應之技術風險管理原則；《網絡衛生通知》主

「反惡意軟件措施」及「加強用戶身份驗證」等方面提供相應之網絡安全管理原
則；《技術風險管理實踐指南》則是 MAS 為各金融機構（包含支付機構）提供
相關 IT 風險管理原則之最佳實踐，其更加詳細指導各支付機構如何建立健全之
技術風險管理框架、加強網絡安全控制、增強系統彈性，並實施強而有力之身份
驗證措施保護客戶數據、交易與系統等。

577

例如：2020 年 11 月 MAS 即宣布符合條件之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可以直接訪問 FAST 與 PayNow
等銀行系統之零售支付基礎設施，使用戶能夠在銀行賬戶與電子錢包間以及不同電子錢包間
進行實時資金轉賬。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have
Access to FAST and PayNow（November. 2020）, https://reurl.cc/52Mxp7（last visited: 2021.12.25）.

578

例如：MAS 所推行之 SGQR 二維碼即有望成通用之支付方式。

579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0, at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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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支付服務法》之「支付系統指定制度」
《支付服務法》Part 3「支付系統指定制度」（Designation Regime）是延續
過往《支付體系監督法》（PSOA）之規範制度而來，該制度是賦予 MAS 得以依
據 PSA 第 42 條規定，基於金融穩定、競爭效率或其他公共利益考量，將銀行或
非銀行支付機構所運營「具有系統重要性之支付系統」（Systemically Important
Payment System, SIPS）或「具有廣泛使用性之重要支付系統」（System Wide
Important Payment System, SWIPS ）劃歸為「指定支付系統」（Designated
Payment System, DPS）580；並得以透過較為宏觀之審慎監理規範，以嚴格規制
或此些指定支付系統之運營者、結算機構或參與者，避免此些指定支付系統之營
運中斷構成金融穩定風險或影響金融系統信心581。以下僅簡要說明 PSA「支付系
統指定制度」之規範重點：

立

政 治 大

一、MAS 對於 DPS 之廣泛規制權限

‧ 國

學

首先，依據 PSA 第 44 條規定，MAS 得以書面通知之形式，令指定支付系統
之參與者、運營商或結算機構遵循適當之行為條件或限制（包含：可能從事之活

‧

動、應保持特定標準、法人運營要求），並且 MAS 可以隨時更改任合條件或限

sit

y

Nat

制582。因此，藉由本條規定，即初步賦予 MAS 對於指定支付系統之廣泛規制權

io

理規範，從而具備相應之運營可靠性及財務穩健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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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以確保指定支付系統之參與者、運營商或結算機構，遵循相應之宏觀審慎監

i
n
C
U
hengchi
二、DPS 運營商或結算機構之訊息通知與揭露義務

v

依據 PSA 第 48 條至第 50 條規定，指定支付系統之運營商或結算機構應將
特定事件之發生即時通知 MAS；且其必須以規定之形式、方式與頻率向 MAS 提
交特定報告或回報；對於其主要業務或股權變動，也應儘速通知 MAS583。因此，

580

例如：新加坡 MEPS +支付系統，作為銀行間大額支付之樞紐，其運營之中斷可能會導致新加
坡金融體系之系統性崩壞，即屬於「具有系統重要性之支付系統」
；又例如：新加坡 FAST、
GIRO、NETS 等公眾廣泛使用之小額支付系統，其運行之中斷可能會影響公眾對於支付系統
或新加坡金融系統之信心，即屬於「具有廣泛使用性之重要支付系統」
。而以上支付系統目前
均屬 MAS 所監管之「指定支付系統」
。See Id. at 14.

581

Payment Services Act (2019), Art 42.

582

Id. Art 44.

583

Id. Art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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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些規定，指定支付系統之運營商或結算機構將對負有廣泛之訊息通知與揭
露義務，從而避免 MAS 再監管上之資訊不對稱性。
三、MAS 對於 DPS 實施訪問制度之權限
依據 PSA 第 51 條規定，MAS 將可基於公眾利益之考量，令指定支付系統
之參與者、運營商或結算機構在適當之條款與條件下，實施支付系統的相關「訪
問制度」（access regime），以確保訪問制度之公平且不具歧視性584。對此，本
條規定除了在於確保新加坡零售或大額支付系統之開放性外，主要也是在呼應前
述 PSA 第 26 條所賦予 MAS 實施互通性之權力。
四、MAS 對於 DPS 運營商或結算機構之股權與人員控制權限

政 治 大

依據 PSA 第 58 條至 67 條規定，MAS 對於指定支付系統運營商之股權控制

立

享有規範權限（如特定運營商之股權限制），並且對於指定支付系統運營商與結

‧ 國

學

算機構之重要人員也享有控制權限（如執行長或董事之適格性）585。藉由此些規
定，MAS 將可避免指定支付系統為特定運營商或參與者之所壟斷，從而維護公

‧

眾與其他支付機構仍得以公平地使用或訪問指定支付系統。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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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五、MAS 對於 DPS 運營商或結算機構之審計、檢查與緊急處置權限

er

io

依據 PSA 第 68 條至 83 條規定，指定支付系統之運營商或結算機構應負有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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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也得以不時對於運營商或結算機構實施金融檢查；並且對於運營
hengchi U

審計義務，且 MAS 也得以為運營商或結算機構委任一名審計人員進行特定之帳
目審計；MAS

商或結算機構發生嚴重信用問題，而無法適當履行其支付義務時，MAS 也得以
實施如「接管」或「控制」等相關緊急措施586。

584

Id. Art 48~50.

585

Id. Art 58~67.

586

Id. Art 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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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日本作為電無現金支付比率相對落後之已開發國家，近年來也是極力推行零
售支付基礎設施與法制之革新587，其除了早在 2009 年即創設支付專法為各式非
銀行支付服務提供統一之法源與監管基礎外，在 2016 年日本更是透過支付專法
將加密資產等新興金融支付工具納為監管。因此，相較於亞洲諸國，日本對於非
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形塑自相對較為快速且成熟，從而也值得我國所觀察與借鑑。
而日本對於「支付業務」之監管，主要是由《銀行法》、《資金結算法》與
《分期付款銷售法》（割賦販売法）三部法律所共同建構588。然而，其中《銀行
法》主要是在處理「銀行匯兌業務監理」；《分期付款銷售法》則是在處理信用
卡、信用卡收單等後支付工具之「消費者信貸監理」，此兩者均與本文主要探討

政 治 大

之「非銀行支付監理」較無關聯，故本文僅著重探討《資金結算法》對於各式非

立

銀行支付服務與支付機構之監理589。以下將先行探討《資金結算法》之監理歷程

‧ 國

學

與框架；再分別探討《資金結算法》對於「預付支付工具」、「資金移動」、「加
密資產」之監理設計；最後再介紹《資金結算法》之其他重要規範。

‧

第一項 《資金結算法》之監理歷程與框架

y

Nat

io

sit

《資金結算法》之監理歷程

er

第一款

在 2009 年以前，依據日本《銀行法》（1981 年第 59 號法案）之規定，僅有

n

al

Ch

i
Un

v

銀行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金融機構得以從事「匯兌業務」。而所謂「匯兌業務」

engchi

（為替取引），依據日本最高裁判所之判例解釋，係指「非透過現金之直接傳輸，
而係藉由異地間之資金傳輸機制，達成客戶之委託或指示」（平成 13 年 3 月 12
日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廷の判例）590。因此，在最高裁判所對於「匯兌」之廣泛

587

藍欣，日本非銀行支付服務市場監管研究，金融監管 2021 年第 2 期，頁 26~29，2021 年。

588

経済産業省，決済横断法制論について，頁 10~11，2019 年 4 月，https://reurl.cc/V5zKQy（最
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589

然而，應說明者是，日本對於「支付啟動服務」
（PIS）與「帳戶資訊服務」
（AIS）等不涉及客
戶資金之非銀行支付服務，係透過 2017 年《銀行法》修訂「電子支付代行業者」
（電子決済
等代行業）加以規制。See Koichi Miyamoto & Hajime Taura, Amendments to Legislation on
Electronic Payment Intermediate Service Providers, at 1~2 （ June. 2017 ） ,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52dqXy（last visited: 2021.12.25）.

590

See Takaharu Totsuka, Ayako Kuyama & Toshihiro Nakamur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Payment Services Business-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at 1 （ October. 2009 ） ,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6Ddgdd（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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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下，任何涉及「資金價值傳輸或移轉」之業務均可能落入《銀行法》對於「匯
兌業務」之規制。而此規制也導致日本創新支付之發展在斯時產生諸多限制與寒
蟬效應，多數非銀行機構僅可選擇遊走在「匯兌業務」之模糊邊界，繼續為大眾
提供創新非銀行支付服務591。
直到 2009 年，隨著零售支付之需求日趨蓬勃，日本政府始意識到《銀行法》
對於「資金移轉」之規制，以及既有之《預付式憑證規制法》（前払式証票の規
制等に関する法律），已難以應對斯時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發展與風險。日本
金融廳遂於 2009 年 6 月制定《資金結算法》為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提供統一之
監管法源，並一併廢止《預付式憑證規制法》592。
而後，日本在經歷 2014 年 Mt. GOX 比特幣交易所破產事件，以及 FATF 等

政 治 大
識到對於加密資產監管之必要性，遂於
2016 年修正《資金結算法》，明確地將
立
國際金融監管組織對於加密資產之洗錢與資恐防制要求後，日本金融廳也逐漸意

‧ 國

學

「虛擬通貨」（仮想通貨）納入《資金結算法》之監管範疇，並對於「虛擬通貨
交換業者」設置諸多行為規範與監管措施593。

‧

近期，隨著日本政府對於「加密資產監理」之研究，以及對於「功能性與跨

y

Nat

領域金融法制」（機能別・横断的な金融規制体系）之革新，在監理思維之變遷

io

sit

下，日本金融廳也重新省思對於「支付法制」之監管架構與方法594。遂於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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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及 2020 年 6 月日本金融廳前後兩次大幅修正《資金結算法》，將「虛擬通

i
Un

v

貨」正式更名為「加密資產」（暗号資産），以搭配《金融商品交易法》（金融

Ch

engchi

商品取引法）之修正，提供加密資產用戶更具保護性之監管措施595；並且賦予非
銀行支付服務更符合風險基礎之監管架構與方法596。

591

See Kazutoshi Sugimura, Masaru Itatani & Masaki Bessho, Banking Business and Fund Transfer
Transactions: Scope of Bank Regulation（March. 2017）,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Okr7L9（last
visited: 2021.12.25）.

592

蔡英欣，電子支付法制之建構—以日本支付服務法為例，全國律師第 14 卷第 8 期，頁 44~45，
2010 年 8 月。

593

蔡英欣，試論虛擬貨幣之監理與法律定位—以日本法為中心，管理評論第 36 卷第 4 期，頁
55~56，2018 年 10 月。

594

See Susumu Tanizawa, Chika Igarashi & Akihiro Shiba, Regulatory Reforms for Payment Services
and One-Stop Financial Services Brokerage., at 1（March. 2020）

595

See Akira Tokutsu, The ‘Independence Day’ of Payments Law? Fintech’s Impact on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Japan, in REGULATING FINTECH IN ASIA（Toshiyuki Kono eds.）, at 154~157（2020）

596

See Ren Yatsunami, Legislative Developmenton Crypto-Assets in Japan: Revisions to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etc., in REGULATING FINTECH IN ASIA（Toshiyuki Kono eds.）, at 163~16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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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資金結算法》之監理框架

《資金結算法》之監理框架主要是透過「分章規範」之方式，將「預付支付
工具」（第二章）、「資金移動」（第三章）、「加密資產」（第三章の二）、
「資金結算」（第四章）等四種支付服務，以不同章節分別予以監管597，從而使
日本金融廳得以根據上述四種支付服務之「支付風險」與「業務本質」，設置相
應之准入規範與審慎監理要求。其中「預付支付工具」、「資金移動」、「加密
資產」主要是針對「非銀行支付服務」所為規範，此亦為本文主要探討之重點；
至於「資金清算」則是針對銀行間「大額支付結算機構」所為規範，與非銀行支
付監理較無關聯，故本文尚不加以探討598。
而日本金融廳之所以將「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區分為「預付支付工具」、

政 治 大
本質」加以考量，以對於具有相同
立 「經濟功能性」之支付服務進行相同之法規範；

「資金移動」、「加密資產」三種類型加以規範，主要也是從支付服務之「業務

‧ 國

學

然而，應注意者是，《資金結算法》並非採用一步到位之規範模式，該法也並未
網羅經濟社會所現存之各種支付服務，蓋在立法過程中，立法者即明確表示，現

‧

階段法制度之整備，僅係針對各界已取得共識之事項進行規範，至於目前各界尚
未達成共識之事項則作為未來之立法課題，因此對於部分支付服務，立法者是有

y

Na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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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支付服務即有著不同的考量與排除規範。

sit

意將之暫時排除599。由此可見，《資金結算法》在監理之「範圍定義」上，各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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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另外，《資金結算法》第 1 條開宗明義即言明，本法之監理目的係「透過登

Ch

engchi

記等必要監理措施，以促進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非存款機構之資金移動、加密
資產之交換，並保障支付服務用之戶安全性」600。因此，若詳觀《資金結算法》
之規範，可以發現，該法是透過「事後申報制」（届出）、「事前登記制」（登
録）、「許可准入制」（認可）三種層級化之「准入規範」設計601，對於應受監
管之支付服務設置差異化之「准入審查措施」與「客戶保護措施」602。

597

資策會電子商務組，剖析日本支付法制－資金結算法，產業評析，頁 1~2，2015 年 1 月。

598

蔡英欣，同註 592，頁 44~45。

599

同前註，頁 46~47。

60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1 条。

601

藍欣，同註 587，頁 28。

602

羅沛君、余海春，金卡生活，日本第三方支付監政策管研究，2019 年 6 月，
https://m.mpaypass.com.cn/news/201906/10141633.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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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對於以下「預付支付工具」、「資金移動」、「加密資產」之監理探
討，本文亦將著重在《資金結算法》各章，個別賦予其之「範圍定義」、「准入
審查措施」與「資金保護措施」；至於「其他監理面向規範」本文僅簡要介紹之。

第二項 《資金結算法》「預付支付工具」之監理
第一款

「預付支付工具」之定義與類型劃分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預付支付工具」（前払式支
払手段）係指「（1）以電磁方法將金額或數量價值儲存於票證、電子儀器或其他
形式上，而以對價取得該等價值所發行之票證、號碼、記號或其他形式，得以透
過提示、交付、通知或其他使用形式，作為向發行者或發行者所指定者購買或租

政 治 大
價記載於票證、電子儀器或其他形式上，而以對價取得該等價值所發行之票證、
立

用商品與勞務之價金清償工具；（2）以電磁方法，將與商品或服務數量相對之對

號碼、記號或其他形式，得以透過提示、交付、通知或其他使用形式，向發行者

‧ 國

學

或發行者所指定者請求提供商品或勞務」603。透過上述定義規範，「預付支付工

‧

具」將廣泛包含任何形式（包含實體或無實體）之儲值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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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所謂「自家型預付支付

sit

工具」（自家型前払式支払手段），係指僅可用於發行者處（包含主管機關規定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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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與該發行者有緊密關係之人）之預付支付工具；所謂「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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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第三者型前払式支払手段），則係指除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以外之預付支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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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chi

具，亦即其使用範圍非僅限於發行者或與發行者具緊密關係者處，而是包含與發
行者具備契約關係之「特約店」（加盟店）604。另外，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6 項及第 7 項規定，所謂「自家型發行人」（自家型発行者）係指已提交本
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之書面通知者；所謂「第三者型發行人」（第三者型発行
者），則係指已依本法第 7 條登記註冊之法人605。
由上可知，《資金結算法》如同前述歐盟與新加坡之立法，其也是將「預付
支付工具」區分為「自家型」（即有限用途電子貨幣）與「第三者型」（即多用

60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 条 1 項。

604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 条 4 項、5 項。

605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 条 6 項、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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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電子貨幣）兩種類型；然而，《資金結算法》卻未如歐盟與新加坡之立法例，
是將有限用途之支付工具「排除」於非銀行支付法規之監理範疇，其反而是將該
兩種類型均納入其監理範疇，從而適用差異化之監理設計606。
第二款

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之准入審查規範

而《資金結算法》對於「自家型」與「第三者型」之差異化監理設計，最主
要即顯見在該兩者之「准入審查規範」中，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自家型發行者之申報通知規範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 條規定，若發行者所發行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之「基
準日未使用餘額」於超過規定之基準額（1,000 萬日圓）時607，則發行者應向主

政 治 大
與地址、法人之資本額、營業所或辦事處地址、基準日未使用餘額、預付支付工
立

管機關提交「申報通知書」（届出書），該申報通知書應詳載如：發行者之名稱

‧ 國

學

具之名稱與種類、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內容與方式、預付支付工具之使用期限、
外包廠商資訊、受理用戶投訴或諮詢之聯繫管道等基本資訊608。

‧

由此可知，《資金結算法》對於「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發行」係採行「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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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申報」之准入規範模式，且僅有發行之未使用餘額於法定「基準日」前超過 1,000

io

sit

萬日圓時，自家型發行者始依法負有申報義務。至於未超過基準額之自家型發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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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於其存在之資金風險相對較低，則可不受《資金結算法》之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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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另外，詳觀《資金結算法》第 5 條規定，亦可發現，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之

engchi

發行人資格並不限於「法人團體」，無人格之社團或甚至是個人也可為之。對此，
推敲其理由可能即在於：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相較於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其
僅限於在發行人處所使用，法律與資金結算關係自僅存在於買賣雙方之間，尚不
涉及其他第三方，且其所得購買之勞務或商品皆較為有限，流通性上自受有較大
之限制，所擔負之金融機能也相對較低，因此尚無庸強制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之
發行人資格須為組織化之法人團體609。

606

資策會電子商務組，同註 597，頁 2~3。

607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所謂「基準日」是指每年 3 月 31 日與 9 月 30 日。

608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5 条。

609

黃亞森，同註 367，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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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第三者型發行者之登記審查規範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從事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之發
行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登記」（登録），並同時檢附如下列「記載事項」之登
記申請書，以供主管機關審查與造冊：發行者之名稱與地址、法人之資本額、營
業所或辦事處地址、法人代表人姓名、基準日未使用餘額、預付支付工具之名稱
與種類、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內容與方式、預付支付工具之使用期限、外包商資
訊、受理用戶投訴或諮詢之聯繫管道等610。由此可知，《資金結算法》對於「第
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發行」，係採行「事前登記」之准入規範模式。
而除了上述「記載事項」外，《資金結算法》第 10 條也同時列舉九款「登
記審查事項」，以作為主管機關予以拒絕登記之事由611。而此些「登記審查事項」

政 治 大

同時也表彰著《資金結算法》對於第三者型發行者之「資格限制」，對此本文僅

立

就以下二個較為重要之「登記審查事項」加以說明之612：

‧ 國

學

一、 發行人應以「法人團體」為限

‧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之
發行人資格應係以「法人團體」為限，且外國法人也應以在日本具有營業處或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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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者為限。對此，推敲其限制之理由可能即在於，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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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具有較複雜之三方關係，且其所發行之支付工具具備較

v

n

高之流通性，亦具備較高之金融功能，因此須以較為組織化之法人團體為限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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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n

然而，應注意者是，本條對於「法人團體」之資格限制，並非以「股份有限
公司」為限，任何具備法人格之團體均可為之；且其也未限定第三者型預付支付
工具發行者須以「專業經營」為限。因此，諸如：零售業、通訊業、電信業、網
購業等法人公司，在日本均可「兼營」從事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614。

61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7 条、第 8 条。

611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10 条。

612

其他 7 個「登記審查事項」為「未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預付支付工具所得購買之商品或勞務
不會構成公共秩序之危害」、
「尚未建立健全之加盟店支付系統者」
、
「未遵循本法第 2 章規定
者」
、
「欲使用與現存業者相同或容易誤認之名稱、商號者」
、
「遭撤銷登記而未滿五年者」
、
「違
反本法或本法相當之外國法令而受刑罰者」
、
「管理職員有不適任之情形者」
。

613

黃亞森，同註 367，頁 117。

614

資策會電子商務組，同註 597，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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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行人應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淨資產額」限制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資金結算法施行令》（資金
決済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5 條規定，原則上第三者型發行者之最低淨資產額
（純資産額）應為 1 億日圓，除非第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符合特定之地域限制要
件，則最低淨資產額可降低為 1,000 萬日圓或 0 日圓615。由此可知，《資金結算
法》對於第三者型發行者，也是透過「資本額門檻」之准入機制，加以確保發行
者具備良好之營業基礎與體質。
第三款

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之客戶資金保護規範

關於《資金結算法》對於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之「客戶資金保護規範」主要

政 治 大

是透過「發行保證金」（発行保証金）之「提存」（供託）、「擔保」（保全契
約）及「信託」（信託契約）三種資產保全措施，以及客戶對於保證金之「法定

立

優先受償權」加以形塑。以下分別說明之：

‧ 國

學

第一目

發行保證金之提存

‧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當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之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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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使用餘額超過法定「基準額」（1000 萬日圓）時，發行者應向離其主要營業處

sit

所或辦事處最近之官方存管機構，提存至少為「基準日未使用餘額半數」（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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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未使用残高の二分の一の額）之發行保證金。又依據同條第 3 項規定，提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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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除了金錢以外，國債、地方政府債券或其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公司債券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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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然其債券之價值評估應依循主管機關之規定加以認定616。
第二目

發行保證金之擔保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5 條規定，若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與符合主管機關
規定之存款機構簽訂「擔保契約」，以擔保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破產時，仍得以
滿足主管機關之要求，則發行者得以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在該擔保契約之存續期
間內，免除其全部或部分之提存義務；然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7 條規定，主
管機關基於保護預付支付工具客戶利益之必要，仍得令已簽訂「擔保契約」之發
行者，提存部分或全部之發行保證金。

615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5 条。

616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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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發行保證金之信託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若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與信託公
司簽訂「發行保證金信託契約」，則發行者得以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在信託契約
之信託額度內，免除其全部或部分之提存義務；然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7 條
規定，主管機關基於保護預付支付工具客戶利益之必要，仍得令已簽訂「擔保契
約」之發行者，將部分或全部信託財產之已實現利益，提存為發行保證金617。
另外，應說明者是，以上「提存」、「擔保契約」及「信託」三種資金保全
措施在選擇與實施上並非相互排斥之關係，而是得以同時存在與實施，因此透過
此三種資金保全措施之多元競合，發行者將擁有更為彈性之法遵與資金調度空間。
第四目

法定優先受償權

政 治 大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31 條規定，預付支付工具之持有人對於發行保證金
立
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且當預付支付工具之持有人申請實行權利，或

‧ 國

學

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啟動破產程序時，主管機關得以基於保護預付支付工具持
有人利益之必要，令持有人應於公告之債權申報期間內（至少 60 日），向主管

‧

機關申報求償618。而透過此「優先受償權」之規範，將更加鞏固上述資產保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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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之其他監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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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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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於客戶資金之保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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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資金結算法》對於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之「其他監理規範」，主要是

Ch

engchi

顯見於「本金退還規定與限制」、「消費者權利保護」及「資訊安全與外部委託
管理」等方面。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本金退還規定與限制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0 條第 1 規定，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若有業務全部
或部分停止，或遭登記冊撤銷之情形時，應向預付支付工具之持有人返還全部未
使用餘額；且依據同條第 2 項規定，發行者應將辦理退款之程序、退款申請期（不
少於 60 日）等事項予以公告，並告知預付支付工具之持有人619。

617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16 条、第 17 条。

618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1 条。

619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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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上述發行者有業務停止或登記冊撤銷之情形，得以將用戶之未使
用餘額予以退還外，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0 條第 5 規定，發行者於一般正常
運營情形下，應禁止將未使用餘額退還予用戶，除非符合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退款
金額較小之情形，且不妨礙發行預付支付工具業務之健全管理。而其限制之原因
主要在於，透過本金退還之限制，將使「預付金」與「存款」（預り金）或「匯
兌業務」（為替取引）有所區隔，從而避免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有變相經營「收
受存款」或「匯兌業務」之疑慮620。
第二目

消費者權利保護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3 條規定，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應根據主管機關
規定，向用戶提供如：發行者之名稱與商號、預付支付工具可用於支付之金額、

政 治 大

預付支付工具之期限、受理用戶申訴與諮詢之聯繫管道等必要資訊，以確保用戶

立

擁有完整之知情權621。

‧ 國

學

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應根據
主管機關規定，採取必要保護措施，以保障預付支付工具之用戶，並確保業務之

‧

健全和適當管理。而針對「用戶保護措施」之實施與設置，《預付支付工具內閣

sit

y

Nat

府令》（前払式支払手段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3 條之 2 與第 23 條之 3 規定則

io

失（如未授權交易）之賠償政策與其他應對措施622。

n

al

第三目

Ch
資訊安全與外部委託管理

engchi

er

給予更為具體之規範，其中較為重要者是，發行者應制定並發布有關客戶遭受損

i
Un

v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1 條規定，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應根據主管機關
規定，採取必要之安全管理措施，以防止與發行業務相關之資訊洩露、丟失或損
壞623。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1 條之 2 規定，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將部分
預付支付工具發行業務委託予第三方時，發行者應根據主管機關規定，為業務委
託之第三方提供指導，並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以確保該委託業務之適當和安全運行。

620

資策會電子商務組，同註 597，頁 2~3；蔡英欣，同註 592，頁 48。

621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1 条。

622

See Takane Hori et al., Fintech Newsletter: Publication of Cabinet Order and Cabinet Office
Ordinance on the Revision of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2020, at 17~19（March. 2021）,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r1YDL4（last visited: 2021.12.25）.

62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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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資金結算法》「資金移動」之監理
第一款

「資金移動業」之定義與範圍劃分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所稱「資金移動業」係指銀行
等存款機構以外從事「匯兌業務」（為替取引）者。是以，針對「資金移動業」
之範圍界定，即須審視非銀行業者所從事之業務是否構成「匯兌業務」。而關於
「匯兌業務」之認定，則如前述，由於日本《銀行法》與《資金結算法》並未對
於「匯兌業務」給予明確之定義，導致日本學說與實務上向來均是參照最高裁判
所之判例解釋，謂「匯兌業務」者係指「非透過現金之直接傳輸，而係藉由異地
間之資金傳輸機制，達成客戶之委託或指示」。

治
政
大
均可能落入《銀行法》與《資金結算法》之規制範疇，進而造成打擊過廣之窘境。
立
因此，為有效限縮上述定義之規制範圍，日本學說與實務上向來均會透過如「匯
而在上述判例之廣泛行為定義下，即導致任何涉及「資金價值傳輸」之業務

‧ 國

學

款請求」（資金移動の依頼）、「收款代理權」（代理受領権）或「原因關係」
（原因関係）之有無，加以限縮「匯兌業務」之包攝範圍，以避免其涵蓋過多不

Nat

y

‧

應受監管或無須受監管之業務行為624。

sit

例如：針對下圖 4-5 所示之便利超商（コンビニ）提供「代收款項服務」（収

er

io

納代行）或「貨到付款服務」（代金引換）是否構成「匯兌業務」，在《資金結

al

iv
n
C
債務人「收款代理權」之授予，以及「原因關係」之債務清償所為之資金移轉行
hengchi U
625
n

算法》立法前，多數學者即認為「代收款項服務」及「貨到付款服務」，係基於

為，尚不構成《銀行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匯兌業務」 。而後，在 2009
年《資金結算法》立法時，經過產官學之立法討論後，立法者也明確表示：由於
此類代收款項交易中，債務人在向收款代理人付款時即會發生債務清償之效力，
因此縱然收款代理人嗣後無法向債權人完成款項給付，債務人也不會面臨「雙重
支付」之風險，而債權人通常為一般企業經營者，對於收款代理人之選擇應具有
風險評估與承擔之能力；且此類代收款項業務在現實上並未發生任何重大侵害消
費者權益之事件，為避免降低消費者付款之便利性，故暫不將「代收款項服務」

624

平岡克行，銀行法 2 条 2 項における「為替取引」概念に関する考察（1），早稲田法学会誌
第 66 巻 2 号（2016）
，頁 457~458；平岡克行，銀行法 2 条 2 項における「為替取引」概念
に関する考察，銀行法 2 条 2 項における「為替取引」概念に関する考察（2）
，頁 391~393。

625

平岡克行，同註 624，頁 458；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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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貨到付款服務」納入《資金結算法》「匯兌業務」之定義範疇626。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圖 4-5：傳統超商「代收款項服務」（収納代行）之運作模式627

‧

然而，近年來隨著諸多不同商業模式之「代收款項服務」相繼出現（如拆帳
應用程式），日本金融廳也逐漸意識到應有必要重新審視此些新興「代收款項服

Nat

sit

y

務」是否應納入《資金結算法》「匯兌業務」之定義範疇。蓋如下圖 4-6 所示，

er

io

此些新興「代收款項服務」之提供者已不再限於傳統便利超商，而係包含如

al

iv
n
C
プリ事業者），或線上拆帳應用程序等業者（割り勘アプリ事業者）；且其所代
hengchi U
n

Amazon、等大型網路購物公司或網路市場平台（ネットオークション・フリマア

理收款之債權人亦不在限於一般企業經營，而係包含一般消費者；甚至部分業者，
在代理收款之同時也會提供消費者履約中介擔保等「託管服務」（エスクローサ
ービス）。因此，當債權人與債務人均為一般消費者時，此些新興「代收款項服
務」對於債權人與債務人即具備信用風險，從而引發監管之疑慮628。

626

金融審議会金融分科会第二部会，資金決済に関する制度整備について，頁 11~14，2009 年
1 月 14 日，https://www.fsa.go.jp/singi/singi_kinyu/tosin/20090114-1.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627

圖片來源：金融庁，金融審議会「決済法制及び金融サービス仲介法制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
・グループ」（第 2 回）参考資料，頁 8，2019 年 10 月 24 日，https://reurl.cc/DZOVGm（最
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628

金融審議会，決済法制及び金融サービス仲介法制に関するワーキング・グループ報告，
2019 年 12 月 20 日，頁 16~18，https://reurl.cc/1okoaD（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198
DOI:10.6814/NCCU202200131

政 治 大
而在上述之考量下，日本金融廳遂於
2020 年 12 月大幅修正《資金結算法》
立
圖 4-6：新興「代收款項服務」（収納代行）之運作模式629

‧ 國

學

時，新增第 2 條之 2 規定，以對於「匯兌業務」（為替取引）之定義範圍給予更
為明確且具體之規範。依據現行《資金結算法》第 2 條之 2 規定：受金錢債權人

‧

（受益人）之委託、轉讓或其他類似指定第三方形式，從而作為收取此金錢債權
之代理人者，其自行或透過其他受託人，代表債權人收受債務人或其受託人所償

y

Nat

sit

還之金錢債權資金，並將該資金移轉至債權人（不包含現金之直接交付）時，若

er

io

其資金移轉行為滿足「受益人是個人」（不包含個人作為企業或出於營業目受益

al

n

iv
n
C
630
。又依據《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1條
hengchi U
者）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要件」時，其行為即該當「匯兌業務」（為替取引）

之 2 規定，所謂「其他要件」則係指滿足以下任一情形：

（1） 收款代理人收受債務人所償還之金錢債權資金時，債務人對債權人之金錢
債權仍不消滅（即債務人有雙重支付風險）；
（2） 債權人之金錢債權係因資金借貸或信貸而生，且債務人係作為連帶債務人
之一向收款代理人償還金錢債權（如收款代理人為拆帳應用程序業者）；
（3） 同時滿足：
（i）並非「金錢債權人對於債務人存在對待給付，且在債權人提
出對待給付時或之前，收款代理人不會將債務人已償還之資金移轉予債權

629

圖片來源：金融庁，同註 627，頁 9。

63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2 条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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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ii）並非「收款代理人對於金錢債權之原因契約形成具備不可
或缺之參與，且僅有在債權人同意下收款代理人始得移轉債務人償還之資
金」631（即收款代理人並非提供託管服務）。
由上可知，目前《資金結算法》對於「代收款項」之支付模式中，若債權人
及債務人雙方均為一般消費者時，即認為具有消費者保護之必要性，且該保護必
要性又限定於「債務人有雙重支付風險」、「收款代理人為拆帳應用程序業者」、
「非託管服務」等情形。至於，為何本次《資金結算法》修正不將「託管服務」
納入監管，對此日本金融廳則強調，其主要是考量「託管服務」可通過同時履約
機制防止交易各方間發生糾紛，且其目前仍不存在嚴重之社會與經濟問題，故暫
時不將「託管服務」納入「匯兌業務」之定義範疇632。

政 治 大

是以，目前在日本，對於同時提供「代理收款服務」與「託管服務」之網購

立

公司或網路市場平台，其仍無須依《資金結算法》取得資金移動業之登記牌照。

‧ 國

學

而對於欲避免受《資金結算法》監管之代收款項服務業者，也可以選擇在消費者
定型化契約中即向用戶表明如「當經營者收到用戶一方（買方）之付款時，用戶

sit

y

資金移動業之差異化監理類別

Nat

第二款

‧

間（買賣雙方）即完成債務結算」等相關條款。

er

io

2020 年 6 月修正前之《資金結算法》及《資金結算法施行令》對於「資金移

al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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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得以向日本金融廳申請「資金移動業」之登記牌照。又推敲此「數額規範」之用
hengchi U
n

動業」之准入規範，係限於非銀行機構從事 100 萬日元以下之小額匯兌服務，始

意，其應旨在將「資金移動業」限定為零售小額之支付服務提供商，以避免其過

度涉及銀行之大額支付業務，進而造成信用風險問題。然而，此「數額規範」作
為一刀式之分類切割，在極度缺乏彈性之情形下，即導致欲從事 100 萬日元以上
之高額匯兌服務者，僅可選擇依據《銀行法》申請「銀行」許可牌照；並導致欲
從事極小額之匯兌服務者，既使其業務風險未若一般經營百萬日元以下之匯兌服
務提供者，亦僅得遵循《資金結算法》對於「資金移動業」之單一規範633。

631

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1 条の 2。

632

See Takane Hori et al., supra note 622, at 2~6.

633

根據金融廳之調查，大眾對於 100 萬日圓以上之海外匯款是有其需求及必要的；且現實中約
有 90%之匯款是不超過 5 萬日圓。金融庁，金融サービスの利用者の利便の向上及び保護を
図るための金融商品の販売等に関する法律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案 説明資料，202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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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有鑒於上述「數額規範」缺乏彈性，已難以符合「相同業務，相同風
險，相同監管」之差異化監管原則，日本金融遂於 2020 年 6 月修正《資金結算
法》時，對於「資金移動業」提供更為彈性之規範框架（規制の柔構造化）634，
以擴大資金移動業者之範圍，促進日本無現金支付之發展635。
又依據現行《資金結算法》第 36 條之 2 及《資金結算法施行令》第 12 條 2
之規定，所謂「第一類資金移動業」係指除第二類資金移動業與第三類資金移動
業以外之資金移動業；而所謂「第二類資金移動業」是指從事 100 萬日元以下之
小額匯兌服務者（除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外）；「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則是指從事
5 萬日元以下之極小額匯兌服務者636。
由上可知，目前《資金結算法》是依據匯兌服務之單筆數額上限，將「資

政 治 大

金移動業」劃分為下頁圖 4-7 示之「經營百萬日元以上之高額匯兌服務者」、

立

「經營百萬日元以下之小額匯兌服務者」、「僅經營五萬日圓以下之極小額匯

‧ 國

學

兌服務者」等三種類別，並分別適用差異化之監理規範。以下即接續介紹《資
金結算法》針對該三種「資金移動業」類型，所設置之差異化「准入審查規

‧

範」與「客戶資金保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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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資金移動業之差異化監理類別637

月，頁 7，https://reurl.cc/EZbl1R（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634

金融審議会，同註 628，頁 5~6。

635

Akihito Miyake, Shunsuke Aoki, Ken Kawai, New beginning - Japan’s One-Stop Financial Service
Intermediary and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Payment Services, （June. 2020）
https://www.iflr.com/article/b1m63436xksyq4/japan-new-beginning（last visited: 2021.12.25）.

636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6 条の 2；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12 条の 2。

637

圖片來源：金融庁，同註 633，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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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資金移動業之准入審查規範

如上圖所示，《資金結算法》針對「第一類資金移動業」、「第二類資金移
動業」及「第三類資金移動業」是分別適用「事前登記制」（登録）與「許可准
入制」（認可）兩種准入規範模式，故以下將就該兩種准入規範分別予以介紹。
第一目

資金移動業之登記審查規範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37 條及第 38 條規定，從事資金移動業者，應先向主
管機關「登記」（登録），並同時檢附如下列「記載事項」之登記申請書，以供
主管機關審查與造冊：業者名稱與地址、資本額、營業所或辦事處地址、公司董
事及審計委員、會計顧問、資金移動業類型、資金移動業務之內容與方式、外包

政 治 大

商資訊、從事其他業務之類型與資訊，以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業務或必
要措施說明等文件638。

立

又除了上述「記載事項」外，《資金結算法》第 40 條也同時列舉 10 款「登

‧ 國

學

記審查事項」，以作為主管機關予以拒絕登記之事由 639。此些「登記審查事項」

‧

同時也表彰著《資金結算法》對於資金移動業者之「資格限制」，對此本文僅就
以下二個較為重要之「登記審查事項」加以說明之640：

y

Nat

er

io

sit

一、 資金移動業者應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資金移動業者之資格應係

n

al

Ch

i
Un

v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且外國公司也應以在日本具有營業處者為限。對此，

engchi

推敲其限制之理由可能即在於，資金移動業者相較於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具有
較複雜之資金仲介與信用關係，因此需以較為組織化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641。然
而，應注意者是，本條並未限定資金移動業者須以「專業經營」為限。因此，諸
如：零售業、電信業、網購業等法人公司，在日本均可「兼營」從事資金移動。

638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37 条、第 38 条。

639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0 条。

640

其他 8 個「登記審查事項」為「外國資金移轉業者在日本不具代表人者」、「尚未建立適當且
安全之資金移轉系統者」、「不具備本法第 3 章規定必要措施者」
、
「欲使用與現存業者相同或
容易誤認之名稱、商號者」、「遭撤銷登記而未滿五年者」
、
「違反銀行法、出資法或其他相當
之外國法令而受刑罰者」、「經營其他業務有違反公共利益者」
、
「公司董事、審計委員或會計
顧問有不適任情形者」
。

641

黃亞森，同註 367，頁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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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金移動業者應具備足以適當且安全地進行資金移動業務之財務基礎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資金移動業者若不具備足
以適當且安全地進行資金移動業務之財務基礎者，主管機關應拒絕登記。因此，
雖然《資金結算法》並未如要求第三者型預付工具發行者般，要求資金移動業者
也須具備相當之「最低淨資產額」，然而透過本條規範，主管機關對於資金移動
業者之財務健全性將富有更具彈性之審查與要求權限642。
第二目

第一類資金移動業之許可審查規範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0 條之 2 規定，資金移動業者預從事第一類資金移
動業時，應根據主管機關之規定，制定載有以下事項之「業務實施計劃」（業務

治
政
大
之電子數據處理系統之管理方法；（3）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且資金移動業
立
者欲變更務實施計劃時，亦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主管機關對於上述授權許可，
実施計画）並獲得主管機關授權許可：（1）匯兌金額上限；（2）用於進行匯兌

‧ 國

學

亦可附加必要之條件643

‧

又依據《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9 條之 2 及第 9 條之 3 規定，除了上述
「匯兌金額上限設置」、「電子數據處理系統管理方法」等事項外，資金移動業

y

Nat

sit

者所提交之「業務實施計劃」也應包含及說明：「如何提供匯兌服務」、「提供

er

io

匯兌之國家或地區」、「防止洗錢或資恐之制度」、「確保履行本法第 51 條之 2

al

v

n

關於『資金流滯限制』之制度」、「發生業務事故之風險管理系統」、「確保匯

ni
C h644。
兌業務可靠性之必要措施與系統」
U
engchi

然而，應注意者是，資金移動業者並非不可同時經營上述「第一類資金移動
業」、「第二類資金移動業」或「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僅是資金移動業者對於
「第一類資金移動業」之帳戶或服務之提供，應與「第二類資金移動業」或「第
三類資金移動業」有所區隔，並踐行額外「授權許可規範」與「行為義務」645。

642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0 条。

64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0 条の 2。

644

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9 条の 2、9 条の 3。

645

See Takaharu Totsuka et al., Revisions to Cabinet Order, Cabinet Office Ord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Guidelines Concerning Three Classifications of Fund Transfer Services, etc., at 3
（April. 2021）, available at https://www.amt-law.com/asset/pdf/bulletins2_pdf/210422.pdf 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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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資金移動業之客戶資金保護規範

關於《資金結算法》對於資金移動業者之「客戶資金保護規範」主要是透過
「履行保證金」（履行保証金）之「提存」（供託）、「擔保」（保全契約）及
「信託」（信託契約）三種資產保全措施、「銀行存管措施」（預貯金等管理）、
「客戶資金留滯之限制」（滞留資金の規制）、「客戶資金信貸之禁止」以及客
戶對於履行保證金之「法定優先受償權」等規制加以形塑，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履行保證金之提存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3 條第 1 項及《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資金移動業者應按照下列各項資金移動業務類型，向離其總公

政 治 大
算）：（1）從事第一類資金移動業務者，應計算每個工作日之「應履行保證金」
立
（要履行保証額），並且應在各該工作日起二個工作日內提存多於上開應履行數
司最近之官方存管機構提存履行保證金（每一項資金移動業務類型均應分別計

‧ 國

學

額之保證金（要履行保証額以上の額）；（2）從事第二類資金移動業務或第三類
資金移動業務者，應計算每一週之「應履行保證金」，並且應在各週期之末日起

‧

三個工作日內提存多於上開期間所應履行數額之保證金（期間中の要履行保証額

sit

y

Nat

の最高額以上の額）646。

er

io

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3 條第 2 項以及《資金結算法施行令》第 14 條之

al

n

iv
n
C
h e n g c59h 條第
（各営業日における未達債務の額）加上第
i U 1 項所生之「權利實行程序

規定，所謂「應履行保證金」係指資金移動業者「各個工作日中未完成之債務」

之手續費」（権利の実行の手続に関する費用の額）。又若上開數額等於或小於
1,000 萬日圓時，則其應履行保證金為 1,000 萬日圓；但從事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務
者，若其已踐行本法第 45 條之 2 所規定「存管比率」（預貯金等管理割合）達
百分之百者，則其應履行保證金為零日圓647。
透過上述「應履行保證金」之計算規範，可以發現，《資金結算法》主要係
透過「資產擔保之適足率」以及「全額以上之資產保全義務」，以隔離資金移動
業者之破產風險，使客戶資金既使在業者破產時，仍可獲取足額之填補。

646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3 条 1 項；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11 条 1 項、2 項。

647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3 条 2 項；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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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可發現，《資金結算法》係依據不同資金移動業務類型，適用相異
之資產保全規範。例如：對於從事「第一類資金移動業務」者，由於其存在之客
戶資金風險相對較高，故要求業者必須以每個工作日為「擔保充足性之計算頻率」
，
並縮短「接收客戶資金到踐行資產保全義務之時間差」至二個工作日內；至於從
事「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務」者，由於其客戶資金風險相對較低，則可適度放寬其
「擔保充足性之計算頻率」與「接收資金到踐行資產保全義務之時間差」648，甚
至當其已充分（100%）踐行「銀行存管措施」，使客戶資金獲得完全隔離時，其
亦無須再履行任何資產保全措施。
第二目

履行保證金之擔保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4 條規定，若資金移動業者與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

政 治 大

存款機構簽訂「擔保契約」，以擔保資金移動業者破產時，仍得以滿足主管機關

立

之要求，則資金移動業者得以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在該擔保契約之存續期間內，

‧ 國

學

免除其全部或部分之提存義務；然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6 條規定，主管機關
基於保護資金移動業客戶利益之必要，仍得令已簽訂「擔保契約」之資金移動業

履行保證金之信託

sit

y

Nat

第三目

‧

者，提存部分或全部之履行保證金649。

er

io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5 條規定，若資金移動業者與信託公司簽訂「發行

al

iv
n
C
額度內，免除其全部或部分之提存義務；然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6 條規定，
hengchi U
n

保證金信託契約」，則資金移動業者得以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在信託契約之信託

主管機關基於保護資金移動業客戶利益之必要，仍得令已簽訂「擔保契約」之資
金移動業者，將部分或全部信託財產之已實現利益，提存為履行保證金650。

另外，值得注意者係，在 2020 年 12 月修正前，《資金結算法》僅允許資金
移動業者同時使用「提存」與「擔保」兩種保全措施，禁止將「信託」與前述兩
種措施共同使用；然 2020 年 12 月修法後，《資金結算法》已容許上述三種資金
保全措施得以並存使用，從而增加資金移動業者之法遵選擇與資金調度空間651。

648

See Takane Hori et al., supra note 622, at 12~13.

649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4 条、第 46 条。

65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5 条、第 46 条。

651

See Takane Hori et al., supra note 622,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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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銀行存管措施之選擇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從事「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務」
者，若其已將各個工作日中未完成之債務依據「存管比率」
（預貯金等管理割合）
向銀行進行資金之分離存管時，則其可向主管機關提交書面通知，以免除其部分
或全部之履行保證金提存義務。其中，所謂「存管比率」係指「未完成債務之全
部金額」與「按銀行存管措施管理未完成債務金額」之比率652。例如：某家第三
類資金移動業務之經營者已申報之「存管比率」為 20％時，且其在某個工作日之
未完成債務金額為 3,000 萬日圓時，經營者應至少將其中 600 萬日圓（3,000 萬
×20％）之未完成債務透過銀行之分離帳戶加以保管。
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5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選擇以「銀行存管措施管

政 治 大
。又根據《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21 條之 5 規定，該會計
立

理未完成債務金額」者，應根據主管機關之規定，定期接受合格會計師或審計人
員之查核與審計653

‧ 國

學

師或審計人員之資格應限於與資金移動業者不具內部關聯性者。
由上可知，有鑒於從事「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務」者，其客戶資金風險相對較

‧

低，尚無須透過全額之資產保全義務加以限制之，增加不必要之法遵成本，故《資

y

Nat

金結算法》即賦予其得以另外選擇「銀行存管措施」，以替代原有之資產保全義

er

io

第五目

sit

務；然而，前提是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務應踐行完整之「外部審計」義務654。
客戶資金留滯之限制

al

n

iv
n
C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1 條規定，資金移動業者應於契約中提供必要說明，
hengchi U

以避免用戶將其誤認為是收受存款機構進行之匯兌業務；並且資金移動業者也應
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從用戶處收到不太可能用於匯兌業務之資金部分655。由此
可知，為避免用戶將資金移動業者用為資金暫存之存款機構，以致資金之長期留
滯擴大客戶之資金損失，《資金結算法》即要求所有類型之資金移動業者均應建
置相關系統，以識別用戶目前所暫留之資金是否將用於匯兌，若發現用戶所暫留
之資金與匯兌無關，即應立即將該款項返還予用戶預留之銀行帳戶。

652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5 条の 2 第 1 項。

65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5 条の 2 第 2 項。

654

See Takane Hori et al., supra note 622, at 11~12.

655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51 条の 3；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14 条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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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目

客戶資金信貸之禁止

依據《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30 條之 3 即規定，訂有擔保契約之資金移
動業者，應採取必要措施，以避免使將用戶資金用於貸款或貼現656。由此可知，
為避免客戶資金損失，《資金結算法》要求資金移動業者縱使以履行資產保全措
施，也應採取客戶資金分離管理等措施，以防免其將客戶資金用以信貸業務。
第七目

法定優先受償權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資金移動業之匯兌服務使用人對
於每一類資金移動業務之履行保證金，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但是對
於從事第三類資金移動業務者，若其已按本法第 45 條之 2 第 1 項踐行「銀行存

政 治 大

管措施」，則使用人所得主張之債權金額應扣除該債權金額乘以「存管比率」，
以避免使用人重複受償。另外，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9 條第 2 項規定，當資

立

金移動業之匯兌服務使用人申請實行權利，或資金移動業者啟動破產程序時，主

‧ 國

學

管機關也得以基於保護匯兌服務使用人利益之必要，令使用人應於公告之債權申
報期間內（至少 60 日），向主管機關申報求償657。

‧

第五款

資金移動業之其他監理規範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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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資金結算法》對於資金移動業者之「其他監理規範」，主要顯見於「消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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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權利保護」與「資訊安全與外部委託管理」兩方面。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消費者權利保護

Ch

一、 消費者知情權之保障

engchi

i
Un

v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1 條規定，資金移動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之規定，
於契約中提供必要說明，以避免用戶將其誤認為是收受存款機構進行之匯兌業務，
並提供有關費用與其他「相關契約條款」之資訊。其中，針對「避免用戶誤認為
收受存款機構」部分，《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28 條即規定，資金移動業者
應提供相關文件以向用戶明確說明：其非銀行之匯兌業務；其不提供存款等服務；
且其不該當《存款保險法》（預金保険法）之承保機構等658。而針對「相關契約
656

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30 条の 3。

657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59 条。

658

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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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部分，《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29 條及第 29 條之 2 即列舉如：匯款手
續費、最高匯款上限、提款憑證、紛爭解決機制、資金移動業務類型、擔保或信
託契約之簽約機構、損失賠償政策、適用母法第 45 條之 2 第 1 項等必要事項659。
二、 詐欺防止與未授權交易之處理
依據《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31 條規定，資金移動業者應當採取下列措
施，以保護資金移動業用戶，並確保資金移動業業務之正常與穩固運行：（1）應
配合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行為之偵查，並採取必要之暫停交易措施；（2）應採
取必要之電子連線措施，防止用戶誤認匯兌機構；（3）用戶進行電子連線交易
時，應給予用戶匯款指令內容與相關電子信息，以便於用戶檢查與修正錯誤；
（4）
對於未授權交易，應採取必要措施並告知用戶相關損失賠償措施與政策660。

治
政
大
三、 申訴與紛爭解決機制之建立
立
‧ 國

學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1 條 4 及《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第 32 條之 4 規
定，資金移動業者與官方認定之紛爭解決機關締約，以建置獨立且公正之申訴程

資訊安全與外部委託管理

sit

y

Nat

第二目

‧

序與紛爭處理機制，處理消費者對於匯兌業務之苦情申訴與疑義661。

al

er

io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49 條規定，資金移動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規定，採

n

取必要之安全管理措施，以防止與資金移動業務相關之資訊洩露、丟失或損壞。

Ch

i
Un

v

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50 條規定，資金移動業者將部分資金移動業務委託予

engchi

第三方時，資金移動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規定，為業務委託之第三方提供指導，
並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以確保該委託業務之適當和安全運行662。

659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51 条；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8~29 条の 2。See Takane
Hori et al., supra note 622, at 14~15.

660

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31 条。

661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51 条の 4；資金移動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32 条の 4。

662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49~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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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資金結算法》「加密資產」之監理
第一款

「加密資產」之定義範圍與業務類型

第一目

加密資產之定義範圍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 條第 5 項之定義規範，本法所稱「加密資產」（暗
号資産）係指滿足以下任何要件，但不包含《金融商品交易法》（金融商品取引
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之「電子化記錄可轉讓權利」（電子記録移転権利）：
（1） 可透過電子數據處理系統移轉之財產價值者（限於以電子方式儲存在電子
設備上之財產價值，且不包含以日本貨幣或他國貨幣計價者）
，且該財產價
值可由不特定人購買或出售取得，並可由不特定人用以購買或租借等值商
品或勞務之清償對價；或

立

政 治 大

（2） 可與不特定之相對人為前項之財產價值相互交換，並透過電子數據處理系

‧ 國

學

統移轉之財產價值者663。

透過以上「加密資產」之定義要件，可以發現，《資金結算法》係透過「電

‧

子方式儲存之財產價值」、「透過電子數據處理系統移轉」、「可以在不特定人

sit

y

Nat

間交換」、「可以在不特定人間之用於清償對價」、「非以法定貨幣計價」以及

io

er

「前項財產價值相互交換」等技術中立性要件，將所有「雙向流通型虛擬資產」
加以涵蓋，且該要件定義並未限縮於民法上具有債權或物權性質者，或需有特定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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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發行者，只要是不特定大眾認可之電子紀錄財產價值者，均可該當之。因此，《資

engchi

金結算法》對於「加密資產」之定義，除了包含前述以區塊練技術型塑之「虛擬
通貨」外，亦可涵蓋未來以新興電子技術所產生之任何「電子紀錄財產價值」664。
另外，透過本項但書之規範，亦可發現，《資金結算法》係刻意排除已受《金
融商品交易法》監管之「電子化記錄可轉讓權利」。而詳觀《金融商品交易法》
第 2 條第 3 項對於「電子化記錄可轉讓權利」（電子記録移転権利）之定義，係
指由可透過電子數據處理系統方式轉移之財產價值（但僅限於以電子設備或其他
方式透過電子方式記錄之專有價值）所表彰之權利，且該權利該當本法第 2 條第

66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2 条 5 項。

664

楊東，陳哲立，虛擬貨幣立法：日本經驗與對中國的啟示，證券法律與監管 2018 年 2 月號，
頁 70，201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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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及第 2 項之「有價證券」者665。
由此可見，日本金融廳對於加密資產之監管，也是依據加密資產本身性質，
分別適用證券或支付法規，對於具有證券性質之「證券型代幣」將歸屬於《金融
商品交易法》之規制範疇；至於不具證券性質之「支付型代幣」或底層虛擬通貨
則歸屬於《資金結算法》所監管。因此，針對初次代幣發行（ICO）之監管，即
應視個案發行代幣之性質，從而適用《資金結算法》或《金融商品交易法》666。
第二目

加密資產之業務類型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2 條第 7 項之規定，本法所稱「加密資產交換業」（暗
号資産交換業）係指從事以下任何一款業務者，其中「加密資產交換等」（暗号

治
政
大
産の管理）則係指第（4）款規定之行為：（1）買賣加密資產或與其他加密資產
立
交換；（2）為前項行為提供中介、經紀或代理服務；（3）管理與前兩項行為有

資産の交換等）係指第（1）、（2）款規定之行為；「加密資產管理」（暗号資

‧ 國

學

關之用戶資金（金銭）；（4）代表他人管理加密資產667。

‧

由此可知，《資金結算法》對於加密資產服務之監管範疇，除了包含初次代
幣發行、交易平台之法幣與幣幣之現貨交易外，其也將包含單純之「加密資產託

y

Nat

sit

管業務」（暗号資産カストディ業務）。然而，日本金融廳亦強調對於「加密資

er

io

產託管業務」之認定應係以業者對於客戶私鑰之控制情形為準，倘若業者未能保

n

al

i
n
C
668 U
業者將不被認定為係在從事加密資產託管服務
h e n g c h i。

v

有客戶私鑰之全部控制權（如多方簽名情形），而無法主動移轉加密資產，則該

另外，應注意者係，目前對於「加密資產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如期貨、永
續合約、保證金交易、槓桿交易、ETF）等服務之監管，日本金融廳也均劃歸為
《金融商品交易法》所規制。因此，倘若加密資產交易平台除了提供現貨交易外，
亦有提供符合《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2 條第 24 項第 3 款之 2「金融商品」及第

665

See Ken Kawai et al., Revisions to Payment Services Act Provisions, etc. on Crypto Assets, at 9~10
（Ma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V578Q5（last visited: 2021.12.25）.

666

劉蕙綺，淺談日本針對加密資產/虛擬通貨相關法規之修訂，金融聯合徵信第 36 期，頁107~108，
2020 年 6 月。

667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2 条 7 項。

668

GVA Professional Group，暗号資産カストディ業務に関する法規制，2021 年 02 月 01 日，
https://gvalaw.jp/14478（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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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項「金融指標」規定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服務時，則該平台業者也需另外依據
《金融商品交易法》獲取金融商品交易商之登記牌照669。
第二款

加密資產交換業之准入審查規範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2 及第 63 條 2 規定，從事加密資產交換業務
者，應先向主管機關「登記」（登録），並同時檢附如下列「記載事項」之登記
申請書，以供主管機關審查與造冊：業者名稱與地址、資本額、營業所地址、公
司董事及審計委員名單、會計顧問公司、境外公司在日代表人姓名、管理之加密
資產名稱、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內容與方式、外包商資訊、從事其他業務之類型
與資訊，以及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財務、業務或必要措施說明等文件670

政 治 大
「登記審查事項」，以作為主管機關予以拒絕登記之事由 。而此些「登記審查
立
事項」同時也表彰著《資金結算法》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之「資格限制」，對
又除了上述「記載事項」外，《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5 也同時列舉 11 款
671

‧ 國

學

此本文僅就以下三個較為重要之「登記審查事項」加以說明之672：

‧

一、 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sit

y

Nat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5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之

io

er

資格應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且外國公司也應以在日本具有營業處者為限。
對此，推敲其限制之理由可能即在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具有較複雜之資金仲介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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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與信用關係，且其需具備適當且安全之電子網絡系統，以確保網路交易之穩固與

engchi

安全性，因此需以較為組織化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然而，應注意者是，本條並
未限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須以「專業經營」為限673。因此，諸如：零售業、電信
業、資金移動業等法人公司，在日本均可「兼營」從事加密資產交換業。

669

See Ken Kawai et al., supra note 665, at 13~14；劉蕙綺，同註 666，頁 108。

67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2、第 63 条の 3。

671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5。

672

其他 8 個「登記審查事項」為「外國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在日本不具代表人者」、「尚未建立適
當且安全之加密資產交換業務系統者」
、
「不具備本法第 3 章之 2 規定之必要措施者」
、
「欲使
用與現存業者相同或容易誤認之名稱、商號者」
、
「遭撤銷登記而未滿五年者」
、
「違反銀行法、
出資法或其他相當之外國法令而受刑罰者」
、
「經營其他業務有違反公共利益者」
、
「公司董事、
審計委員或會計顧問有不適任情形者」
。

673

黃亞森，同註 367，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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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具備足以適當之財務基礎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5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若
不具備足以適當且安全地進行資金移動業務之財務基礎者，主管機關應拒絕登記。
又針對該「財務基礎」之具體判斷標準，依據《加密資產交換業內閣府令》（暗
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9 條規定，係指資本額為 1,000 萬日圓以
上，且公司之淨資產額不得為負值674。
三、 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加入虛擬通貨交易協會，並遵守協會制定之內部規則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5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
加入主管機關根據本法第 87 條所認證之「資金結算事業協會」（資金決済事業

治
政
大
護加密資產用戶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適當與安全行為規則）；並且應建立遵循
立
該自律規則之相關措施或系統。
者協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也應制定與該協會所公布之相同自律規則（有關保

‧ 國

學

而目前日本金融廳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所認證之協會，係「日本加密資

‧

產交易協會」（一般社団法人日本暗号資産取引業協会（JVCEA））。又《資金
結算法》之所以強制要求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均須加入 JVCEA，主要原因即在於

y

Nat

sit

目前日本金融廳對於加密資產之監理，係採取「監管機關與自律組織分工」之監

er

io

理模式，其除了透過日本金融廳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之登記審查與行為規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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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一線之服務提供者，應最能了解目前市場環境變化以及行業監管缺陷
。至於
hengchi U
n

更大程度是仰賴於自律組織對於參與業者之內部約束與軟法治理，蓋業者作為第

JVCEA 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之監督功能與內部約束，本文將詳述於後。
第三款

加密資產交換業之資金保護規範

關於《資金結算法》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之「客戶資金保護規範」主要是透
過「資產分管措施」、「客戶資金信託」、「履行擔保加密資產」（履行保証暗
号資産）以及客戶之「法定優先受償權」等規制加以形塑，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資產分管措施

674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5；暗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9 条。

675

蔡英欣，同註 593，頁 57~58；楊東，陳哲立，同註 664，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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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1 第 2 項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根據主
管機關規定，將加密資產交換業務用戶之「加密資產」（暗号資産）與自己之加
密資產分開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按照主管機關規定，以「確
保用戶損害極小化」之管理方式，管理用戶加密資產（除非滿足主管機關規定「確
保用戶之便利性以及加密資產交換業務順利進行所必需」之例外情形）676。
又根據《加密資產交換業內閣府令》第 27 條第 2 條及第 3 條之規定，《資
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1 第 2 項後段所稱「確保用戶損害極小化」之管理方式，
係指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或其委託管理之第三方業者，應將用戶加密資產轉移至
「非始終連結至網際網路」（常時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接続）之電子設備或電磁記
錄介質；且僅有在「確保用戶之便利性以及加密資產交換業務順利進行所必需」

政 治 大

之例外情形時，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始得以透過前述以外之其他管理方式，管理 5%
以內之用戶加密資產677。

立

‧ 國

學

由上可知，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透過諸如「冷錢包」等「非始終連結至網際
網路」之儲存管理方式，將 95%以上之用戶加密資產予以分離儲存，並且僅於交

y

sit

客戶資金信託

io

er

第二目

Nat

利用戶出金與提供交易流動性之用678。

‧

易平台之「熱錢包」或「線上錢包」中至多留存 5%之用戶加密資產，以作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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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交換業務用戶之「資金」（金銭）與自己之資金分開管理，且加密資產交換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1 第 1 項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將加密

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規定，將用戶資金委託予信託公司管理679。而本項所謂「資
金」（金銭）應係指以法定貨幣計價之通貨者，其概念上即相異上述第 2 項所謂
之「加密資產」（暗号資産）。
由上可知，《資金結算法》對於用戶之「資金」與「加密資產」係分別處理，
且其要求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對於用戶所匯入之「資金」（即法幣入金部分），除

676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1 第 2 項。

677

暗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7 条 2 項, 3 項。

678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1 第 1 項。

679

張伊麗、皮六一、薛中文，日本加密資產制度監管研究，證券法律與監管 2020 年 8 月號，頁
73，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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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也需踐行資金分管義務外，亦應特別將「用戶資金」交付予信託公司管理，並
以用戶作為「用戶分管信託契約」之受益人，以進一步提升用戶之資金安全。另
外，須注意者是，為確保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如實履行上開資產分管與信託義務，
《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1 第 3 項亦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
規定，定期接受合格會計師與審計公司之「外部審計」，以審核前兩項關於「用
戶資金」與「用戶加密資產」之分離管理狀況680。
第三目

履行擔保加密資產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1 之 2 第 1 項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若根
據前條第 2 項後段內閣規定之例外情形管理「用戶加密資產」時，則加密資產交
換業者應應持有與該「用戶加密資產」相同類型與相同數量之加密資產作為履行

政 治 大

擔保，且該履行擔保加密資產（履行保証暗号資産）應與業者自己之加密資產分

立

開管理。在這種情況下，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按照主管機關規定以「確保用戶損

‧ 國

學

害極小化」之管理方式，分離管理該履行擔保加密資產681。

由上可知，若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基於第 63 條之 11 第 2 項後規定之例外情

‧

形，以「熱錢包」形式管理「用戶加密資產」時，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即應持有與

sit

y

Nat

該「熱錢包」中相同類型與相同數量之加密資產，以作為其履行客戶委託義務之

io

er

擔保，且該履行擔保加密資產也應採行「冷錢包」之分離管理形式，以確保資金
從交易平台被盜取時，加密資產交換業者能有足夠庫存償還予用戶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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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法定優先受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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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9 之 2 第 1 項規定，與加密資產交換業者簽
訂加密資產管理契約之用戶，對於以返還「目標加密資產」（対象暗号資産）（即
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依據第 63 條之 11 第 2 項所分管持有之加密資產以及履行擔保
加密資產）為目的之債權，有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又依據《資金結算
法》第 63 條之 19 之 3 規定，受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委託管理用戶加密資產之第三
方業者，對於前條用戶之受償請求，應有配合主管機關之義務683。

68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1 第 3 項。

681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1 の 2 第 1 項。

682

See Ken Kawai et al., supra note 665, at 8；張伊麗、皮六一、薛中文，同註 679，頁 73。

68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1 の 2 第 1 項、第 63 条の 11 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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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優先受償權」之規範，將進一步提升加密資產分管措施對於用戶加
密資產保護之有效性，確保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在破產時，用戶仍得以從業者之分
管資產中如實獲得損失填補。
第四款

加密資產交換業之其他監理規範

關於《資金結算法》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之「其他監理規範」，主要也是
顯見於「消費者權利保護」及「資訊安全與外部委託管理」兩方面。以下分別說
明之：
第一目

消費者權利保護

一、 消費者知情權之保障

政 治 大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0 第 1 項前段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根

立

據主管機關之規定，對於加密資產之性質、加密資產交換業務相關之費用、契約

‧ 國

學

內容等重要資訊進行說明684。

又依據《加密資產交換業內閣府令》第 22 條之細部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

‧

者應向客戶說明之契約事項即包含：受理加密資產交易之名稱與種類、客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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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存在的損失風險與事由（包含業者之破產風險）、影響用戶對交易判斷之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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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風險、用戶應支付之費用報酬與其計算方式、用戶投訴與諮詢管道、苦情申
訴與紛爭解決機制、客戶資金之信託單位、客戶加密資產之管理方式等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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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加密資產交換業者也應於間隔不超過三個月之頻率與用戶聯繫，以向每位

engchi

用戶告知其相關之交易記錄以及帳戶資金與加密資產數量685。
二、 信用交易之特殊告知義務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0 第 2 項規定，若加密資產交換業者透過向
用戶「授予信用」（信用を供与）來進行加密資產交換業務時，加密資產交換業
者應根據主管機關之規定，向客戶提供與加密資產交換等相關的契約內容資訊，
並提供其他保護措施以保障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用戶，並確保加密資產交換業務
之正確和安全運行686。

684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0 第 1 項。

685

暗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2 条。

686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0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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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所謂「授予信用」一般即泛指涉及「資金或加密資產借貸」之信用交
易，諸如期貨交易、槓桿交易、保證金交易等。對此，《加密資產交換業內閣府
令》第 25 條更特別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提供「保證金交易」（信用取引）給
予進一步之細部規範，其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以書面向用戶特別說明如：保
證金交易類型、保證金之計算方法、用戶存入保證金與收取退款之方式、用戶可
能存在之損失風險與事由（如爆倉風險）、止損規則、因保證金交易可能產生之
債務規模、需補充保證金之數額、保證金交易之還款期限與結算方式等重要資訊；
並且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於間隔不超過三個月之頻率，向每位用戶告知其保證金
交易之交易明細以及估值損益等資訊687。
由上可知，雖目前日本金融廳對於「保證金交易」等信用交易之監管，也係

政 治 大
然而，為充分保障加密資產用戶之知情權，《資金結算法》即特別規定業者對於
立
劃歸為《金融商品交易法》所規制（包含如業者提供槓桿交易倍數之限制等）；

加密資產之信用交易，應負有特殊告知義務。

‧ 國

學

三、 申訴與紛爭解決機制之建立

‧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2 及《加密資產交換業內閣府令》第 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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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與官方認定之紛爭解決機關締約，以建置獨立且公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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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用戶保護措施

er

申訴程序與紛爭處理機制，處理消費者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申訴與疑義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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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10 第 1 項後段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採
取其他必要保護措施，以保障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用戶，並確保加密資產交換業
務之正確和安全運行。又依據《加密資產交換業內閣府令》第 23 條及第 24 條之
具體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建置追查犯罪行為嫌疑與暫停交易之系統、應防
止用戶誤認交易平台之措施、應於用戶交易前應寄發交易內容訊息以便用戶更正
錯誤、應即時告知用戶足以影響其交易判斷之重要資訊、應向金融廳定時繳交資
產負債及損益報告、應建置即時反映市場價格之機制、應建利避免利益衝突與不
公正交易之透明機制，並建立員工培訓系統、承包商指南與其他內部規則689。

687

暗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5 条。

688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12；暗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32 条。

689

暗号資産交換業者に関する内閣府令第 23 条，第 2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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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資訊安全與外部委託管理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8 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
規定，採取必要之安全管理措施，以防止與加密資產交換業務相關之資訊洩露、
丟失或損壞。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63 條之 9 條規定，加密資產交換業者將
部分業務委託予第三方時，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應根據主管機關規定，為業務委託
之第三方提供指導，並採取其他必要措施以確保該委託業務之適當和安全運行690。

第五項 《資金結算法》之其他重要規範
除了上述「預付支付工具」、「資金移動」、「加密資產」之監理規範，《資
金結算法》亦特別對於「資金結算業協會」（資金決済事業者協会）及「紛爭解

政 治 大
理法制之形塑，「自律組織」與「紛爭解決組織」亦佔據十分重要之監理角色。
立
以下分別簡介之：

決機關」（紛争解決機関）設置專章之規範。由此足見，對於日本非銀行支付監

‧ 國

學

第一款

各類支付服務法人協會之規範

‧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87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以根據規定，認證由預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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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具發行者、資金轉移服務業者或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成立之一般法人協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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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會之設立應滿足以下認證要求，以獲准其從事本法第 88 條規定之「認證業
務」（認定業務）：（1）法人協會之設置目的旨在確保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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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業務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適當運行，並且有助於該些業務之健康發展與保

engchi

護用戶之利益；（2）法人章程應規定其成員是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資金移動
業務之經營者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經營者；（3）已建立適當與安全地開展認
證業務所需的業務運營方式；（4）申請人必須具備足夠之知識、能力與經濟基
礎，以便能夠妥善且可靠地開展認證業務691。
再者，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88 條規定，受認證之資金結算業協會應從事
以下業務：（1）為會員遵守本法及其他法律法規提供指導、建議與處置等；（2）
向會員提供有關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資金移動業務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業務指
導、建議與處置等，並確保其契約條款之適當性以保護用戶的利益；（3）建立預

690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63 条の 8 条, 第 63 条の 9 条。

691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8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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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支付工具發行、資金移動業務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務適當管理與資訊處理之自律
規則；（4）調查會員遵守本法或前項自律規則之情況；（5）收集、安排與提供
保護用戶利益所必需的資訊；（6）處理用戶之投訴；（7）為實現協會宗旨所必
需之宣傳；（8）除上述各項規定外，其他有助於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資金移動業
務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務之健康發展及保護用戶之業務692。
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94 條規定，對於違反本法規定或第 88 條第 3 項協
會所定自律規則之成員，受認證之資金結算業協會得以暫停或限制其會員資格之
權利.，或者將該成員之會員資格予以免除693。
由上可知，對於預付支付工具、資金移動業或加密資產交換業，日本金融廳
均有認證相關之法人協會，且該些法人協會依據《資金結算法》之規範，也有為

政 治 大

各類支付服務業者制定相關「自律規則」之權利，倘若各類業者不加以遵守所屬

立

協會擬訂之自律規則或《資金結算法》規定，則協會即擁有將業者除名之權利。

‧ 國

學

而該除名之後果可能即連帶影響到日本金融廳將撤銷業主之登記牌照。因此，法
人協會之內部規範對於各類支付服務提供者即具備相當之拘束力，而透過此拘束

‧

力除了形成有效之軟法治理外，其也將形成監管機關與自律組織之監理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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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結合前述《資金結算法》對於預付支付工具、資金移動業或加密資

io

er

產交換業之監理規範，更可發現，在法制度設計上，日本金融廳對於預付支付工
具、資金轉移服務業或加密資產交換業等支付服務之監理，並非採取全面管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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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係採取部分授權自律組織制定自律規範，由自律組織對業者進行更為細

engchi

緻與具體之管制，再由主管機關監督自律組織694。而透過此種「監理機關硬性規
範搭配自律組織軟法治理」之監理模式，將形塑與確保日本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之完整性。
舉例而言，日本金融廳係以「日本加密資產交易協會」（JVCEA）作為加密
資產交換業之認證法人協會，該協會除了作為加密資產業之投訴與諮詢機關外，
其也有權對於加密資產交換業者進行外部之審計、監督與資訊提供，且其也有權
公布與更新各類「自律規則與指南」（規則・ガイドライン），以對於加密資產

692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88 条。

693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94 条。

694

蔡英欣，同註 593，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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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業者之資產狀況、資訊安全系統管理、不公正交易防止、未授權交易處理與
責任、洗錢與資恐防制（如旅行規則之實踐）、廣告招攬、紛爭處理、信用交易
等事項提供良好之拘束及指引，而此些規則與指南所規範事項通常即為《資金結
算法》或其相關授權子法所無法鉅細靡遺規範者。因此，某程度上，JVCEA 所公
布之各式「自律規則與指南」即係在補充《資金結算法》所未能全面管制者。
第二款

紛爭解決機關之規範

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99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指定符合相關「適
格條件」者為紛爭解決機關。而該「適格條件」即包含如：需為法人、未曾違反
本法、銀行法或律師法等相關法律、無身體或精神殘疾而不能正確執行職務之人
員、具有足夠的會計和技術基礎、所實施之爭議解決規則足以正確公平執行、需

政 治 大

聽取資金移動業者之說明等適格事項。又依據《資金結算法》第 101 條規定，關

立

於資金移動業務與加密資產業務之紛爭解決程序與程序內容，將準用日本《銀行

‧ 國

學

法》第 52 條之 63 以下關於「紛爭解決機關」之規定695。

由上可知，日本金融廳對於支付服務之「紛爭解決機關」具有指定之權限，

‧

且該「紛爭解決機關」也應限於具備相當專業知識與經驗者，其相關「紛爭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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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也應準用銀行法對於紛爭解決流程之嚴格限制，而非任由各類支付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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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隨意指定或創設。例如：東京第三律師協會（東京三弁護士）即為日本金融廳
所指定之紛爭解決機關，且該律師協會也已與「日本資金結算業協會」（日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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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決済業協会）、「日本加密資產交易協會」等支付服務法人協會達成協議，將

engchi

為其所屬會員與消費者提供專業之金融 ADR 機制。

因此，透過「指定紛爭解決機關」之制度，結合前述《資金結算法》要求資
金移動業者、加密資產交換業者與指定紛爭解決機關「強制締約」之規範696，將
可進一步確保金融 ADR 機制適用於非銀行支付監理之有效性，從而提升非銀行
支付消費者之權益。

695

資金決済に関する法律第 99 条, 第 101 条。

696

然值得注意者係，
《資金結算法》並未要求「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者」也需與指定紛爭解決機
關締結契約，或建置相關紛爭解決機制。對此，本文推敲其理由可能即在於：立法者向來即
認為「預付支付工具」之消費金額通常較低，其保護性規範與監理要求即毋庸與「資金移動
業」或「加密資產交換業」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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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分析框架」
透過前述歐盟、新加坡、日本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探討，可以發現，各司
法轄區之支付監理法制，確實存在著迥異之監管範圍、方式與措施；然而，若細
觀上述各司法轄區之監管邏輯與設計，亦可發現，各司法轄區對於非銀行支付法
制之形塑，也存在著相似之監理邏輯與監理脈絡697，且其大致上皆係依循下圖 48 所示之「分析框架」（Analytical Framework）698，以試圖形塑出有別於傳統銀
行監理之現代化非銀行支付監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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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形塑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分析框架（本文自行繪製）699
是以，本文以下即藉由歐盟、新加坡、日本立法例之綜合比較與評析，依
序歸納出上圖 4-8 各「分析步驟」中，應有之基本內涵或監理設計。

697

關於「支付法制監理設計」
，本文主要參考：See Maria Chiara Malaguti, supra note 189, at 34~41.

698

關於「支付法制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參考： See Tanai Khiaonarong & Terry Goh, Fintech and
Payments Regul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20/75 IMF Working Paper（2020）, available at
https://reurl.cc/aNA4KG（last visited: 2021.12.25）.

699

本圖架構主要參考：See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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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步驟一：確認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範圍
建構非銀行支付監理框架之第一步，先決關鍵即在於確定或衡量特定非銀行
實體或機構所從事之基礎經濟活動為「支付服務」，並且為「應受監管」之支付
服務時，始得以考慮將該業務或活動納入非銀行支付監理法規之監管範疇。
具言之，在支付業務日趨細分與專業化下，具有支付性質之商業模式與經濟
活動種類繁多，部分經濟活動可能根本未涉及支付服務之核心本質；部分經濟活
動可能僅為重複內涵之支付態樣；部分活動則可能因風險過低、政策考量或其他
法律已規制等因素而不應納入支付法規之監理範疇。因此，唯有確認非銀行實體
所從事之經濟活動係在提供貨幣價值之「保管」、「移轉」與「流動性」等支付
核心功能之「支付服務」，且該支付服務具有「一定程度之公眾資金與權益保護

政 治 大

需求」時，始有必要透過支付金融監理法規與監理資源加以納管；否則其僅屬於

立

其他金融法規、民事法規或消費者保護法規之監管範疇，而應自始「排除」

‧ 國

學

（Exclusion）於非銀行支付法規之管制，以避免過度壓抑其產業活動發展。
而觀諸下表 4-3 歐盟、新加坡及日本立法體例之比較，可以發現，除日本有

‧

些許不同規範體例外，其等針對「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範圍界定，大多係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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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先提出廣泛之規定範疇，並確立應受管制活動之基本態樣，再列舉各項例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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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規定」之立法設計方式700。亦即先透過廣泛且具技術中立性之立法用語或立法
技術，將眾多可能具有支付核心功能之經濟活動予以網羅，避免監管上之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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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量各式支付服務之性質與差異，確立各式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基本態樣，避

engchi

免監管上之重疊；最後，再透過明確之「排除清單」或「排除規定」，將部分風
險較低或基於政策考量而不應納管之特定支付服務排除於外，避免過度監管。

法律

應受監管支付服務

應受監管支付服務

之規範方式

之基本態樣

排除規定

歐盟

透過廣泛與技術中 （1）現金放置於支付帳 實體現金交易、鈔幣實

PSD2

立之法律定義來涵 戶之服務

及
EMD2

700

體運輸、非營利或慈善

蓋市場上各類型之 （2）現金自支付帳戶提 活動之現金收付、現金
「支付服務」或「電 出之服務

換匯、紙質票據之支付

謝孟珊，同註 396，頁 164；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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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貨幣」。例如：對 （3）在支付帳戶中移轉 交易、證券結算系統之
於「支付交易」即定 資金以執行支付交易之 支付交易、證券資產服
義為任何「放置、移 服務

務之支付交易、母子公

轉或提取資金之行 （4）依據授信額度執行 司間之支付交易、ATM
提現服務 ……商業代

為」，不論付款人與 支付交易之服務

收款人間有何內部 （5）發行支付工具及支 理人、技術服務提供
權利義務關係；對於 付交易收單服務

者、有限用途之特定支

「電子貨幣」則定義 （6）匯款服務

付工具、電子通訊網絡

為以電子方式（包括 （7）支付啟動服務

或服務提供者。

磁性）儲存之金錢價 （8）帳戶資訊服務
值…且該金錢價值 （9）電子貨幣發行服務
應得以被發行人以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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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之自然人或法人

‧

‧ 國

學

接受。

鈔幣實體運輸服務、非

金收付、紙質票據之支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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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或慈善活動之現

透過技術中立之定
新加坡
PSA

C（1）帳戶發行服務
hengchi Un
（2）國內資金移轉服務

付交易、證券或支付系
統參與者間之支付交
易、支付服務提供者間

義來廣泛涵蓋市場

（3）跨境資金移轉服務 之支付交易、關聯公司

上提供各類型「支

（4）商戶收單服務

付服務」之三種支

（5）電子貨幣發行服務 商業代理人、技術服務

付機構

（6）數位支付代幣服務 提供者、金融機構從事
（7）貨幣兌換服務

之 內部 支付交易 ……

附帶或必須的支付服
務、有限用途電子貨幣
中央銀行提供數字支
付代幣服務、有限用途
數位支付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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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網羅經濟社會現

無明確排除規定；

存之各種支付服務，

然 符合「受益人非個

僅針對各界已取得
日本
《資金

共識之事項進行規 （1）預付支付工具發行 人」或「債務人無雙重
範；
（自家型、第三者型） 支付風險」或「收款代

結算

然對於「預付支付工 （2）資金移動

理人非拆帳應用程序

法》

具」、「資金移動」 （3）加密資產交換

業者」或「託管服務」

及「加密資產」則採

等情形之代收 款項 服

取廣泛且技術中立

務，將不受「資金移動

之定義方式。

業」之規範。

政 治 大

表 4-3：歐盟、新加坡及日本「應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之比較

立

舉例而言，針對「匯款服務」或「多用途電子貨幣」等具有資金中介與保管

‧ 國

學

性質之支付服務態樣，各司法轄區監管者皆會基於強烈之公眾資金與權益保護需
求，透過技術中立之立法將其納入支付法規之監管。反之，針對中央或地方政府

‧

機關所為之支付活動，或已受其他金融法規高度監管之支付活動（如：郵政機構、

y

Nat

銀行與信貸機構、證券期貨機構等）；抑或僅為技術服務商所提供之支付技術而

io

sit

未涉及資金移轉之活動，縱使該些經濟活動可以被認定為係在提供支付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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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付服務」，各司法轄區監管者一般也會基於其公眾保護之必要性較低，或

i
Un

v

已有其他監管法規嚴格納管，而自始將其排除於支付法規之監管範疇。

Ch

engchi

然而，透過上表 4-3 之統整，亦可發現，除了以上幾個較無爭議之納管與排
除示例外，各司法轄區域對於「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即可能因國情因素、地區
因素、立法體例、監管政策或風險考量等差異，產生諸多「體例不一」或「寬嚴
不一」之排除與納管規範。就此，本文僅藉由以下三個重要且富具爭議之「立法
問題」為具體之比較，並說明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規制方式。
第一款

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態樣規範

如前所述，目前各司法轄區之支付法制上，均是透過廣泛且具技術中立性之
立法用語與技術，將眾多具有支付核心功能之新興經濟活動予以涵蓋；然而，對
於「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細緻劃分上，各司法轄區法制所採取之「規範方式」
與「規制種類」即不盡相同。以下分別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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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規範方式」
在「規範方式」上，目前各司法轄區法制所採行之作法，大致可區分為「事
先規範法」（ex-ante approach）與「事後規範法」（ex-post approach）兩種規範
方式。其中，所謂「事先規範法」，係指在技術中立的立法下，將預計監管之支
付服務或經濟活動特徵，事先透過較為寬廣之定義盡可能地廣泛涵蓋，而不細緻
區分監管之支付服務態樣，保留日後較為彈性之解釋與納管空間；而所謂「事後
規範法」，則係指僅在市場中出現新興支付服務，或新興支付服務之功能性逐漸
顯現時，始透過技術中立性之定義將其列為監管支付服務之基本態樣，從而賦予
較為清晰之法律明確性701。
舉例而言，如日本之《資金結算法》，其僅透過「資金移動」單一之支付服

政 治 大
「資金傳輸或中介行為」提供更為明確之種類規範與範圍定義，其立法設計上即
立
務態樣加以廣泛涵蓋各種「資金傳輸或中介行為」，並未於立法之初即對於各式

‧ 國

學

偏向於「事先規範法」；反之，如歐盟之《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其對於各式
非預付型之「資金傳輸或中介行為」則是於立法之初，即提供明確之種類規範與

‧

範圍定義，使應受監管之「資金傳輸或中介行為」得以再細分為「支付帳戶發行
與處理」、「執行支付交易」、「發行支付工具或支付收單」、「匯款」等明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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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付服務態樣，其立法設計上則偏向於「事後規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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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上「事先規範法」與「事後規範法」均有其優劣，如「事先規範法」即

i
Un

v

可能因定義過於抽象，導致市場與業者缺乏監管之可預見性，從而容易產生監理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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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利之模糊空間，過度仰賴於立法者或監理機關之法規解釋；反之，「事後規範
法」則可能因支付服務定義過於拘限或細分，使部分新興支付服務難以為支付監
理法規所涵蓋，或使監管呈現破碎化之現象。因此，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規
範方式」應是嘗試調和此二種規範方式，透過個別審視各司法轄區之支付市場與
監管環境，以對於其市場上「功能性」明確相異之支付服務態樣，個別給予技術
中立性之立法定義，且因應部分支付服務間存在重疊與競合之關係，以盡可能地
涵蓋各種資金傳輸行為。
對此，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即為妥適而可供參照之範例。具言之，新加坡
《支付服務法》對於支付服務態樣劃分與規範設計，即是在審視新加坡支付市場

701

See Maria Chiara Malaguti, supra note 189, at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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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關鍵風險後，將目前支付價值鏈上可能存在之所有「支付活動」（Payment
Activity），依據功能性歸類為前述七種支付服務類型，且其對於支付服務付之中
立性定義，也容許部分支付服務間之相互重疊與包含關係，而不會影響後續監管
牌照種類之適用，或導致監管措施之疊加及重複。例如：「國內與跨境資金移轉
服務」作為《支付服務法》定義最為廣泛之支付服務，即與「商戶收單服務」或
「電子貨幣發行服務」存在著重疊與競合之關係，並不因「商戶收單服務」存在
商品或服務之「實質交易關係」，或因「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係基於「電子貨幣
之傳輸」，即否定其等同樣構成「國內與跨境資金移轉服務」702。
二、 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規制種類
在「規制種類」上，本文則參考國際清算銀行（BIS）之研究與調查報告，對

政 治 大

於目前「受監管支付服務」之種類劃分，大致可分類為「支付帳戶發行服務」、

立

「電子貨幣發行服務」、「電子錢包服務」、「支付工具發行服務」、「支付收

‧ 國

學

單服務」、「金錢或價值移轉服務」、「虛擬通貨服務」、「第三方支付處理服
務」、「支付啟動服務」、「帳戶資訊服務」等十種支付服務監管態樣703。而此

‧

十種支付服務在相異之司法轄區間，均有著相異之納管與規範程度，然其中又以
「虛擬通貨服務」、「支付啟動服務」與「帳戶資訊服務」受到較大之納管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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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虛擬通貨服務」，是否應納入非銀行支付監理法規之規制。對
此，本文認為，雖然目前部分司法轄區仍認為虛擬通貨之交易規模或交易性質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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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透過法規加以規制（無為而治模式），且亦有部分司法轄區是採以「證券法

engchi

規」加以規制虛擬通貨服務（特別證券監管模式）704；然而，考量到虛擬通貨服
務之特殊消費者保護與洗錢防制需求，且虛擬通貨之原始應用即在於作為「價值
交換」之支付工具，而非全然皆是作為投資工具或投機性商品，故本文認為日本
或新加坡之規制方式（特別支付監管模式）或較為妥適，應透過支付監理法規作
為「虛擬通貨支付服務」（如現貨交易、轉帳、託管等）之初始監管框架，至於
其他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STO）或虛擬通貨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服務（如期貨、
永續合約、保證金交易、槓桿交易、ETF），則透過相關證券法規加以規制即可。

702

Se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supra note 500, at 13.

703

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supra note 275, at 9~10.

704

詳見：楊岳平，金融科技時代下的金融監管挑戰：論虛擬通貨交易平台的監管架構，國立台
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9 卷特刊期，頁 1354~1370，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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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針對「支付啟動服務」與「帳戶資訊服務」等不涉及客戶資金之支付
帳戶資訊服務，是否應納入非銀行支付監理法規之規制。對此，本文認為，非銀
行支付監理法規，仍應係聚焦在涉及「資金保管與價值傳輸」之支付服務監理為
主，因此，日本或新加坡之規制模式或較為妥適，應將「支付啟動服務」與「帳
戶資訊服務」等支付帳戶資訊服務排除於非銀行支付法規之監理範疇外，並交由
「開放銀行」（Open Banking）政策或銀行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規加以形塑。
第二款

代收代付服務之排除規範

考量支付便利與電商代收代付業務之發展，近來多數司法轄區自始即會將某
些類型之「代收代付服務」，直接排除於支付法規之監管，以為部分代收代付活
動提供「安全港條款」。然而，如下表 4-4 所示，涉及「代收代付」之商業模式

政 治 大

或種類繁多，各司法轄區針對「代收代付服務」之排除類型與規範也不盡相同。

立

例如：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即規範「商業代理人」與「電信業小額支付

‧ 國

學

交易」之代收或代付服務，得以排除於支付法規之監管；新加坡《支付服務法》
則僅限定有「商業代理人」之代收或代付服務，始得以排除於支付法規之監管；

‧

日本《資金結算法》與《資金移動業內閣府令》則限定僅有符合「受益人非個人」
、

Nat

代收代付服務之排除規範

n

al

er

io

法律

sit

等情形之代收款項服務，始不受「資金移動業」之規範。

y

「債務人無雙重支付風險」、「收款代理人非拆帳應用程序業者」或「託管服務」

Ch

engchi

i
Un

v

「商業代理人」代表付款人或受款人其中一方，為磋商或締結商品
歐盟

或服務之銷售與購買，在付款人與受款人間進行支付交易。

PSD2

「電子通訊網絡或服務提供者」提供通訊與數位服務所從事之小額
支付交易（單筆不超過 50 歐元；每月累計不超過 300 歐元）。

新加坡
「商業代理人」之排除規範同上。

PSA
日本

符合「受益人非個人」或「債務人無雙重支付風險」或「收款代理人

《資金結

非拆帳應用程序業者」或「託管服務」等情形之代收款項服務，不構

算法》

成「匯兌業務」。

表 4-4：歐盟、新加坡及日本「代收代付服務豁免規範」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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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相異之立法體例，各司法轄區法制所創設之排除或安全港條款，皆
有其政策與商業發展之考量（例如：歐盟對於電信業小額支付交易之排除規範、
日本對於支付託管服務之排除規範），尚難以一概比附援引；然本文認為，對於
「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或可考慮作為「通用性」的排除條
款，且不必然需限定於歐盟或新加坡法制所要求之「商業代理」要件。
具言之，如下圖 4-9 所示，「代理人」基於與收款人或付款人之「單方代理
協議」，自有權代理收款人或付款人為支付交易款項之代收或代付服務。而在此
支付服務模式情形下，基於民法代理人行為視同本人行為之法理，代理人一經收
款或付款，通常即已完成收付雙方「債務清償」或「資金結算」之效力，此即大
幅降低沈澱資金之損失風險；且縱使嗣後代理人未能如實交付資金，資金損失風

政 治 大

險也應由授予代理權之本人（收款人或付款人）承擔，交易相對人並不發生「雙
重支付」之風險。

立

‧ 國

學

反觀，在電商平台同時代理收付雙方，以提供履約擔保等「代收代付服務」
之場合，由於業者收受買方資金時須待一定條件成就或期間始將款項交付予賣方，

‧

收付雙方並未於業者收受資金時，即發生債務清償或資金結算之效力，此即產生
相當程度之沈澱資金損失風險；再者，業者同時作為收付雙方之代理人，也導致

y

Nat

n

al

er

io

sit

資金損失風險實現時，損失責任難以歸屬，而容易產生消費者雙重支付之風險。

Ch

engchi

i
Un

v

圖 4-9：代收代付服務之比較（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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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本文認為，針對「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者，例如：
傳統便利超商提供之代收款項服務、網路商城提供之貨到收款服務、金流服務公
司提供之網路代收款項服務、物流快遞業者提供之代購代付服務等，由於其等所
提供之支付服務並不產生強烈之沈澱資金損失風險，應得以自始排除支付法規之
規制705，而回歸至一般民法或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
而詳究歐盟法制之所以要求，應再加上「為磋商或締結商品或服務之銷售與
購買」等「商業代理」要件，本文推敲其立法意旨，可能係基於 PSD2 旨在保護
全體支付服務用戶，而非支付服務之單邊用戶（亦即資金損失風險由授予代理權
者承擔，不足以成為排除規範之理由），以及避免支付市場之競爭扭曲，始將其
排除範圍限定於與授予代理權者具有密切之商業代理關係者706。然本文認為，若

政 治 大
代理權者之資金損失風險，僅需透過民法或消費者保護法再加以保障，即為已足。
立
由沈澱資金風險之控管角度而觀，尚無需以此要件為排除規範之前提，對於授予

‧ 國

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之規範與界定

學

第三款

首先，如下列比較表所示，針對「單一或有限用途」之儲值支付工具，各司

‧

法轄區法制所採取之「規範方式」存在重大差異。例如：歐盟 PSD2 及 EMD2 與

sit

y

Nat

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即明確將「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或「有限用途電子貨

io

er

幣」排除於支付法規規制範疇外；反之，日本《資金結算法》則明確將單用途之
「自家型預付支付工具」納入該法之規制範疇，並適用最低要求之事後申報制。

al

n

iv
n
C
再者，如下列表 4-5 所示，對於「有限用途」或「有限網絡」之認定，各司
hengchi U

法轄區法制所採行之「界定方式」也存在重大差異。例如：日本《資金結算法》
是透過與發行者之緊密關係加以認定；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則是採行與發行者
是否存在「關聯公司」或「加盟連鎖」關係，輔以儲值金額上限」等限制要件為
認定；歐盟 PSD2 及 EMD2 則是透過「商品或服務兌換之有限範圍」、「支付工
具使用之有限範圍」，輔以「交易總價值」與監管者之「重新裁量」為認定。

705

另外，亦有從系統性風險控管之角度，認為單純之「代收」或「代付」之服務得以排除支付法
規之規制者。詳見：朱瑞翔，同註 367，頁 174~175。

706

See London Economics, Study On The Impact Of Directive 2007/64/Ec On Payment Serv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ulation (Ec) No 924/2009 On Cross-Border
Payments In The Community, at 134~136（Februar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study-impact-psd-24072013_en.pdf（last visited:
2021.1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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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之規範方式

之界定方式

法律

使用者僅能在服務提供者之有限網
絡內獲取商品或服務（兌換對象範圍
限制）；或使用者僅能用於獲取範圍
將「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非常有限之商品或服務（兌換商品範
排除於《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 圍限制）。
歐盟
PSD2
及

及《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之監 又依據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公
管範疇。

告之「關於 PSD2 下的有限網絡排除

對於「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 指南草案」，各成員國主管機關得根

政 治 大
成員國市場的規模與特殊性，衡量多
義務」；並同時賦予各成員國監
立
具」之發行者課予相應之「通知 據提供服務之具體商業模式及各自

EMD2

‧ 國

學

管者得以「重新審視」其是否繼 項「主要指標」與「附加指標」。

續適用該排除規定之裁量權限。 再者，若發行者於 12 個月內之支付

‧

交易總價值超過 100 萬歐元時，即應
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有義務審查

y

Nat

發行者之「關聯公司」、「聯營公司」

n

al

er

io

sit

該活動是否仍符合有限網絡要件。

新加坡
PSA

Ch

i
Un

v

或與發性者具「加盟連鎖」關係者所

engchi

將「有限用途電子貨幣」排除於 提供之商品與服務兌換；
《支付服務法》之監管範疇。

且限定單一用戶之儲值金額不得超
過 1000 新幣；電子儲存金錢價值若
超過 100 新幣。

日本

「自家型」與「第三者型」預付

《資金

支付工具皆劃入本法之規制範

結算

疇。然而，對於「自家型」僅採

法》

用「事後申報」之准入規範。

限於發行者或與發行者具「緊密關
係」者。而所謂「緊密關係」，依照
《資金結算法施行令》第 3 條規定，
係指自然人之親屬關係或法人之子
公司或控制公司等。

表 4-5：歐盟、新加坡及日本「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規範」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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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針對上述相異之立法體例，相較之下，本文認為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
令》及《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對於「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所採行之「規範
方式」與「界定方式」方式，或較為妥適。
具言之，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通常僅係於「有限網絡」或「閉環」系統中，
換取發行者或與發行者具有商業協議之實體所提供之有限商品或服務，其大多缺
乏支付服務廣泛或多用途之價值交換性質，而僅為單純履行雙方預付買賣契約關
係之用，縱使其可能涉及向不特定大眾收受資金之行為，惟其使用目的與規模有
限、所生之洗錢與資恐風險較小，亦不涉及複雜之回贖與結清算等流動性問題，
僅需透過一般民事法規加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即為已足。因此，對於此類有
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即應如歐盟法制，自始「排除」於支付法規之監管範疇。

政 治 大

再者，關於「有限網絡」之界定，係涉較為主觀或個案之事實認定問題，若

立

僅透過與發行者之關係加以認定，恐造成其區分要件上過於單一且僵化（如日本

‧ 國

學

《資金結算法》）；且若直接在支付工具之種類、數額或使用方式上進行限制，
或過度添加其他洗錢防制要件（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也容易影響業者商業

‧

模式上之選擇自由。因此，在法規設計上自應採行較為寬廣且多樣之判斷標準，
以為主管機關保留較高度且彈性之裁量權限。而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所

y

Nat

sit

提出之「兌換對象範圍限制」與「兌換商品範圍限制」兩項標準，係經歐盟銀行

n

al

er

io

業管理局縝密評估後，認為得以在有效規制「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之範圍與

i
Un

v

風險前提下，最不影響業者在商業模式上選擇自由者707；且歐盟銀行業管理局也

Ch

engchi

透過公布相關指南草案，明確揭示該兩項標準之界定方式，並列舉諸多「附加指
標」作為各成員國輔助參考，以避免該標準過於模糊而失卻法律可預測性708。
另外，雖然歐盟並未對於「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之「交易總量」直接進
行限制；然考量到「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隨著其服務範圍之增長，交易量與
發行總餘額大幅提高下，也可能已漸漸成為通用支付工具，其資金規模已非有限，
為避免造成客戶資金風險，歐盟對於有限用途支付工具之發行者也課予「年交易
總量超過 100 萬歐元」之通知義務，使主管機關得以有重新審查之權限。

707

See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EBA）, supra note 408, at 10~13

708

另外，亦有論文指出：實際上，各成員國主管機關也多會公佈其認定之標準與實際案例，以
供業者做為參考之依據，故某程度上也緩和可預見性之疑義。詳見：朱瑞翔，同註 367，頁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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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步驟二：導入差異化之監管牌照或制度設計
於初步確立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範圍後，對於該些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理，
現代多數司法轄區域多係導入差異化之「支付監管牌照」（Licensing）或「支付
系統指定制度」（Designating）設計，以對於支付服務提供者，分別行以支付實
體之審慎監理措施與支付系統之監督措施709。
而觀諸下表所 4-6 列歐盟、新加坡及日本立法體例之比較，可以發現，其等
針對「監管牌照或制度種類」之設計，大多係採行「三軌制」（Three-tiered）之
監理邏輯。亦即透過特定之「牌照或制度劃分標準」，將牌照或制度劃分為重度、
中度、輕度三種類別，從而避免「雙軌制」一刀切式之僵化缺陷，並賦予監管者
行以差異化監管措施之前提與靈活空間710。例如：歐盟法制透過信貸機構、支付

政 治 大

機構、電子貨幣機構之區分，即使得歐盟支付監管牌照呈現「三軌監理框架」；

立

又例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牌照種類之區分，也是分為一般支付機構、

‧ 國

學

大型支付機構、貨幣兌機構等「三種許可牌照」；日本《資金結算法》對於資金
移動業也是依據其匯兌服務之金額上限，區分為「三種類別之資金移動業」。

‧

法律

監管牌照或制度種類

牌照或制度劃分標準

sit



支付機構許可牌照

2. 是否經營「電子貨幣發行服

n

信貸機構許可牌照

er

io

al



PSD2
及

y

Nat

歐盟

1. 是否提供「信貸服務」

Ch

engchi

小額支付機構登記牌照


EMD2

i
Un

務」。

v

3. 執行支付交易之月均總額 300

電子貨幣機構許可牌照

萬歐元以下。

小額電子貨幣機構登記牌照

4. 月平均未償電子貨幣 500 萬歐
元以下。



一般支付機構許可牌照

1. 是否僅經營「貨幣兌換服務」
。

新加坡



大型支付機構許可牌照

2. 從事單一支付服務之「月均支

PSA



貨幣兌換許可牌照

付交易量」未超過 300 萬新幣



支付系統指定制度

3. 或從事兩項以上支付服務之

709

See Tanai Khiaonarong & Terry Goh, supra note 698, at 13~19.

710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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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均支付交易量總和」未超
過 600 萬新幣；
4. 或其從事「電子貨幣發行服
務」之「日均未償還電子貨幣」
未超過 500 萬新幣。
5. 是否涉及「具系統重要性支付
系統」之經營

日本

結算



法》

金移動業」或「加密資產交換

自家型預付工具發行人申報

業」服務。

政 治2. 預付工具發行之緊密關係（自
大
第二類資金移動登記牌照
家型或第三者型）
立
第一類資金移動許可牌照

第三類資金移動登記牌照
加密資產交換業登記牌照

3. 資金移動業務之匯兌金額上

學



1. 經營「預付工具發行」或「資

記牌照

‧ 國

《資金

第三者型預付工具發行人登

限（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

表 4-6：歐盟、新加坡及日本「監管牌照或制度設計」之比較

y

Nat

sit

然而，透過上表 4-6 之統整，亦可發現，各司法轄區法制所採行之「牌照或

er

io

制度劃分標準」即不盡相同。例如：日本《資金結算法》對於監管牌照種類之劃

al

n

iv
n
C
hengchi U
否提供「信貸服務」或「電子貨幣發行服務」為牌照種類之劃分依據外，尚且依
分，即是依據「支付服務類別」為劃分依據；而歐盟 PSD2 及 EMD2 除了依據是

據「支付交易量或未償電子貨幣之閾值」，再劃分出小額支付機構與小額電子貨
幣機構，使小規模機構得以豁免大部分之監管要求；至於新加坡《支付服務法》
除了為「貨幣兌換服務」設立獨立許可牌照外，則是透過「支付交易量或未償電
子貨幣之閾值」，再劃分一般支付機構與大型支付機構兩種許可牌照，並透過是
否涉及「具系統重要性支付系統」之經營，再劃分出指定支付系統。
而針對上述各司法轄區相異之立法體例，本文認為，其不外乎皆是依據「支
付服務類別」或「支付交易規模」兩種方式為牌照或制度之劃分，蓋此兩種劃分
方式應是最能充實反映非銀行支付服務之風險本質與支付機構之風險規模者。然
而，該兩種劃分方式也均有其優劣，若僅透過「支付服務類別」為劃分者，將使
監管者可以針對個別支付服務之風險與監理需求，行以差異化之監管措施，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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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即在於，牌照種類多樣與細緻化將使監管呈現破碎化，並大幅增加監管之複
雜性，且無法真實反映支付機構之風險規模；反之，若僅透過「支付交易規模」
為劃分者，將使監管者可以針對支付機構經手之金流與風險規模，行以差異化之
監管措施，然其缺陷即在於無法真實反映各支付服務之風險屬性。
因此，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劃分標準」，應是嘗試調和上述二種方式，
使監管牌照或制度之劃分標準，可以同時且充分地反映各式支付服務之「風險本
質」，以及各支付機構之「風險規模」。具言之，如下圖 4-10 所示，「客戶資金
風險控制」作為支付服務之監理核心，監管者在監理監管牌照或制度之劃分上，
自應同時考量各式支付服務所涉及之客戶資金「保管期間長短」，以及各支付機
構所涉及之客戶資金「金流規模大小」711。因此，若同時以此二者作為監理牌照

政 治 大
險區間中，大致可劃分出以下三種監管牌照或制度類型，亦即需高度審慎監管之
立
「具系統重要性之非銀行支付機構」、僅需中度監管之「一般或大型非銀行支付
或制度之劃分依據，並套用前述「三軌制」之監理邏輯設計，則應可在相異之風

‧ 國

學

機構」、可豁免或僅需低度監管之「小額或微型非銀行支付機構」712。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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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非銀行支付監管牌照劃分圖（本文自行繪製）
711

參見：朱瑞翔，同註 367，頁 67~70。

712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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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綜觀各司法轄區之監管牌照或制度設計，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之「支付
服務許可制度」與「支付系統指定度」應是最能體現上述監理設計者，亦是本文
認為較為妥適之監管牌照或制度劃分方式。
詳言之，新加坡之《支付服務法》在「支付服務許可制度」之設計上，即不
以「支付服務種類」作為支付機構監管牌照之劃分，而係依據其支付服務所涉及
之「支付交易規模」，簡單劃分為「一般支付機構」與「大型支付機構」兩種監
管牌照類型，而不使監管牌照之劃分過度破碎化。然而，在「支付交易規模」之
計算上，《支付服務法》則考量各式「支付服務」之風險本質，使經營「兩種以
上支付服務」之牌照劃分閾值，提高至「月均支付交易總量」600 萬新幣，充分
反映支付機構因支付服務疊加經營，而導致「在途資金流量增加」之風險規模；

政 治 大
管期間」之風險本質，使「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之牌照劃分閾值，特別以「日均
立
未償還電子貨幣」作為其閾值計算之基礎。
並且也同時反映「電子貨幣發行服務」相異於其他支付服務，具有「較長資金保

‧ 國

學

另外，在監理密度與監管要求上，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小規模經營之

‧

「一般支付機構」多是豁免其適用多數許可制度監理規範；一般或多數之「大型
支付機構」則要求適用全部之許可制度監理規範；至於更為大型而「具有系統重

y

Nat

sit

要性」之支付機構或支付系統經營者，由於其資金規模甚距，對於整體支付系統

al

er

io

存在較高之系統性風險，因此其除了應適用全部之許可制度監理規範外，也應適

v

n

用「支付系統指定制度」等涉及宏觀層面之支付系統監督措施713。

Ch

i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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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ch
第三項 步驟三：實施差異化之風險管理措施

確立各式支付服務之基本功能與態樣，並對於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導入差異
化之「監管牌照或制度」後；緊接著即須進一步審視、分析、評估各式支付服務
可能產生之風險類型，以建立更為細緻之差異化「風險管理措施」714。
申言之，誠如本文於第二章第三節所統整之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態樣（包含
電子貨幣發行、第三方代收代付、虛擬通貨支付、創新匯款服務）；以及第三章

713

該監管設計也符合 Rhys Bollen 教授所提出之支付服務最佳監管框架：“Best practice would
appear to be a regime where all services in scope are caught by a basic licensing regime, and in
addition all deposit and similar products above a de minimus value would be covered by a bankingstyle prudential regime.”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48, 56~57.

714

See Tanai Khiaonarong & Terry Goh, supra note 698, 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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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與第三節所歸納之各式非銀行支付風險及監理面向（包含市場准入機制、
使用者資金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網路與數據安全、洗錢與資恐防制、支付互
通性與市場競爭）。在眾多迥異之支付服務態樣、支付功能及機構規模中，即可
能各自對應產生相異之風險大小與問題輕重。因此，若遵循前揭酌情監理原則中
「相同業務，相同風險，相同監管」（same activities, same risks, same regulations）
之「風險基礎方法」或「功能監理方法」，即有必要針對各式支付服務與監理面
向建立更為細緻化、彈性化與差異化之管理措施。
以下即依序比較各司法轄區法制對於「市場准入機制」、「客戶資金保障」
及「其他監理面向」之差異化監管措施，並說明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規制方式：
第一款

市場准入規範之比較

治
政
大
透過下表 4-7 之統整，可以發現，對於「市場准入規範」，各司法轄區法制
立
主要皆是透過「授權資格審查規範」與「初始與持續資本門檻」兩種監管措施加
‧ 國

學

以形塑。其中，在「授權資格審查規範」上，各司法轄區為確保支付機構之健全
性與審慎管理，均會要求支付機構申請者應交付相關審查文件，以供主管機關了

‧

解申請者之內部控制關係、商業模式複雜性、風險規模與內涵；且各司法轄區法

sit

y

Nat

制也均不以「專業經營」為支付機構授權資格之限制，從而使支付機構得以保有

io

n

al

er

業務彈性之發展空間。
法律

授權資格審查規範

Ch

i
Un

v

初始與持續資本門檻

engchi

支付機構之初始資本額要求：（a）
若僅提供匯款服務，其資本不得

交付一般審查文件；
歐盟
PSD2
及
EMD2

少於 2 萬歐元；（b）若支付機構

不限於「專業經營」；然而，主管
機關鑒於支付機構之非支付服務
活動可能損及其財務狀況，或損
及其遵從本法規範之能力時，得
要求設立「獨立實體」以提供支付
服務或電子貨幣發行服務。

僅提供支付啟動服務，其資本在
不得少於 5 萬歐元；（c）若支付
機構提供本法其他支付服務，其
資本不得少於 12 萬 5 千歐元。
支付機構之持續資本要求將依據
付機構所生之「成本費用」、「經
手客戶金流量」及「盈餘收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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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基礎作為計算；且主管機關也
為正負 20%之調整。
電子貨幣機構之初始資本額不得
少於 35 萬歐元。
電子貨幣機構之持續資本不得低
於「平均未償電子貨幣」的 2％；
且主管機關也為正負 20%之調整。
一般支付機構之初始與持續資本
額不得少於 10 萬新幣。

交付一般審查文件；
新加坡
PSA

不限於「專業經營」。然而，申請 大型支付機構之初始與持續資本

政 治 大

者應以「公司」且應符合相關人員 額不得少於 25 萬新幣。

立

從事 MAS 規範活動之合適與適當 另外，大型支付機構應對於每一

‧ 國

學

標準指南

項支付服務之經營繳納 10 萬新幣
或 20 萬新幣之保證金。

‧

第三者型發行者之最低淨資產額

y

Nat

al

n

日本
《資金
結算
法》

三者型預付支付工具之發行人資

Ch

特定限定要件則可降為 1,000 萬

er

io

均不限於「專業經營」。然而，第

sit

原則上應為 1 億日圓，除非滿足

交付一般審查文件；

v

日圓或零日圓。

engchi

i
Un

格應係以「法人團體」為限；資金 資金移動業者無「最低淨資產額」
移動業者之資格應係以「股份有 限制，然而主管機關對於資金移
限公司」為限；加密資產交換業者 動業者之財務健全性富有更具彈
之資格也應以「股份有限公司」為 性之審查權限。
限，且應加入虛擬通貨交易協會， 加密資產交換業之資本額為 1,000
並遵守協會制定之內部規則。

萬日圓以上，且公司之淨資產額
不得為負值。

表 4-7：歐盟、新加坡及日本「市場准入規範」之比較
然而，透過上表 4-7 之統整，亦可發現，各司法轄區法制所採行之「授權資
格審查規範」與「初始與持續資本門檻」，也存有相異之監管設計。例如：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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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及《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即賦予主管機關得以令申請
者設立「獨立實體」之權限；反之，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及日本《資金結算法》
則無此規範。又例如：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與《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
對於支付機構與電子貨幣機構，設有相異之初始資本與持續資本計算方式；新加
坡《支付服務法》則是要求大型支付機構與一般支付機構，均應具有相應之初始
與持續資本；至於日本《資金結算法》則是對於預付支付工具發行人、資金移動
業者與加密資產交換業者有寬嚴不一之資本與淨資產規範。
而針對上述相異之立法體例，相較之下，本文認為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
令》與《第二號電子貨幣指令》採行之「授權資格審查規範」與「初始與持續資
本門檻」，或較為妥適，亦較符合風險基礎方法之監理設計。

政 治 大

詳言之，歐盟法制雖不以「專業經營」為支付機構授權資格之限制，然而透

立

過立法者賦予主管機關得以令申請者設立「獨立實體」之彈性化監理裁量權限，

‧ 國

學

將更能確保支付機構應有之業務風險本質，並使支付機構實體與申請者原實體產
生「結構分離」之效果，從而避免申請者原實體因涉及經營其他信貸或投資活動，

‧

損及其同時作為支付機構應有之財務健全性及客戶資金保障能力。

sit

y

Nat

再者，歐盟法制對於經營相異支付服務之支付機構與電子支付機構也課予相

io

er

異之初始資本額要求，除了展現出「階層式監管設計」外，也充分反映相異「支
付服務」所涉及不同程度之風險性質。另外，歐盟法制依照「成本費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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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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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客戶金流量」、「盈餘收入」及「平均未償電子貨幣的 2％」四種計算方法，

engchi

作為支付機構與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持續資本計算，並賦予主管機關根據風險評
估再為動態式調整之裁量權限，也充分展現「動態式監管設計」，從而更能真實
且動態地反映相異「機構規模」產生之不同的風險規模，並且避免大小型支付機
構，均適用相同持續資本要求之失衡現象。
第二款

客戶資金保障規範之比較

如下表 4-8 所示，對於客戶資金保障規範，各司法轄區法制主要是從「資金
保障措施」與「業務行為限制」兩個面向加以形塑。其中，前者是透過對於「客
戶資金」之存管、利用限制、補償機制、優先受償等措施，加以保障客戶資金之
充足性與支付機構償付能力；後者則是透過限制支付機構之自身業務活動，以有
效控制付支付機構之業務風險本質與規模，從而降低客戶資金損失可能性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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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資金保障措施

業務行為限制

對於經手客戶資金之支付機構，若未能 支付機構收取之任何客戶資
於第 D+1 日結內完成結清算者，應將所 金，均不得構成《信貸機構指
歐盟

有客戶資金進行「資金帳戶分離」或「流 令》所指涉之「保證金或其他

PSD2

動性投資」；並以使用者之利益為其資金 應償還款項」或 EMD2 所指涉

及
EMD2

踐行「資金圈護」避免支付機構破產時遭 之「電子貨幣」；
受機構其他債務人之追索。

支付機構僅有滿足特定條件

同時也提供「保險」或「其他等值擔保」 方可授予與支付服務有關之
等多樣化資金保障手段。

「信用」。

政 治 大
禁止「從事信貸或收受存款等
子貨幣餘額」，應在指定期限內選擇「責
立
活動」或「從支付賬戶中提取
支付機構收到用戶之「在途資金」與「電

‧ 國

PSA

任承擔」、「保證」、「信託」中其中一
種資金保障措施。

之電子貨幣兌換成新加坡貨

學

新加坡

幣」。

額之「保證金」，已確保其得以履行對於

‧

大型支付機構均應向管理局提交指定數

應確保「消費者支付賬戶之電

y

Nat

子貨幣額度限制」。

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應選擇採行「發行

n

al

Ch

保證金」之「提存」、「擔保」及「信託」

engchi

三種資產保全措施（且容許並存）。
日本
《資金
結算
法》

er

io

sit

支付服務用戶之義務。

i
Un

v

預付支付工具之本金退還限

資金移動業者應選擇採行「履行保證金」 制
之「提存」、「擔保」及「信託」三種資 資金移動業者應踐行「客戶資
產保全措施（且容許並存）；第三類資金 金留滯之限制」、「客戶資金
移動業者得選擇採行「銀行存管措施」。 信貸之禁止」等規範。
加密資產交換業應採行「資產分管措 限制第二類與第三類資金移
施」、「客戶資金信託」、「履行擔保加 動業者之匯兌金額。
密資產」等資產保全措施。
均賦予用戶「法定優先受償權」。
表 4-8：歐盟、新加坡及日本「客戶資金保障規範」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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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詳觀上表 4-8，亦可發現，各司法轄區法制對於「資金保障措施」與
「業務行為限制」之監理設計，確實也存在著相異之監管設計，且其彼此間亦存
有相異之監管考量。因此，本文以下即分別就此二者進行探討，並提出認為較為
妥適之規制方式：
一、 資金保障措施
針對「資金保障措施」之監理設計，雖於各司法轄區法制內容上略有不同；
然而，亦可發現，各司法轄區之監理邏輯不外乎皆是在確保不損及客戶資金保障
功能之前提下，採行「多樣化」與「彈性化」之監理設計。例如：歐盟 PSD2 與
EMD2 除了提供支付機構「帳戶分離」或「流動性投資」搭配「資金圈護」等保
障措施可供選擇外，亦提供「保險」或「其他等值擔保」等多樣化選擇；新加坡

政 治 大

《支付服務法》則是提供支付機構「責任承擔」、「保證」、「信託」三種資金

立

保障措施可供選擇，並搭配「保證金措施」以確保具一定交易規模之支付機構於

‧ 國

學

破產時之償付能力；至於日本《資金結算法》則是提供預付支付工具發行者或資
金移動業者「提存」、「擔保」及「信託」三種資產保全措施可供選擇，且容許

‧

各保障措施間相互並存使用，並透過「法定優先受償權」之設置以提高用戶於支
付機構於破產時之受償可能性。

sit

y

Nat

io

er

因此，本文認為，在規制方式上各司法轄區法制並無絕對之優劣，或可嘗試
綜合採行各司法轄區法制對於「資金保障措施」之多樣化與彈性化監理設計，使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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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業者在不損及客戶資金保障功能之前提下，得以盡量享有「多樣化」與「彈性化」

engchi

之選擇與法遵空間。具言之，在監理設計上，或可令業者得以選擇就其收受之客
戶資金在信託架構下採行「資金隔離」或「流動性投資」等保障措施，並同時給
予業者如「保證」、「保險」或「其他等值擔保」等多樣化之保障措施選擇，且
容許各保障措施間相互並存，從而使業者得以保有其法律遵循上之選擇自由與資
金靈活運用空間。例如：業者可以選擇就四分之一的客戶資金進行信託資金隔離
或流動性投資，其他四分之三則分別透過保險、保證或其他等值擔保加以保障。
再者，上述保障措施應可再搭配支付機構「保證金措施」與用戶「法定優先受償
權」之設置，以最大化保障用戶之受償可能性與利益。
此外，有鑒於「虛擬通貨」之存管特殊性，本文認為，針對「虛擬通貨支付
服務」之客戶資金保障，或可另行參考日本《資金結算法》所採取之特殊規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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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較為妥適，以賦予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業者更為特殊之資金保障措施要求。具言
之，在監理設計上，或可令業者除了應將客戶「法幣資金」交付信託，也應將其
絕大多數客戶「虛擬通貨」透過冷錢包之保管方式與業者自身資產分離，以避免
交易平台造遭受駭客竊取之網路風險；並且應可透過業者「履行擔保機制」與用
戶「法定優先受償權」之設置，以充分保障客戶法幣資金與虛擬通貨之受償可能
性與利益。
二、 業務務行為限制
針對「業務行為限制」之監理設計部分，各司法轄區規制之主要差異又得以
細分為：對於支付機構之「信貸活動限制」以及對於支付服務之「交易或帳戶額
度限制」兩個部分。以下分別探討之：
1.

治
政
大
支付機構之「信貸活動限制」
立
‧ 國

學

針對「信貸活動限制」部分，歐盟法制係規定支付機構或電子貨幣機構所收
取之任何「客戶資金」，均不得構成《信貸機構指令》所指涉之「保證金或其他

‧

應償還款項」，且容許支付機構在滿足特定條件下可提供與支付服務有關之短期
「授信」服務；新加坡法制則係完全禁止從事任何信貸或收受存款等活動；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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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io

sit

法制則係禁止資金移動業者將「客戶資金用」以提供信貸業務。

n

al

er

對於上述相異之立法體例，本文認為，歐盟與日本法制均為妥適而可供參照

i
Un

v

之立法例。詳言之，「信貸活動限制」之主要設置目的，應係在於避免客戶資金

Ch

engchi

因支付機構信用風險而遭致損失。因此，在確保不損及「支付業務本質」與「客
戶資金保障」之範圍內，或許仍可容許支付機構在不涉及「客戶資金」之情形下，
得從事小部分受限制之支付信貸服務。從而，在監理設計上，或許僅需限制支付
機構不得將客戶資金或電子貨幣餘額從事信用授予之活動（不構成存放款業務）
，
並適度容許支付機構在滿足信用授予係屬「短期」715，且授信額度與機構自有資
金也滿足主管機關之相應要求等前提下，仍得以向使用者提供「信用支付」服務。
2.

715

支付服務之「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

若信用授予係屬「短期」
，期限錯置現象即較不明顯，從而不會涉及如銀行「吸收存款並提供
放款」之流動性風險問題。楊岳平，論去中心化金融與智慧合約的金融監理──以去中心化借
貸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第 316 期，頁 66~67，2020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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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部分，歐盟支付法制並無設有相關之限制，而
係留待各版《反洗錢指令》與洗錢防制之細部規範加以形塑716；新加坡法制則係
基於限縮個體用戶之資金損失風險與規模（limiting a customer’s potential loss），
從而直接限制用戶支付帳戶「電子貨幣」之儲值額與交易額；日本法制則是為區
分與控制不同類型資金移動業者之「業務本質與風險」，從而對於第二類與第三
類資金移動業者設有相異程度之「匯兌服務金額」上限。
對於上述相異之立法體例，本文認為，歐盟法制將「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
留待由洗錢防制法制加以形塑，而不在支付服務監理法規直接規範，或為較妥適
而可供參照之立法。蓋若僅是從上述新加坡「保障個體用戶資金」與日本「控制
支付業務本質與風險」之角度而觀，實無必要於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中直接對於支

政 治 大
模式上之選擇自由與發展空間，甚至阻礙電子化支付工具之廣泛應用與發展。
立

付機構之業務行設有「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以避免自始損及支付機構在商業

‧ 國

學

質言之，若僅係基於控制個體用戶之「資金損失風險與規模」而觀，則透過
前述諸多「資金保障措施」與「信貸活動限制」應足以保障全體客戶之資金安全

‧

性與受償利益，「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毋寧應定性為個別支付機構用以保護消
費者之「內部保障措施」（例如：控制用於於支付錯誤之損失），其應留待由各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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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支付業者自由形塑，而不應直接作為其「業務行為限制」之法律硬性規範。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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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若僅係基於區分與控制支付業者之「業務本質與風險」而觀，則本文前述「支付

i
Un

v

服務類別」或「支付交易規模」兩種監理牌照之劃分依據，也應足以直接反映與

Ch

engchi

控制支付機構之「業務本質與風險」，故實無必要再透過「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
作為支付機構之業務劃分依據或風險控制措施717。
第三款

其他監理面向規範之比較

觀諸下表 4-9，可以發現，各司法轄區法制對於「消費者保護面向」、「洗
錢與資恐防制面向」、「資訊安全面向」、「市場競爭與支付互通性面向」之監
理設計雖存有些許差異，然其等對於各監理面向之「規範重點」可謂大致相同。
故以下僅分別說明各監理面向之規範重點，以及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規制方式：

716

例如：《第五版反洗錢指令》
（AMLD 5）即對於匿名性之「電子貨幣產品」
，限制其產品發行
之總餘額不可超過 250 歐元。See Directive (EU) 2015/849, Art. 12.

717

亦有從系統性風險控管之角度，採以相同見解，詳見：朱瑞翔，同註 367，頁 169~171。
241
DOI:10.6814/NCCU202200131

法律

消費者保護規範

資訊安全規範

洗錢與資恐

市場競爭與支

防制規範

付互通性規範

條件透明與資訊要求；
歐盟
PSD2
及
EMD2

當事人權利義務規制：

支付系統訪問
建立安全框架

嚴格客戶驗證；

搭配各版《反

之監理；

洗錢指令》之

未授權支付交易之損 監管技術標準

規範

交換費之監
理；

失責任分配；
紛爭解決機制
《業務行為通知 》與
《披露與訊息通知》；

立

《電子化支付用戶保護 理通知》、《網
指南》對於「錯誤解決 絡衛生通知》以
流程」與「未授權支付 及《技術風險管
交易之用戶責任上限」 理實踐指南》

《資金
結算
法》

付互通性之相
關權限。

收）法》

er

n

al

Ch

詐欺防止與未授權交

日本

犯罪（利益沒

sit

io

重要權利事項告知；

易之處理；

毒和其他嚴重

MAS 實 施 支

y

Nat

之規範。

PSA 第 25 條、
第 26 條賦予

搭配《貪腐、販

‧

‧ 國

PSA

防制通知》；

學

新加坡

政 治 《洗錢與資恐
《技術風險管 大

苦情申訴與紛爭解決
機創設；

engchi

i
Un

v

資 訊 安 全 與 外 搭配《預防犯
部 委 託 管 理 規 罪 所 得 移 轉 並無特殊規範

加密資產交換業 信用 定
交易之特殊告知義務、

法》之規範

廣告及招攬之規制 以
及其他特殊用戶保護
措施；
表 4-9：歐盟、新加坡及日本「其他監理面向規範」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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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費者保護面向
關於「消費者保護面向」之規制重點，即在於如何於單一支付監理法規中形
塑「資訊揭露」（disclosure）、「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規制」（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未授權支付交易之處理與損失責任分配」（Liability and redress）與
「紛爭解決機制」（dispute resolution）等監管要素718，以保障用戶知情權，並明
確化用戶與支付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對此，本文認為，或可參照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與日本《資金結算
法》之規範方式，直接在支付服務法規之母法對於上述事項皆為初步之規範，再
透過相關授權子法為更加具體之規範，以充分保障用戶知情權以及權利義務；另
外，針對「未授權支付交易之損失責任分配」規制，則可特別參考照歐盟之規範

政 治 大

方式，盡量統一規範所有支付工具之損失責任分配標準，以避免損失責任分配規

立

則之紊亂，並賦予監管者得以具有更為詳細之準則制定權限，以基於最高經濟效

‧ 國

學

益與平衡，詳盡且合理地分配支付機構與消費者間之行為義務。
另外，針對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之「資訊揭露」規制，有鑒於其作為新興資產

‧

之特殊性，在市場上必然存在更為強烈之資訊不對稱性。因此，本文認為，或可

sit

y

Nat

參考日本《資金結算法》之規範方式，透過相關授權子法（《加密資產交換業內

io

er

閣府令》），搭配自律組織之規範，特別為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業者形塑更加具體
之行為規範，使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業者應即時告知用戶足以影響其交易判斷之重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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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訊，並建置即時反映市場價格、避免利益衝突及不公正交易之相關透明機制。
二、 資訊安全面向

engchi

關於「資訊安全面向」之規制重點，即在於如何為相異類型之支付機構提供
可供遵循之技術標準。對此，詳觀各司法轄區之規範方式，也均是先在母法為初
步之授權規範，再透過相關授權子法或通知準則，進而為各式非銀行支付業者形
塑更為具體之技術標準。
例如：有鑒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具備較為特殊且強烈之資訊安全風險，監管
者即可透過相關授權子法或通知指南之具體規範與要求，使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業
者需遵循更為嚴格或特殊之資訊安全標準。

718

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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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洗錢與資恐防制面向
關於「洗錢與資恐防制面向」之規制重點，即在於如何使非銀行支付監理法
規得以與既有之洗錢與資恐監理法規相互搭配與整合。對此，本文認為，實不應
在支付服務法規本身之設計上涵蓋過多之洗錢與資恐防制規範，從而損及支付服
務法規監管之本質目的，因此或可參考新加坡之規制方式，僅透過相關授權子法
或通知指南，以搭配既有之洗錢與資恐防制法規，為非銀行支付業者賦予具體之
防制洗錢與資恐行為規範。例如：對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業者，即可透過相
關通知準則，令其遵循如「旅行規則」或其他 FATF 標準所建議之行為準則。
四、市場競爭與支付互通性面向

治
政
大
規中形塑監管者對於市場競爭干預與實施支付互通性之權力。對此，本文認為，
立
在「市場競爭」規範上，或可參照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之規範方式，對
關於「市場競爭與支付互通性面向」之規制重點，即在於如何在支付監理法

‧ 國

學

於「支付系統訪問」與「支付交換費」之監理為初步之規範，並搭配其他政府部
門或監管法規，以形塑對於支付服務之競爭管制框架。

‧

至於「支付互通性」規範，本文認為，或可參照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之規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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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方式，直接在法規中授權主管機關實施支付互通性之權力，然而其前提要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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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應設定在「主管機關必須謹慎平衡支付系統運營商與支付服務提供商之利益，唯

al

v

n

有在具備顯著之互通性利益與結果下，主管機關才能發動任何互通性之權力」，

ni
Ch
以避免主管機關對於支付服務市場之過度干預。
U
engchi

第四項 步驟四：完善法律確定性與監管賦能機制
對於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導入差異化之「監管牌照」設計，並依據各式支付
服務之基本態樣與風險規模建立差異化之監管措施後；最後一個步驟，即係在此
分析框架中持續確保「法律確定性」與「監管賦能」，以便未來市場中面臨新興
支付工具、支付服務態樣或風險變化時，得以即刻檢視其是否為現行法規框架所
持續包含；抑或是否具有充足之協力與試驗空間，以作為法規框架之即時修正與
納管，從而避免法規障礙與監管套利之情形。
簡言之，監管者在形塑監管框架之過程中，實應隨時審視與調整該監管框架，
使其具備足夠之完整性、前瞻性、協調性與靈活性。就此，本文僅透過以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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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與相關示例簡要說明：
1.

首先，監管者應時刻確保其監管框架，係本於「風險基礎」或「活動基礎」
為設計，使法律文意在包容性與確定性中獲取平衡，從而得以涵蓋大多數應
受監管之支付服務態樣，並且得以對於各項權利義務為整體性之規範，而非
限定於特定支付技術、支付服務、支付機構或監理面向。例如：日本《資金
結算法》在 2020 年之修法時，即對於對於「匯兌業務」
（為替取引）之定義
範圍給予更為明確且具體之規範，以限縮過往對於「代收款項服務」之解釋
範圍；又例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在 2021 年之修正法案中，即將擴大
「數位支付代幣服務」與「資金移轉移轉服務」之定義範圍，以將更多應受
監管之支付活動態樣予以涵蓋，確保監管完整性。

2.

政 治 大

再者，監管者也應注意支付監理法規與其他法律之補充性與協調性，特別係

立

涉及洗錢與資恐防制、數據保護、網絡安全或市場競爭等其他監理法規之核

‧ 國

學

心領域時，即有賴於支付監理法規與其他監理法規間相互搭配與補充之設計。
例如：歐盟針對單一歐洲支付服務市場（SEPA）之建立與監管，除了有賴於

‧

《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作為其「立法核心」
（core legislations）外，尚需搭
配與呼應如《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網路資訊安全指令》（NISD）

y

Nat

sit

或《反洗錢指令》（AMLD）等監理法規作為「立法補充」（complementary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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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legislations），從而形塑更為完整之支付服務監理框架719。
3.

i
Un

v

最後，監管者也應隨時確保業者與監管者間是否具有充足之溝通、實驗與協

Ch

engchi

力空間，使法規得以根據業者與市場之發展為適應性與自省性之動態調整。
例如：日本《資金結算法》透過「指定資金結算業協會」之制度設計，使非
銀行支付業者也得以保有產業適性發展與自律監管之空間，並使監管機關得
以與自律組織進行之充分溝通，達成有效之公私監理協力，以共同形塑日本
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完整性與靈活性。

719

See Tanai Khiaonarong & Terry Goh, supra note 698, at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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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檢視與重塑
透過前述各司法轄區法制與「分析框架」之介紹後，本章將接續探討我國
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監理脈絡與現況，並透過該「分析框架」以對於我國當前之
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進行完整之檢討與重塑。
首先，將於第一節，先行探討我國支付監理法制之發展脈絡，並深入介紹我
國現行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再於第二節，藉由前一章所歸納之「分析框架」，
詳盡檢視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現存之困境與缺陷；最後於第三節，透過前述
歐盟、新加坡、日本監理法制之借鑑，形塑出合乎我國法制發展與實際監理脈絡
之非銀行支付「監理框架」。

第一節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介紹
政 治

大
立
本節將先行解析我國支付監理法制之發展脈絡，以理解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

‧ 國

學

監理法制之創設與設計，皆係作為《銀行法》之除外規範後，再依序對於我國現
行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內容為介紹。

‧

又誠如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探討「我國非銀行支付發展」所述720，整體而言，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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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我國當前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管，主要是依循統合《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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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後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因此本節以下也將以《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之規制內容為主要探討對象，僅於文中附帶論及《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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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engchi

事項》、《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等規範。
另外，應說明者是，針對「虛擬通貨支付」之監管，我國目前仍處於青黃不
接之監管狀態，尚且缺乏統一之權責機關與法律加以監管之，因此對於我國目前
「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定性與狀態，本節也將特別介紹之。

第一項 我國支付監理法制之發展脈絡
誠如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探討「非銀行支付源起」所述721，我國早期支付服務
之所以皆來自於傳統銀行體系，除了導因於斯時零售支付需求及科技技術尚未蓬

720

詳見本文前揭頁 62~63。

721

詳見本文前揭頁 2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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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發展外，主要亦源自於我國「法律規範」及「監理思維」之限制。其中「法律
規範限制」
，即係指《銀行法》第 29 條對於「銀行專業經營原則」之規制；至於
「監理思維限制」，則係指我國向來「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邏輯限制。
具言之，依據《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
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其中所謂「收受存款」，若根據《銀行法》第 5 條之 1 與第 29 條之 1 之補充規
範，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
高於本金之行為。」、「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
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
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而所謂「匯兌業務」，若根據我國歷

政 治 大
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
立
來主管機關與司法實務之一慣解釋，則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

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722。

‧ 國

學

因此，在上述嚴格規定與寬廣行為要件解釋下，即導致過往非銀行機構一旦

‧

從事任何具有資金保管性質或資金傳輸性質之「支付活動」，即可能被認定為違
反《銀行法》對於「收受存款業務」或「匯兌業務」之專業經營限制，而被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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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之刑事制裁。

又縱使在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興起後，主管機關有意開放特定非銀行或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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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機構提供特定類型之零售支付服務，其亦必須透過「收受存款業務」或「匯兌

engchi

業務」之例外解釋，或透過不斷創設其他除外法規，以為非銀行支付服務提供合
法性基礎。誠如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探討「我國第三方支付之發展」所述723，針對
我國早期線上代收代付服務之發展，即特別仰賴金管會對於「存款與匯兌業務」
之例外解釋，其透過「實質交易」或「實際交易」之要件創設，從而將代收代付
服務解釋為不該當存款或匯兌業務724；又針對我國線下多用途儲值卡或線上儲值

722

財政部 85 年台融局（一）字第 85249505 號函令；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6499 號刑事判
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7380 號刑事判決。

723

詳見本文前揭頁 38 以下。

724

參見金管會 100 年金管銀票字第 10000043180 號函：
「第三方支付業者營運模式中，買方於進
行網路實質交易後，支付該次交易金額，或主動溢額支付與交易金額非顯不相當之款項予第
三方支付服務業者，由業者依買方指示撥付賣方之行為，係屬針對實質交易之逐筆交付辦理
代收代付性質，為一般商業交易範疇，尚無違反銀行法及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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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之發行，也特別仰賴立法者依照《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除外規定，額
外創設《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與《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法規，以作為
其合規之依據。
而詳究我國立法者、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之所以，一再堅守「銀行專業經營
原則」對於「收受存款業務」與「匯兌業務」之廣泛限制，無非是在於考量「收
受存款」與「匯兌業務」對於傳統金融市場與支付系統具有相當之金融風險，因
此為避免客戶或金融體系受到嚴重之系統性風險危害，即應當使欲經營該些業務
者必須具備相當之特許條件，並接受審慎制度之監管，以確保國家金融監理體系
之有效性725。而「銀行」作為最被審慎監管之金融機構，自應作為「收受存款」
與「匯兌」等業務之專業經營機構。

政 治 大
受存款」或「匯兌業務」之銀行專業經營原則限制；我國對於支付監理法制之創
立

由上可知，我國對於支付法制之發展，向來皆係圍繞著《銀行法》對於「收

設，也均是「以銀行為中心」向外做出諸多除外法律規範與設計，使非銀行機構

‧ 國

學

僅有在符合特定例外解釋，或符合特定除外法規之情形下，始可合法提供特定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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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剖析

‧

值或支付服務。以下即接續剖析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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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7 月 1 日《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施行後，我國即由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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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為我國目前非銀行支付服務之主要監理規範。而本次條例之修正，除了做成電
hengch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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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及電子票證」二元監理模式整合為一，使《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支電票之統合立法外，其也大幅修正條例之規範架構與內容，並同時引入多達 18

參見依民國 99 年金管銀票字第 09900373990 號函令:「第三方支付服務係基於買賣雙方之實
際交易後，透過銀行支付體系所為之代收轉付，並無涉及銀行法第 29 條所定吸收大眾資金之
疑慮，故係屬一般商業交易支付形態，尚無制訂金融法規納入金融監理之必要。」
725

張天一，地下匯兌行為之可罰性與處罰範圍──對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度金簡字第 1 號刑事
判決暨臺中 地方法院 106 年度金重訴字第 1923 號刑事判決之檢視，月旦裁判時報，第 92
期，頁 72，2020 年 2 月。
又詳觀我國司法實務，也均係以系統性風險防免為「收受存款業務」與「匯兌業務」之限制：
銀行法第 125 條第 1 項之罪，係為落實金融監理，有效控管資金供需中介者金融機構，以防
止系統性風險所肇致之市場失序，保護投資大眾，在類型上係就違反專業經營特許業務之犯
罪加以處罰，屬於特別行政刑法，揆其「違反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者」之要件，明定包括同法
第 29 條所定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由非銀行經營之「收受存款」
、
「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
財產」及「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行為，並未就各類型而為區分。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08 年
度台上字第 1188 號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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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授權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以健全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完整性，其變動之
大，應值得吾人深入探討。
是以，本文以下也將依循前述對於各司法轄區監理法制之探討架構，逐一檢
視目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與類型之劃分」、
「市場准入規範」、「客戶資金保障規範」及「其他監理面向規範」。
第一款

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與類型之劃分

關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受監管支付服務範圍與類型之劃分，主要是
依據「機構類別」與「業務類別」，切分為「電子支付機構」許可經營之業務項
目，以及「非電子支付機構」許可或得經營之業務項目兩種態樣。其中前者係屬

政 治 大
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欲監管之支付服務範疇與類型，而係屬於其他《管理辦
立
法》或《定型化契約事項》所規管者。以下即分別探討其業務項目之內涵：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欲監管之支付服務範圍與類型；後者則不屬於《電

‧ 國

學

第一目

電子支付機構許可經營之業務項目

‧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電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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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係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各款業務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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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又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之
業務項目，由主管機關依下列所定範圍「分別許可」：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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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二、收受儲值款項。三、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四、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

engchi

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

又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電子支付機構經主管
機關「許可得經營之附隨及衍生業務」項目如下：一、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
合傳遞。二、提供特約機構端末設備共用。三、提供使用者間及使用者與特約機
構間訊息傳遞。四、提供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五、提供商品（服務）
禮券或票券價金保管及協助發行、販售、核銷相關服務。六、提供紅利積點整合
及折抵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七、提供儲值卡儲存區塊或應用程式供他人
運用。八、提供前項與第一款至第七款業務有關之資訊系統及設備之規劃、建置、
維運或顧問服務。九、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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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參照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之「立法公報紀錄」，可以發現，
立法者之所以將「電子支付機構許可經營之業務項目」分為上述兩項加以規範，
主要是考量本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業務項目，係屬於電子支付機構之「專
業經營」業務，自應經主管機關之分別許可；至於第 4 條第 2 項所規範之「金流
附隨業務」與「金流衍生業務」則原本不限於電子支付機構專業經營，其他民間
機構業者原則上亦可經營之，該項規範僅係在強調電子支付機構如欲經營此等附
隨與衍生業務，亦需經過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可為之726。對此，本文推敲此立法設
計，應係仿造《銀行法》第 3 條對於「得經營業務列示」之立法體例，且為確保
電子支付機構之「專業經營性」，因此規定僅有在主管機關之許可下，電子支付
機構始可經營其他金流附隨與衍生業務727。

政 治 大
條第 1 項規範之四款「專業經營業務」，至於第 4 條第 2 項所規範之「金流附隨
立

是以，對於以下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內涵介紹，本文將僅著重在本條例第 4

業務」與「金流衍生業務」本文即不再贅述之。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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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6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代理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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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交易款項」，係指接受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

io

er

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將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
因此，「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定義重點即在於，支付服務是否滿足「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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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交易款項」以及「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兩項要件。

engchi

且誠如本文第二章第三節探討「第三方支付之發展」所述，其經典業務類型即為
線上電商平台與支付業者提供之「代收代付」與「履約擔保支付」等支付服務。
又依據本條例第 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規定，對於本項業務之規制，亦將因
業者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是否超過一定金額（新臺幣 20 億元），而

726

立法院，立法院公報，第 109 卷第 86 期，委員會紀錄，頁 143，https://reurl.cc/2o964v（最後
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727

對此，可參考時任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琇媛之發言：
「這樣的立法例其實是參照銀行法，銀行
的核心業務是存款、放款和匯款，後面其實有很多業務項目不是專屬的業務項目，例如保管
箱業務、代理收付業務，其實它也都列在上面，也就是說銀行或電支機構來申請的時候，除
了核心項目之外，它會希望它的伴隨業務是哪些就列出來，我們在給他的營業執照上面尌把
它列出來。所以，給照或給項目的邏輯其實是按照一般其他金融機構，特別像是銀行。」詳
見：立法院，同上註，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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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受本條例規制之「電子支付機構業者」，以及受《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制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詳後述）。
而詳究立法者之所以僅對於「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超過一定金額之業
者為規制，主要是緣於本條例立法之初，立法者即考量到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業務本非屬金融特許業務範疇，為避免對既有單純提供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
者造成過大影響，並符合「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之考量，遂參考新加坡過
往《支付體系監督法》之規定，僅對於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超過新臺幣 10 億
元之代理收付業者予以金融監管728。而後，於本次立法修正時，有鑒於近年來電
子商務市場蓬勃成長，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亦持續增
加，遂透過授權規定事項辦法將原本新臺幣 10 億元之保管總餘額門檻提高至 20

政 治 大
因此，可以發現，針對「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業者，《電子支付機構
立

億元，以因應我國零售業網路銷售及電子購物、郵購業之成長729。

‧ 國

學

管理條例》所欲規管者，向來僅限於保管資金龐大而具有監理重要性及顯著者，
且其對於代理收付業務之監管範圍，更隨著保管餘額門檻之提高而有限縮之趨勢。

‧

二、 收受儲值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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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7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收受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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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係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
途支付使用之業務。因此，「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定義重點即在於，支付

n

al

Ch

i
Un

v

服務是否滿足「預先存放款項」、「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之利用」以及「多用

engchi

途支付使用」三項要件。且誠如本文第二章所述，其經典業務類型即為電商平台
或支付業者所發行之硬體式或軟體式「多用途電子貨幣」。
又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多用
途支付使用」，係指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內之儲值款項，得用於支付電子支付
機構以外之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對價、政府部門各種款項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款項。但不包括下列情形：（一）僅用於支付交通運輸使用，並經交通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二）僅得向發行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商品或服務

728

立法院，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總說明，
https://law.fsc.gov.tw/LawContentHistory.aspx?hid=747（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29

立法院 ，電 子支付 機構管 理條 例第五 條第 二項授權 規定 事項辦 法修正 條文 對照表 ，
https://law.fsc.gov.tw/LawContentSource.aspx?id=GL001536#lawmenu（最後瀏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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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服務）禮券。（三）各級政府機關（構）發行之儲值卡或受理開立之電
子支付帳戶，其儲值款項由該政府機關為付款方預先存放。
而參照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之「立法理由」，可以發現，對
於本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但書之規範，主要是參酌日本及香港等國外之立法例，
以明確化「多用途支付使用」之除外適用範圍。其中，較為重要者係，針對本款
但書第 2 目之「商品（服務）禮券」除外情形，立法者強調其係有鑒於目前《商
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消費者保護規定，已將商
品（服務）禮券之適用範圍限縮於「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且考量到該等商品
（服務）禮券之涉及之「貨幣性」（即被使用及接受作為獲取貨品及服務之交易
媒介而替代傳統貨幣功能）較低730，遂將該除外情形予以明訂，並由現行各目的

政 治 大

事業主管機關自行予以規制（詳後述）。

立

另外，應注意者係，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3 款規定，電

‧ 國

學

子支付機構經營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業務，應以有經營同條項第 1 款業
務為限。因此，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之經營，應以其已經營

‧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為限，尚不得單獨提供「收受儲值款項」業務。
而詳究立法者之所以限於已經營代理收付業務始得經營儲值業務，主要也是緣於

y

Nat

sit

本條例立法之初，立法者考量到「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係作為當時線上支付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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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代理收付業務之「衍生附隨業務」731，遂於立法時限定僅有經營「代理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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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始得經營收受儲值款項業務。
三、 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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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8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係指依付款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利用電子支付帳戶
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移轉之業務。因此，「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之
定義重點即在於，支付服務是否滿足「非基於實質交易」與「利用電子支付帳戶
或儲值卡」二項要件。

730

金管會，行政院通過「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頁 5~7，https://reurl.cc/OkK3rX（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31

立法院，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總說
明，頁 8，https://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8/06/02/LCEWA01_080602_00109.pdf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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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誠如本文第二章所述732，應格外區辨者係，此處所謂「國內外小額匯
兌」，應不包含一般新台幣或外幣款項、帳戶之小額匯款（如電匯、信匯、轉帳
匯款），而係專指使用者利用其所開設之「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以其
中所包含之「儲值款項餘額」（電子貨幣），進行款項之移轉或傳輸。因此，在
實質內涵上，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本項業務「國內外小額匯兌」之經營，應係基於
其「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所衍生之匯款與轉帳業務，而非完全等同於傳統銀行所
提供之「國內外小額匯兌」，或是下述非電子支付機構所從事之「外籍移工國外
小額匯兌」。
至於，立法者之所以要求電子支付機構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須以「非基於
實質交易」為前提，本文推敲其立法意旨，可能係為區分與凸顯電子支付機構所

政 治 大
；且我國無論於學說或實務上，向來均有主張「匯兌」
立

移轉之客戶資金來源，並非基於其「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而係基於其
「收受儲值款項」業務733

係指無因性之資金移轉，不同於代理收付係基於實質交易之原因關係，因此為區

‧ 國

學

辨此二者，國內小額匯兌業務自不應以「實質交易」為其要件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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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應注意者係，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3 款規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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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支付機構對於「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之經營，也應以其已經營「代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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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為限。至於其立法理由，即同前揭所述，係因本條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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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初，立法者僅將「收受儲值款項」與「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視為代理收
付業務之「衍生附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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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幣

關於本款「買賣外幣」業務之增設，主要鑑於電子支付機構從事前三款相關
行為時，可能涉及跨境業務，故從事以新臺幣收付金流服務，將涉及其他幣別之
轉換，爰增訂本款業務。因此，電子支付機構對於「買賣外幣」業務之經營，也
應符隨於前三款業務，尚不可單獨提供。

732

詳見本文前揭頁 37。

733

參照舊法第 3 條之立法理由：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列舉電子支付機構業務項目，包括基於
實質交易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預先吸收社會大眾資金之收受儲值款項及電子支付帳戶
間款項移轉；其中第三款之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係以非基於實質交易之資金移轉為範
圍，故不含第一款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詳：立法院，同註 731，頁 7。

734

謝孟珊，同註 112，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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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非電子支付機許可或得經營之業務項目

關於「非電子支付機構」許可或得經營之業務項目，《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則明文規範三種「除外或豁免業務類型」：其一，即為前述「保管 20 億元
以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其二，即為前述「非多用途
支付使用」商品（服務）禮券發行之零售業；其三，即為本次修法配合金融創新
實驗之結果，特別增設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
而該些「除外或豁免業務類型」也分別受有其他法律之規制，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如前所述，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規定，
「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若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

政 治 大

餘額未逾新臺幣 20 億元，且未經營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業務者，則不

立

受本條例與「金管會」之規制，其將由「經濟部」行一般商業行政管制，並且受

學

‧ 國

《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制，從而對於「代理
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形成大小分流之管制735。

‧

而詳觀《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範，其主

Nat

sit

y

要係針對「第三方支付服務內容及費用」、「支付款項之保障」、「消費者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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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認證」、「支付指示之再確認及事後核對」、「支付錯誤之處理」、「資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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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爭議處理」等消費者保護面向予以明確之規範。其中，最為重要者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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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支付款項之保障」，其規定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應對於消費者之「支付款

engchi

項」取得金融機構提供之足額履約保證，或將「支付款項」全部存入與信託業者
簽訂信託契約所約定之信託專戶，以作為業者履行其契約義務之專款專用。
另外，補充說明者係，隨著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法，經濟部也
於 2021 年 9 月預告訂定《第三方支付服務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將「第
三方支付服務業」重新定位為《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3 項規範下之「非金融事
業或人員」，從而負有特定的洗錢防制義務736，因此將來「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也將遵循該辦法建立適切的洗錢防制措施，並由經濟部統合監管。

735

林國彬，2015 年臺灣金融五法評析簡介，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36 期，頁 13，2015 年 5 月。

736

經濟部，防堵第三方支付遭利用於犯罪，經濟部預告訂定反洗錢辦法，2021 年 9 月 28 日，
https://reurl.cc/oxEY25（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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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品（服務）禮券發行之零售業
如前所述，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但書第 2 目規定，
對於發行「非多用途支付使用」商品（服務）禮券之零售業者，也不受本條例之
規制，其將由「經濟部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一般商業行政管制，並受《商
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制。
而詳觀《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範，其
主要係針對「消費申訴機制」、「履約保障機制」、「禮券退還程序及返還金額」、
「發行人之實收資本額限制」等消費者保護面向予以明確之規範。
三、 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

政 治 大
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所定工作
立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4 項規定，「非電子支付機構」得

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至於其申請許可之條件與程序、

‧ 國

學

廢止許可事由、負責人資格條件、匯兌限額、業務管理、業務檢查與費用負擔及

‧

其他應遵行事項，則由《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詳細規定之。

y

Nat

而詳觀《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至 4 款之定義規

sit

範，所謂「外籍移工」，係指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所

n

al

er

io

定工作，並持有內政部移民署所發給有效外僑居留證之外國人；所謂「外籍移工

i
Un

v

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係指依外籍移工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以電匯方式

Ch

engchi

將一定金額以下之工資款項，匯出至該外籍移工母國之匯兌及其有關之買賣外幣
業務；所謂「外籍移工匯兌公司」，則係指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經主管機關依
本辦法許可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者。
再者，參照《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專營外籍
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外籍移工匯兌公司，其最低實收資本額或在臺營運資金
為新臺幣 1 億元；非專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外籍移工匯兌公司，應指
撥不低於新臺幣 1 億元之營運資金，專款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
是以，由上可知，對於「非電子支付機構」欲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
業務」者，可謂限制重重。詳言之，在服務對象上應限於符合特定資格之「外國
人」；在服務範圍與業務內容上，也僅限於「匯出至外國」，尚不包含「匯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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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業務；在匯款金額與款項內容上，也僅限於「一定金額以下之工資款項」
者；在業者之准入資格上，業者也須經過主管機關繁複之授權許可審查，以及具
備新臺幣 1 億元之最低實收資本額或在臺營運資金。
另外，應注意者係，本次《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對於業者
之授權許可並不以「專營」者為限，且其同時保留銀行及電子支付機構申請「兼
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空間737。因此，電子支付機構在主管機關之授
權許可下，也可兼營從事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
第二款

電子支付機構之市場准入規範

關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之准入規範設計，主要顯

政 治 大

見於「授權資格審查」與「實收資本額限制」兩項規範，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立

授權資格審查

‧ 國

學

首先，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以「股
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且除經主管機關許可兼營者外，應「專營」第 4 條第 1

‧

項及第 2 項各款業務。而依據本條例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目前主管機關許可兼

sit

y

Nat

營電子支付機構者，仍係以銀行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al

er

io

再者，申請專營電子支付機構者，應由發起人或負責人向主管機關檢具本條

n

例第 11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所載之相關申請書件，且無本條例第 12 條所載之各項

Ch

i
Un

不予許可情形，始得以獲得主管機關之授權許可。
第二目

engchi

v

實收資本額限制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僅經營「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者，應具有 1 億元之最低實收資本額；對於僅經營「代理收
付實質交易款項」及「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者，則應具備 3 億元之最低實收資本
額；對於經營包含「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等全功能業務者，則應具備 5 億元之
最低實收資本額。又依據條條第 2 項規定，對於前項最低實收資本額，主管機關
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需要調整之。對此，相較於修正前舊《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第 7 條對於最低實收資本額之規範僅規範「1 億元」及「5 億元」兩種

737

《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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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層級，本次修法增加「3 億元」之門檻層級，主要是在於賦予電子支付機構
更加差異化之管理，以更加符合風險基礎之監理原則738。
而詳究立法者之所以將「1 億至 5 億」作為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
門檻，主要是緣於本條例於立法之初，行政院原先之提案係參酌廢止前《電子票
證發行管理條例》對於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規定（3 億元）739，
而該數額似乎也獲得斯時多數業者之認同與共識，然而經過立法院二讀程序立法
委員之相互「抬槓」後740，考量到僅經營單純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
務者之資金風險較低，且為避免准入門檻過高導致青年創業困難，遂將僅單純經
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門檻調降為 1 億元；至於經營
「收受儲值款項」者由於其涉及向社會大眾收受或保管儲值款項，資金風險程度

政 治 大

較高，遂將其最低實收資本額門檻提高至 5 億元。

立

另外，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4 條規定，為確保電子支付機構

‧ 國

學

之持續性之財務基礎，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就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
之支付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然而，應注意者

即對於電子支付機構設有持續性資本額或淨資產要求。

io

er

電子支付機構之客戶資金保障規範

sit

y

Nat

第三款

‧

係，本條僅係賦予主管機關「得限制」電子支付機構財務基礎之權限，並非自始

al

iv
n
C
要顯見於「交易額度限制」、「客戶資金帳戶分離」、「繳存準備金」、「交付
hengchi U
n

關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之客戶資金保障設計，主

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投資及使用限制」、「法定優先受償權」、
「清償基金設置」等多項規範。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交易額度限制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
使用者之儲值款項及辦理每一使用者國內外小額匯兌之金額將受有《電子支付機

738

立法院，同註 730，頁 18。

739

立法院，同註 731，頁 8~9。

740

詳細立法審議過程及委員發言紀錄，可參見：立法院，立法公報第 104 卷第 7 期，頁 16~17，
https://lci.ly.gov.tw/LyLCEW/communique1/final/pdf/104/07/LCIDC01_1040701.pdf（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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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規定之限制；且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亦得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限制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經營第四條第一項業務之交易金額。對此，相較於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第 15 條規定直接限定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每一使用者之儲值款項及款項移轉皆不
得超過 5 萬元，本次修法選擇透過授權法規進行規範，將更有利於主管機關配合
實務運作與風險控管所需即時調整，並更加符合風險基礎之監理原則741。
而詳究立法者之所以對於「交易額度」為限制，主要是鑒於專營之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定位屬「小額零售支付及資金移轉」性質，並且避免過多資金存放於專
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將有效降低消費者受損可能性與受害額度742。
第二目

客戶資金帳戶分離

治
政
大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17 條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取使用
立
者之「支付款項」，應存入其於金融機構開立之相同幣別專用存款帳戶，並確實
‧ 國

學

記錄支付款項金額及移轉情形。又依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專用存款帳戶管理辦
法》第 19 條及第 21 條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於每日記錄於使用者電子支付

‧

帳戶之代理收付款項、儲值款項，應於次一銀行營業日內存入專用存款帳戶743。

y

Nat

繳存準備金

io

sit

第三目

n

al

er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0 條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新臺

i
Un

v

幣及外幣「儲值款項」合計達一定金額者，應繳存足額之準備金。又依據《專營

Ch

engchi

電子支付機構收受儲值款項準備金繳存及查核辦法》第 3 條規定，該金額之設定
為新臺幣 100 億元744。
而詳究立法者設立「繳存準備金」之規範目的，主要是鑑於收受儲值款項雖
非銀行法等法令所稱存款，但仍屬多用途支付工具，具有交易中介、替代通貨之
功能，為保持儲值款項之高度流動性，爰參酌斯時《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
規定設置「提列準備金」之規定745。

741

金管會，同註 730，頁 24~25。

742

金管會，同註 731，頁 12~13；林國彬，同註 735，頁 16~17。

743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專用存款帳戶管理辦法》第 19 條及第 21 條規定。

744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收受儲值款項準備金繳存及查核辦法》第 3 條規定。

745

金管會，同註 73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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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目

儲值款項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對
於「儲值款項」扣除應提列準備金之餘額，併同代理收付款項之金額，應全部交
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之履約保證。
第五目

投資及使用限制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2 項及第 5 項規定，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對於「支付款項」，得根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五項授
權規定事項辦法》規定之「一定比率」內為下列各款之運用或指示專用存款帳戶
金融機構運用：一、銀行存款。二、購買政府債券。三、購買國庫券或銀行可轉

政 治 大

讓定期存單。四、購買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其他金融商品。

立

對此，相較於修正前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

第六目

‧ 國

之投資標的。

學

規定，本次修法主要是開放業者也得以對於「代理收付款項」進行低風險高變現

法定優先受償權

y

Nat

sit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2 條第 8 項規定，使用者及特約機構就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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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其「支付款項」所產生之債權，有優先於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
利。
第七目

清償基金設置

Ch

engch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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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1 條規定，為避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未
依第二十一條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專營電子
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而詳究立法者設立「清償基金」之規範目的，主要是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違
法未將支付款項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導致日後發生違約，嚴重損
害消費者之權益，爰規定應由電子支付機構應共同提撥資金建立清償基金，用以
填補消費者之損失，並作為另一層消費者權益之防禦性保護措施746。

746

林育廷，臺灣第三方支付中介之管理與規範，全國律師第 19 卷第 2 期，頁 53，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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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電子支付機構之其他監理面向規範

第一目

消費者保護規範

關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消費者保護規範，主要是透過本條例第 30
條，授權主管機關公告相關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加以形塑。而詳
觀目前金管會公告之《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747，其對於消
費者之保護機制，主要可從「使用者知情權保障」、「支付錯誤處理與損失責任
分配」及「紛爭解決機制建立」三個子面向，加以說明：
一、 使用者知情權保障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之整體規範，電子支付機

政 治 大
時間等基本必要資訊外，對於諸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服務之說明」、「費用」、
立

構除了應向使用者提供如電子支付機構名稱、代表人、申訴（客服）專線與服務

「匯率之計算」、「履約保證機制」、「使用者之義務」、「收款使用者特別約

‧ 國

學

定」、「使用者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等事項，也均應向使用者如實揭露。

‧

二、支付錯誤處理與未授權交易損失責任分配

sit

y

Nat

首先，關於「支付錯誤處理」，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io

er

事項》第 6 點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將根據「電子文件錯誤」係不可歸責於使用者
之事由所致者、或係可歸責電子支付機構之事由所致、或係因可歸責於使用者之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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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事由所致等三種情形，而負有不同程度之更正、協助、通知與處理義務。

engchi

再者，關於「損失責任之分配」，本文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事項》第 7 點之規定，簡要整理如下表 5-1 所示：

損失責任分配

行為規範內容


使用者對於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立即以雙方約定之
方式通知電子支付機構停止服務並採取防範措施。

無責任



電子支付機構於接受前項通知前，對於因第三人使用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服務已發生之損失，由電子支付機構負擔。

747

詳：金管銀合字第 10702735040 號公告，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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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可證明損失係因使用者之故意或過失所致。



使用者未於電子支付機構依雙方約定方式通知核對資料
或帳單後○○日（不得少於 45 日）內，就資料或帳單內容

無限責任

通知電子支付機構查明；惟使用者有特殊事由（如長途旅
行、住院等）致無法取得通知且經使用者提供相關文件者，
以該特殊事由結束日起算○○日（不得少於 45 日）。

表 5-1：《電支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對於「損失責任分配」之規範
另外，應補充說明者係，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25 條規定，
電子支付機構對於「偽冒交易」之爭議應負舉證之責，如有不可歸責使用者之事
由者，應承擔該交易之損失。
三、 紛爭解決機制建立

立

政 治 大

‧ 國

學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9 條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
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又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

15 點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於其業務服務網頁載明業務服務爭議採用之申訴及

y

Nat

處理機制及程序，且使用者間因實質交易致生爭議時，任一方使用者均得依爭議

er

io

sit

處理程序向電子支付機構請求暫停撥付款項。

另外，應補充說明者係，依據金管會 2015 年之公告，由於「電子支付服務

n

al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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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業」亦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因此使用者對於電子支付機構所提供之

engchi

支付服務或款項若有爭議時，亦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748；且依據
本法第 29 條第 2 項「強制賠付」之規定，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成應向消費者給
付金額或財產價值 12 萬元以下之評議決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均應予以接受。
第二目

洗錢與資恐防制規範

關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洗錢與資恐防制」之規範，主要是顯
見於本條例第 25 條至第 27 條對於「確認客戶身份」、「必要交易記錄保存」、
「通貨交易或疑似洗錢交易申報」之義務規範，以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
則》第 34 條以下對於「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管理規範。

748

陳俊仁，第三方支付爭端解決之研究，載：金融消費評議實務問題研究，頁 274~275，元照
出版社，2017 年 9 月。
261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三目

資訊與隱私安全規範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1 條及第 32 條規定，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對於使用者與特約機構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應保守秘密，並且確保交
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並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以及應遵守
金管會所擬訂之《電子支付機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第四目
一、

其他監理規範
跨機構清算平台之規範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經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其跨
機構間款項清算，應透過第 8 條第 1 項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者為

政 治 大
機構經許可經營國內小額匯兌業務，應於開始營業前參加本條例第 8 條第 1 項金
立
之。另外，依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電子支付

融資訊服務事業經營跨機構間支付款項帳務清算業務所提供國內小額匯兌功能。

‧ 國

學

而上述金融資訊服務事業目前僅有我國「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因此電

‧

子支付機構若欲經營國內小額匯兌業務者，均應加入我國財金公司所創設之「電

y

sit

電子支付機構公會之規範

io

er

二、

Nat

子支付跨機構共用平臺」，以便完成跨機構間款項之結清算業務。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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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入主管機關指定之同業公會或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始得營業。主管機
hengchi U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4 條及第 45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加

關所指定同業公會及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應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相關政策及法令、訂定及定期檢討共同性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
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各電子支付機構也應確實遵守該業務規章及自律公約，以
強化業者自律功能及健全市場發展。
另外，應補充說明者係，詳觀上述規範雖同時保留「主管機關指定之同業公
會」或「銀行公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兩種自律公會之選擇；然而，根據現行
實務運作結果，我國僅有於銀行商業同業公會下成立「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
金管會則仍未就電子支付機構指定任何同業公會。因此，目前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僅可選擇加入由銀行同業公會所設立之「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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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我國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
由於我國金融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針對「虛擬通貨」之定性，向來皆處於曖
昧模糊之狀態，連帶也導致我國目前對於「虛擬通貨服務」之立法與監管，也處
於較為消極與被動之狀態。因此，本文以下將先介紹我國各機關歷來對於「虛擬
通貨」之定性，再探討我國目前對於「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規範與趨勢。
第一款

「虛擬通貨」之定性

關於「虛擬通貨」之定性探討，參考我國學者提出之探討面向，又可以分為
「民事法下的定性」與「金融法下的定性」兩種面向749；然有鑒於本文研究主要
仍是聚焦於「虛擬通貨」之金融監管探討，因此本文以下也僅著重探討虛擬通貨

政 治 大

「金融法下的定性」，尚不深入探究其「民事法下的定性」，合先敘明。
第一目

立

央行及金管會之見解

‧ 國

學

於金融法領域，虛擬通貨是否構成特定金融或支付工具，例如：貨幣、款項
資金、有價證券，亦將影響相關金融法規之可適用性。對此，我國中央銀行與金

‧

管會最早於 2013 年 12 月即已共同公開表示，對於比特幣等虛擬通貨應定性為高
度投機之數位「虛擬商品」，而非具有法償效力之「貨幣」，促請國人注意其交

y

Nat

sit

易與投資風險750。不久，金管會亦於 2014 年 1 月再次表示，比特幣非屬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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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虛擬商品」性質，尚不得作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之支付工具，故銀行等金

i
Un

v

融機構不得收受兌換比特幣，亦不得於銀行 ATM 提供比特幣相關服務751。

Ch

engchi

而後，隨著國際間證券型代幣發行（STO）之興起，有鑒於各國均有陸續設
有相關之證券法規以行因應，我國金管會亦於 2019 年 7 月發布相關函令，將「具
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核定為《證券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有價證
券」，並且於 2020 年 1 月核定頒布若干關於證券性質虛擬通貨交易平台的監管
規則，以開放我國證券自營商與無證券自營商牌照之交易平台業者，得以申請經
營證券性質虛擬通貨之營業處所買賣業務752。
749

楊岳平，同註 160，頁 43~45。

750

中央銀行與金管會，「比特幣並非貨幣，接受者務請注意風險承擔問題」新聞稿，2013 年 12
月 30 日，https://reurl.cc/52nZR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51

金管會，「金融機構 ATM 不得提供比特幣相關服務」新聞稿，2014 年 1 月 6 日，
https://reurl.cc/gz5177（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52

楊岳平，同註 704，頁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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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綜觀央行及金管會之見解，目前對於虛擬通貨於「金融法上之定
性」，應可大致區分「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及「非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
兩種情形加以判斷，其中前者將適用我國證券交易法規之相關規範應無疑義；然
對於後者，央行及金管會仍僅將其簡單或消極地定性為「虛擬商品」，並未充分
說明依個案「虛擬通貨」所表彰之內容，是否可能該當於「款項資金」或「儲值
款項」，進而有《銀行法》或《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適用753。
因此，對於「虛擬通貨」之定性，僅可接續審視我國司法機關是否曾經對於
比特幣等非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之定性加以表示，蓋司法機關雖並非金融
監理機關，然其判決見解或法律解釋某程度也將影響主管機關對於法律之適用，
從而亦具探討之實益。
第二目

司法實務之見解

立

政 治 大

詳觀我國司法實務目前針對比特幣等「虛擬通貨」之定性，最為標竿之判決

‧ 國

學

見解即為「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度金上訴字第 83 號刑事判決」，該法院判決認
定比特幣非屬《銀行法》第 5 條之 1、第 29 條之 1 所稱之「款項」或「資金」，

‧

從而判定縱使被告等人以比特幣作為收受或吸收之客體，仍不該當銀行法違法經

y

sit

er

參照第 5 條之 1、第 29 條之 1，所謂「收受存款」包含「收受款項」或「吸

io

1.

Nat

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關於其判決理由，本文簡要整理如下：

al

iv
n
C
（法定通行貨幣或外國貨幣）
，尚無疑義；而銀行得吸收之「資金」誠然非以
hengchi U
n

收資金」，其中「款項」者依據《銀行法》係指第 122 規定應係指通行貨幣

通行貨幣為限，但仍應以銀行法第 3 條第 1 至 21 款所列舉者，或同條第 22
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有關業務為限。各類實體物或無形權利，縱使
得經市場交易而呈現貨幣價值，而有「資金」外觀，但收受或吸收該實體物
或無形權利，如非屬銀行依法得辦理之上揭業務，縱使「非銀行」為之，並
未違反銀行專業經營原則，當非銀行法規範、甚至處罰之對象。
2.

又參考前述金管會之公開見解，比特幣目前在我國的法律定位上並非貨幣，
而係數位「虛擬商品」，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得參與或提供比特幣之相關服務

753

金管會曾於 2019 年 6 月表示其已注意到虛擬通貨可能涉及電子支付、匯兌等特許金融業務之
適用，然即無後續之表示。經濟日報，2019 年 6 月 16 日，
〈三特許業務虛擬貨幣業者須先申
請〉
；楊岳平，同註 160，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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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交易。因此，比特幣目前並非銀行等金融機構「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
之客體，縱使「非銀行」之人（自然人或法人）以比特幣作為投資契約之標
的，非但未違反銀行專業經營原則，更與銀行法第 5 條之 1、第 29 條之 1 之
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等應由銀行專業經營之業務內容有別。
由上可見，上開高等法院判決之見解係緊扣著「銀行專業經營原則」，以對
於比特幣是否該當《銀行法》第 5 條之 1、第 29 條之 1 所稱之「款項」或「資
金」作出解釋。簡言之，由於我國金管會目前仍嚴格禁止銀行等金融機構吸收比
特幣或提供比特幣之相關服務，因此比特幣自不可能該當《銀行法》第 3 條銀行
得辦理業務之「資金」或「款項」客體，從而非銀行業者收受或吸收比特幣自也
不該當經營「收受存款業務」。

政 治 大

而上述判決解釋係針對「收受存款業務」所為之解釋，然若將該判決解釋之

立

意旨套用至銀行「匯兌業務」、甚至是電子支付機構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 國

學

業務」、「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或「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則由於金管會對於
「銀行等金融機構」之規制範圍應當也包含「電子支付機構」，因此若依循「銀

‧

行專業經營原則」、「電子支付機構專營原則」之限制，若業者將比特幣等虛擬

y

Nat

通貨作為代收代付、儲值款項或匯兌業務之客體，似也不違反《銀行法》第 29 條

「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規範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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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sit

以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對於上開業務之專業經營原則限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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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engchi U
透過上述我國主管機關與司法機關對於「虛擬通貨」之定性，可得而知，目

前對於交易平台等「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可以區分為是否為「具證券性質虛
擬通貨」（STO）而有相異之適用。其中針對「具證券性質虛擬通貨」（STO）
之發行與交易，目前主要是透過相關證券交易與創新實驗條例加以規範754。然而
有鑒於「具證券性質虛擬通貨」（STO）並非虛擬通貨之大宗，其適用範圍非常
有限，且我國在 STO 相關規範之嚴格與僵化運作下，截至 2021 年底也尚無依法
發行證券性質虛擬通貨之個案，亦無正式營運之證券性質虛擬通貨交易平台755，
因此本文尚不探討我國對於 STO 之相關監管規範。

754

我國目前僅對於「證券型虛擬通貨」係以 3000 萬為基準針對「分潤型」與「債務型」之代幣
採以「分級管理，小額先行，大額沙盒」之作法。詳：金管會新聞稿，同註 7。

755

楊岳平，同註 704，頁 134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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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非具證券性質虛擬通貨」之監管，則如本文前述，由於「虛擬
通貨」似不受《銀行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金融法規之規制，因此
我國對於虛擬通貨服務或業者之「金融監管」可謂付之闕如，目前僅有近期我國
金管會為因應 FTAF 與 APG 之洗錢防制評鑑要求，針對「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
業務事業」訂定之相關洗錢防制規範，以及各部會協商下，考慮對於「虛擬通貨
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朝向「類金融業」之監管趨勢。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目

《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我國金管會是於 2018 年修正《洗錢防制法》時，特別將「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事業」納入適用本法之規制範疇756，並於 2021 年 7 月正式施行《虛擬
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以明確化虛擬通貨平台及

政 治 大

交易業者之「定義範圍」與「行為義務」規範。

立

一、 「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之定義與範圍

‧ 國

學

依據《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2 條第 1

‧

項第 2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虛擬通貨」係指運用密碼學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
他類似技術，表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交換或移轉之價值，且用於支付或投資目

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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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者。但不包括數位型式之新臺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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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幣、有價證券及其他依法令發行之金融資產。由此觀之，本辦法所規制之「虛擬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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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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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chi
及已受證券較易規範之「非具證券性質虛擬通貨」。

v

通貨」應係排除未來可能根據相關法令發行之「央行數位貨幣」（CBDC），以

又依據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定義規範，所謂「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
業」係指為他人從事下列活動為業者：（一）虛擬通貨與新臺幣、外國貨幣及大
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間之交換。（二）虛擬通貨間之交換。（三）進
行虛擬通貨之移轉。（四）保管、管理虛擬通貨或提供相關管理工具。（五）參
與及提供虛擬通貨發行或銷售之相關金融服務。而參照本辦法之立法總說明，可
以發現其所規制之「業務事業」類型，係根據前述 FATF 建議與指引對於「虛擬
資產服務提供商」（VASPs）之廣泛界定，使其規制範圍包含：法幣交易、幣幣
交易、資產移轉、錢包託管、平台代為代幣發行（IEO）等虛擬通貨服務。

756

參照《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4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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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之行為義務規範
關於《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之行為義務
規範，主要包含應建立洗錢防制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紀錄
保存、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等事項。然而，其
中又以本辦法第 7 條對於「旅行規則」（Travel Rule）之規範最為重要。
依據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本事業如擔任虛擬通貨移轉之「轉出方」，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應取得必要且正確之轉出人資訊及必要之接收人資訊，
且依第 10 條規定保存所取得之前開資訊，並應將前開資訊立即且安全地提供予
擔任接收方之事業。二、前款轉出人及接收人之必要資訊應包括：（一）轉出人
資訊應包括：轉出人姓名、轉出虛擬通貨之錢包資訊及下列轉出人各項資訊之一：

政 治 大
括：接收人姓名、接收虛擬通貨之錢包資訊。
立

1.官方身分證明文件號碼、2.地址、3.出生日期及出生地；（二）接收人資訊應包

‧ 國

學

又依據本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本事業如擔任虛擬通貨移轉之「接收方」
，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應採取適當措施，以辨識出缺少前項第 2 款必要資訊之

‧

虛擬通貨移轉。二、應具備以風險為基礎之政策及程序，以判斷何時執行、拒絕

io

第二目

朝向「類金融業」之監管趨勢

al

y

er

應依第 10 條規定，保存所取得之轉出人及接收人資訊。

sit

Nat

或暫停缺少前項第 2 款必要資訊之虛擬通貨移轉，及適當之後續追蹤行動。三、

n

iv
n
C
承前所述，目前我國金管會均不將虛擬通貨服務業者作為「金融機構」
，而
hengchi U

行以金融監管，其僅針對虛擬通貨服務業者進行相關之洗錢防制義務規制，此即
導致我國對於「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除了缺乏適度之金融監管外，目前也處
於權責歸屬難以界分之階段。
因此，近期在立法院要求下，經濟部商業司已會同金管會等各部會協調對
於「虛擬通貨服務」之監管權責分配，未來經濟部將考慮增設「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事業」，並將其歸類在「金融、保險及不動產大類」之下，且若有涉及
證券性質的 STO 業務也要同步納入證券商細類，並由金管會行以「類金融業」
之監管，以對於虛擬通貨服務業者導入金融業執行之法遵架構與系統監管757。
757

中時新聞網，正名加密貨幣業 經部將增營業項目，2021 年 11 月 30 日，https://reurl.cc/43994R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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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困境與缺陷
延續上述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介紹，本節將先行探討我國《銀行法》
立法設計以及各機關「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邏輯，導致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
「監理本質」失調與侷限；再藉由本文前一章第三節所歸納之「分析框架」，依
序檢視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監理範圍」、「監理密度」與「監管措施」所存在
之諸多缺陷。

第一項 監理本質之失調與侷限
誠如本文第三章第二節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之理解與統整，隨著現
代電子商務與金融科技之發展，在普惠金融需求驅動銀行業務日漸拆分與模組化

政 治 大
由於其業務內容並不涉及「存款與放款」等具有高度流動性風險之業務，其所涉
立

下，眾多傳統銀行業務已非限於傳統銀行機構始得以經營，特別是「支付業務」

及之系統性風險也相對可控。因此，對於單純「支付業務」之監管，監管者尚毋

‧ 國

學

庸加之以傳統銀行「全套式」之審慎監理規範，也毋庸再過度拘泥於傳統「以銀

‧

行為中心」之監管框架或設計，以嚴密控管流動性風險，其僅需確保如何透過差
異化之監理框架與監管措施，使非銀行支付機構既使在銀行之監管體系外，仍得

Nat

sit

y

以穩健可靠地為客戶提供支付核心功能以及相同的資金保護水平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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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透過本文前述對於「我國支付法制發展脈絡」之觀察，可以發現，我

i
Un

v

國《銀行法》之立法規範，以及我國各機關向來「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邏輯，

Ch

engchi

已完全悖離上述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之應有理解，從而大幅侷限我國歷
來對於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創設與改良。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款

我國《銀行法》立法規範之缺陷

我國《銀行法》立法規範之缺陷，主要係顯見於其對於「收受存款」與「匯
兌業務」之過度抽象規範與寬廣解釋，導致其規制範圍涵蓋過廣而不符合銀行法
嚴密控管流動性風險之監理目的759，相對的也扭曲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
之監理本質。以下分別探討「收受存款」與「匯兌業務」之規範缺陷，以及其對
於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發展所產生之窒礙。

758

關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之論述，詳見本文前揭頁 81~82。

759

關於「銀行審慎監理目的」之論述，詳見本文前揭頁 79~80。。
268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一目

「收受存款」之定義與規制範圍

首先，「收受存款」與「授信放款」作為銀行之核心業務，基於其嚴密之流
動性風險控管需求，自應限於銀行始可專業經營，因此我國《銀行法》第 29 條
對於「收受存款」業務之特許經營限制，應無疑義。然而，我國對於《銀行法》
第 5 條之 1 對於「收受存款」之要件定義，以及第 29 條之 1 對於「準收受存款」
之要件補充，即有涵蓋過廣甚至超脫其實質內涵之缺陷。
具言之，我國立法者似將大多數向大眾「收受資金行為」，均定性為「收受
存款」或「準收受存款」，立法者似未意識到須受銀行法審慎監管之「收受資金
行為」應進一步以「即期或短期的消費借貸契約」為限，方足以呼應銀行法之所
以納管銀行業係基於流動性風險控管的監管目的760；再者，立法者也忽略「收受

政 治 大
應銀行法將「收受存款」與「提供放款」同時作為銀行特許業務之監管目的
立

資金行為」應與業者後續提供「授信放款」之業務本質存在實質關聯性，方足呼
761

。

‧ 國

學

因此，在《銀行法》對於「收受存款」與「準收受存款」之廣泛定義下，即
導致任何具有資金吸收與保管性質之單純「支付服務或活動」，均有可能被我國

‧

主管機關視為該當或相似於「收受存款」或「準收受存款」，從而變向地阻礙非

sit

y

Nat

銀行支付服務與法制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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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我國立法者向來對於「收受儲值款項」等電子貨幣發行服務，即

n

認為其相似於「收受存款」與「準收受存款」，從而在民國 89 年時一度增訂《銀

C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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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行法》第 42 條之 1 及《銀行發行現金儲值卡許可及管理辦法》，以限定「發行

engchi

儲值卡」是屬銀行之專屬業務，此即導致我國對於非銀行儲值支付服務之發展，
自始即設下層層法規障礙；又縱使事後立法者已廢止上開規定，並透過《電子票
證發行管理條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規範之創設，開放非銀行機構
提供「儲值卡」與「儲值帳戶」之發行服務，然詳觀此二條例，仍可發現，對於
此二條例之監管設計，仍有諸多規範係延續或套用「銀行法」之監管設計與監理
邏輯（詳後述），導致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發展仍存在一定程度之局限性。

760

楊岳平，同註 229，頁 52。

761

例如：參考日本銀行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銀行業務其中之一為「收受存款或零存
整付並以此為資金借貸或票據貼現」
，亦即銀行收受存款應是以進行授信放款為目的。詳見：
張天一，對銀行法上「準違法收受存款罪」之再檢視──兼評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403
號判決及其歷審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110 期，頁 53，202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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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詳究立法者對於《銀行法》第 5 之 1 條及 29 條之 1 之設置，主要係緣於
民國 70 年代針對諸多違法吸金之地下投資公司之處理，在斯時金融法規尚未完
善，為完全捕捉違法吸金之態樣，而因陋就簡所設置出來之產物762。因此，上開
廣義規範之設置應有其時空背景之考量，然而時至今日，諸多金融法規已漸行完
備，若仍援用當時混沌狀態下之法規，將使諸多創新支付服務反被扼殺於未然，
並一再限制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發展，故實應重新省視我國《銀行法》第 5 之
1 條及第 29 條之 1 對於「收受存款」之定義與規制範圍。
第二目

「匯兌業務」之規制必要性與範圍

「匯兌業務」作為單純資金傳輸業務，其流動性風險以及對於系統性風險之
影響即未若「存款與放款」業務，因此「匯兌業務」是否適合或「完全」適合作

政 治 大

為我國《銀行法》第 29 條銀行特許經營之專屬業務，自存有疑義。

立

詳言之，對於單純「支付業務」之提供，若參考前述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

‧ 國

學

本質」之理解，自毋庸施以銀行法「全套式」之審慎監理規範，也毋庸再過度侷
限於銀行機構始可經營。因此，本文認為，在監理本質之區分上，「匯兌業務」

‧

已完全不適合作為《銀行法》規定銀行專業經營之業務。又縱使從管控「大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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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業務」或「整體支付系統」之系統性風險角度而觀，認為為避免「大額支付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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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具有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對於整體支付系統所造成之危害，在
監管上應將「大額支付業務」或「具有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限於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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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慎監管之傳統銀行機構始可經營，則至少我國《銀行法》對於「匯兌業務」

engchi

之規制也應該要有更為細緻之類型劃分763，使「零售支付（匯兌）業務」得以適
度放寬予非銀行機構經營（詳後述）。
然而，若依循前述我國各機關對於「匯兌業務」之廣泛定義，應得以理解為
任何涉及非現金異地資金傳輸之「支付服務或活動」，不論其業務內容是否「大
額支付業務」或「零售支付業務」，均足該當之。因此，我國對於「零售支付業
務」原則上也僅限於銀行機構始可為之，非銀行機構若欲經營「零售支付業務」
僅可透過《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除外法律規範」作為其例外之合法性基

762

莊永丞，從實質構成要件之明確性檢視銀行法第 29 條之 1 之合憲性，台灣法學雜誌，第 391
期，頁 3，2020 年 5 月 14 日。

763

張天一，同註 725，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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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或透過立法者創設諸如「實質交易」等法律要件，以避免其零售支付業務落
入「匯兌業務」之解釋範疇。凡此益徵，在我國《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匯
兌業務」之概括限制下，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之法制創設或解釋，反而成為不得
不然之「多重例外」，全然扭曲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
而詳究立法者對於《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匯兌業務」銀行專業經營之
限制，主要係緣於民國 60 年代諸多違法地下通匯公司之興起，為確保國內外匯
交易與金流之管控，並避免地下通匯淪為洗錢與犯罪之管道，遂於民國 64 年大
幅修正《銀行法》時，將「國內外匯兌業務」亦歸類為銀行所專業經營之業務。
因此，《銀行法》對於「匯兌業務」之專業經營限制亦有其時空背景之考量，然
時至今日，對於外匯及洗錢資恐已有設有相關法律加以管制，且隨著非銀行支付

政 治 大
銀行支付服務與法制之發展，故實應重新省視《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對於「匯
立

之需求與技術漸漸興起，若仍舊援用當時混沌狀態下之法規，將一再限制我國非

兌業務」之規制並要性或範圍類型764，使非銀行支付回歸至其應有之監理本質。

‧ 國

學

第二款

「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邏輯困境

‧

如前所述，我國立法者、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之所以一再堅守「銀行專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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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原則」，無非在於考量「收受存款」等銀行核心業務對於傳統金融市場與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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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具有相當之金融風險，因此為保障社會大眾權益，確保金融業務安定，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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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收受存款」等專業業務，限於「銀行」等受審慎監管之傳統金融專業機構始

i
Un

得經營，並限制非銀行機構經營此等金融特許業務765。

Ch

engchi

v

然而，過往我國立法者、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在面對到「非銀行支付法制創
設」或「新興非銀行支付服務」時，卻仍舊將上述「銀行專業經營原則」之監理
邏輯與思維，錯誤套用至該些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創設，或用以檢視該些新興非銀
行支付服務是否需要受到相關金融法規規制，導致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仍
係「以銀行為中心」加以創設或理解，完全悖離或扭曲其應有之監理本質。
以下即分別藉由「電子支付機構之專業經營限制」與「虛擬通貨非資金之司
法解釋」作為示例，說明我國在「銀行專業經營原則」之監理思維下，對於「非
銀行支付法制創設」及「新興非銀行支付服務規制」所產生之缺陷或困境：
764

同前註，頁 76~77。

765

金桐林，銀行法，頁 32，，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0 年 4 月，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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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電子支付機構之專業經營限制

關於「專業經營」者，若詳觀我國對於「營業項目限專業經營」之統計，可
以發現，我國專業經營者多係以商業銀行、保險公司、信託公司、證券交易公司
等傳統金融機構居多766。然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於 2014 年立法時，
亦於舊法第 5 條規定電子支付機構應以「專營」者為限，禁止電子支付機構經營
其他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從而使電子支付機構也成為專業經營者之一環。
因此，透過該「專業經營限制」之規範，或可推知，立法者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之
準入規範創設，似仍保有諸多「銀行專業經營原則」之監理邏輯與思維。
具言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之准入規範，立法者無非係停留在過往對於
「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之監理思維，從而一概地將過往銀行等傳統大型金融機

政 治 大
務」本來即是作為電商平台、資訊業者、零售業者等「非傳統金融機構」之兼營
立

構之「專業經營准入規範」施加於電子支付機構。立法者完全忽略「零售支付服

‧ 國

學

業務本質。蓋詳觀前述歐盟、新加坡、日本法制「准入規範」之統整，其等均無
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設有「專業經營」之限制767，而僅係透過「業務限制規範」

‧

或「資金保障規範」以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所得從事之業務行為或資金利用行為
加以限制（如：禁止支付機構從事信貸業務行為）。由此可見，我國對於電子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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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機構設有「專業經營限制」，顯然有所偏離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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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專業經營限制」規範除了偏離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外，更導致我

i
Un

v

國後續諸多規範之修正與創設略顯窒礙。舉例而言，對於前述「金流附隨業務」

Ch

engchi

與「金流衍生業務」，其原本即屬於一般電商平台、資訊業者、零售業者所提供
之金流周邊服務，然而在我國過往對於電子支付機構「專業經營限制」下，反而
導致較為大型之電子支付機構不可從事該些金流周邊服務之荒謬現象；縱使，
2021 年《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法，已於條例第 4 條第 2 項開放電子支付機
構亦得經營該些金流周邊服務，然其前提仍是電子支付機構應經過主管機關之
「許可」，且其業務內容也應限於第 4 條第 2 項所規範者768。凡此足見，我國在
「專業經營原則」之固守下，對於非銀行支付法制之創設與更新可謂處處受限。

766

經濟部，營業項目限專業經營、限公司組織型態經營或須標明專業名稱一覽表。

767

詳見本文前揭頁 235~236。

768

參考本次修法二讀程序，時任金管會銀行局莊局長琇媛之發言，亦可發現，本次修法亦多係
參考我國《銀行法》之立法體例。詳見本文前揭註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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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虛擬通貨非資金之司法解釋

誠如前述，應對「虛擬通貨服務」之興起，對於「虛擬通貨」是否該當我國
《銀行法》第 5 條之 1、第 29 條之 1 所稱之「款項」或「資金」，我國高等法院
也係基於「銀行專業經營原則」，認為收受或提供比特幣等「虛擬通貨」因非為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業務所得以經營之業務，從而判定比特幣等「虛擬通貨」並不
構成《銀行法》收受存款定義下的「款項」或「資金」。然而，高等法院此一見
解之推論邏輯，除了有悖於銀行法對於收受存款之監管目的外，也可能變向壓縮
對於「虛擬通貨服務」等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管空間與選擇。
詳言之，有論者認為，比特幣等「虛擬通貨」之所以不構成《銀行法》收受
存款定義下的「款項」或「資金」，較為妥適之推論理由應係在於「比特幣非為

政 治 大
出發，銀行法存款定義下之「款項」或「資金」，自應為有相當接受程度的交易
立
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之交易媒介」。蓋若從銀行法係在防免系統系統性風險之角度

‧ 國

學

媒介，而可能因收受者之「清償不能風險」而招致大規模流動性風險者，方有銀
行法監理之必要。而目前比特幣與其他支付型虛擬通貨之支付流通性規模尚屬有

‧

限，且收受或保管此類虛擬通貨之服務業者所得從事放款與投資之業務亦屬有限，
縱使此類虛擬通貨服務業者發生財務問題導致客戶虛擬通貨之減損時，也尚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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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大規模之金融系統性風險，因此在比特幣等「虛擬通貨」之規模發展至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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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程度以前，暫無必要將其認定為收受存款，進而施以既有銀行監理規範。然而，

al

n

iv
n
C
經營的業務，得以在不受監管的情形下無節制地發展，此即與銀行法納管存款係
hengchi U
769
若採取高等法院見解的結果，反而將導致若干因風險過高而遭主管機關禁止銀行

在控制系統系統性風險之宗旨背道而馳

。

基此論述，本文進一步認為，「虛擬通貨服務」目前雖無適用銀行法監理之
必要，然其部分業務作為非銀行支付服務之一環，自仍存在「支付監理」之必要
性，應透過「現行」或「創設」非銀行支付法制，加以納管虛擬通貨服務業者。
然而，我國司法實務若仍延用上述高等法院見解，將「專業經營原則」作為虛擬
通貨服務不適用相關金融法規監管之推論理由，則未來也將再度壓縮透過現行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將虛擬通貨服務先行納為監管之空間，從而導致我國
僅可能選擇耗時耗力為虛擬通貨服務創設專法規範，始能改善其監管真空之狀態。

769

楊岳平，同註 229，頁 60~61；楊岳平，同註 715，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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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我國司法實務若仍係從「以銀行為中心」或「銀行等傳統金融機
構」之監管角度而觀，繼續將「專業經營原則」作為檢視新興非銀行支付服務是
否受到相關金融法規規制之推論基礎770，除了完全忽略應以「風險與活動基礎方
法」，作為審視個別金融或支付活動與風險須受何等程度監管之監理原則外，也
將侷限非銀行支付監理之發展與形塑空間。

第二項 監理範圍之破碎與紊亂
在我國《銀行法》規範及各機關監理邏輯之限制下，除了導致我國非銀行支
付法制之「監理本質」有所失調與侷限外，不難發現，其也連帶地導致我國非銀
行支付法制「監理範圍」呈現破碎與紊亂之現象。

政 治 大
法制後，更加發現與凸顯，相較於各司法轄區之監理法制或體系，我國支付法制
立
對此，本文嘗試透過前一章所統整之「分析框架」加以檢視我國非銀行支付

「監理範圍」之破碎與紊亂，主即顯見在「支付監理法規林立且重疊」、「支付

‧ 國

學

服務定義與規制缺乏中立性」、「支付服務監理範圍涵蓋不足」及「監理排除範

支付監理法規林立且重疊

sit

y

Nat

第一款

‧

圍劃分模糊」等四大問題面向。以下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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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誠如前述「步驟一：確認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範圍」之統整，可以發現，各
司法轄區法制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管，目前大多是透過單一或少數之支付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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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規，加以涵蓋絕大多數之非銀行支付服務或支付監理面向，以避免淪為監管

engchi

破碎化之現象，或失卻統一且明確之監管可預測性。

然而，反觀我國，在《銀行法》規範及機關監理邏輯之限制下，即導致我國
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管立法，向來呈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現象771。
具言之，我國支付法規往往是為因應特定支付服務、支付技術、支付模式或支付

770

應特別說明者係，此仍為我國司法實務之單一個案見解，目前我國金管會對於「虛擬通貨服
務」是否受《銀行法》或《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規制，仍持保留之態度。蓋金管會於
2021 年 9 月即曾公開表示，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仍有違反相關金融法令關於有價證
券發行、吸收存款或儲值、國內外匯兌或資金移轉等金融特許業務之虞。詳：金管會，
「金管
會提醒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應辦理洗錢防制法令遵循的聲明」新聞稿，2021 年 9 月
30 日，https://reurl.cc/q1EyK0（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71

數位時代，黃亞森，從電支電票的合併修法──談支付法制之發展及本次修法特色（下）
，2020
年 1 月 10 日，https://reurl.cc/l51E5l（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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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面向，在《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之除外規範下所個別訂立之「多重例外
規範」，立法者並未能兼及思考支付法規相互間之整合與一致性，導致我國支付
法規之創設或修正往往淪為「棋盤式立法」或「即興式修法」772，自始未能對於
所有非銀行支付服務形塑統一之監管法制，進而形成監理範圍破碎化之現象。
而上開「棋盤式立法」或「即興式修法」之結果，也往往導致我國對於非銀
行支付服務之監管發生「原則不一致」、「疊床架屋」或「相互齟齬」之亂象。
舉例而言，我國對於 2009 年《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與 2014 年《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之創設，即係立法者因應斯時「線下實體儲值卡」（硬體式電子貨
幣）與「線上虛擬儲值帳戶」（軟體式電子貨幣）興起，為其等各自量身定制之
法律，立法者與主管機關斯時顯然未意識到，此二部條例皆是針對「電子貨幣發

政 治 大
例卻存在相異之監管規範，導致我國各機關及業者過往在適用此二部條例時，時
立
行服務」所為之監管，其差異性僅在於單純之「發行技術或載具」；然此二部條

常發生相互扞格、莫衷一是之狀況773。

‧ 國

學

又縱使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已將《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

予以整合，統合規範「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辦理國
內外小額匯兌」等非銀行支付服務；然而，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之監理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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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程度之破碎化現象。舉例而言，我國對於「線上代收代付」之監管即因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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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規模之不同，而劃歸為兩種截然不同之監管機關（金融監管機關與商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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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關）與監管制度（金融監理制度與消費者保護制度），導致我國對於「代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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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代付服務」之規制上，也時常發生疊床架屋或相互齟齬之現象（詳後述）。
又例如，我國對於「小額匯兌服務」之監管目前即呈現更為破碎化現象，透
過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4 項開放「非電子支付機構」得經主
管機關許可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服務」，我國對於「小額匯兌服務」之
監管即從過往的「原則銀行，例外電子支付機構」，轉變為「原則銀行，例外電
子支付機構，例外再例外外籍移工匯兌公司」之三分現象，且其小額匯兌服務內
容除了範圍與項目有所不同外，並分別受有《銀行法》、《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例》、《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寬嚴不一之規範。
772

李志文，地下銀行行為之刑罰界限，國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文，頁 76、80，2019
年 7 月。

773

關於《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重疊適用之扞格，詳見本文前揭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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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支付服務定義與規制缺乏中立性

誠如前述「步驟一」之統整，對於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規範方式」，應係
個別審視各司法轄區之支付市場與監管環境，透過個別審視各司法轄區之支付市
場與監管環境，以對於其市場上「功能性」明確相異之支付服務態樣，個別給予
技術中立性之立法定義，且應容許部分支付服務間存在重疊與競合之關係，以盡
可能地涵蓋各種資金傳輸行為。從而，確保監管中立性與非歧視性，並且避免對
於新興業者造成法規適用與市場准入之障礙。
然而，反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應受監管支付服務」之定
義與規制方式，即明顯悖離上述對於「立法技術中立性」及「監管中立原則」之
實質內涵，導致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服務之監管往往淪為傳統「機構式」或「法

政 治 大

規為本」之監理形式，而未能轉以「風險為本」或「功能為本」之適切監理框架

立

774

。本文以下即分別針對「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與「辦

‧ 國

探討在其定義與規範缺乏中立性下所帶來之紊亂現象：

學

理國內外小額匯兌」三種電子支付機構「專業經營業務」為具體之規範檢視，並

‧

一、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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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對於「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定義重點，應係在於支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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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滿足「基於實質交易款項」，以及「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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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件設置，或可理解為對於代收代付服務兼含「履約擔保機制」與「第三方商戶
hengchi U
775
n

指示」兩項要件。其中，對於「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之

收單」 之功能性描述；然而，對於「基於實質交易款項」之要件設置，則不全
然契合上述之功能性描述。
詳言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及其相關子法均無對於「實質交易」之
內涵並無詳細規範，因此僅可將「實質交易」初步理解為係指具備「原因關係」
所為之交易行為；然而，在此理解下，即容易將傳統電匯、信匯、自動扣款等資
金移轉態樣，也予以涵蓋進入「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解釋範疇，蓋上述傳
統「匯款行為」或「轉帳行為」，大多數也是基於特定「實質交易」或「原因關

774

林咏儒，論金融監理之趨勢：
「跨業整合」及「以風險為本」－以我國支付產業的法制為探討，
萬國法律，第 217 期，頁 14~16，2015 年 9 月。

775

關於「第三方商戶收單」
（Third party merchant acquirer）之支付模式，詳見本文前揭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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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為之支付交易行為（如：借貸款項給付、商品貨款給付）。因此，透過「基
於實質交易款項」之要件設置，並無法正確掌握與貼近我國立法者所欲規制之主
要支付服務態樣，應為「代理收付雙方」以提供「履約擔保機制」與「第三方商
戶收單」之支付服務，反而容易徒增法律要件解釋與事實認定上的複雜性。
再者，若參照前述歐盟、新家坡法制對於各式「支付服務」之立法定義，其
等也均無參雜「實質交易」之要件設置，例如：其等對於「支付交易」之定義，
即明揭應「不論付款人與收款人間有何內部權利義務關係」或「不論該行為是出
於支付商品或服務之目，或出於任何其他目的，亦不論預定之收款人是否有權獲
得該款項」，從而使各式「支付服務」之定義更貼近其功能性之單純描述。由此
可見，對於「支付服務」之定義參雜「原因關係」或「交易目的」之要件，應無

政 治 大

監理上之必要性，且反而容易造成其定義與認定複雜化，違背技術中立性原則。

立

二、 收受儲值款項

‧ 國

學

對於「收受儲值款項」之定義重點，係在於支付服務是否滿足「預先存放款
項」、「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之利用」及「多用途支付使用」等三項要件。對

‧

此，本文認為，除了「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之利用」要件可參照前述個司法轄

sit

y

Nat

區對於「電子貨幣」之定義，或可改為「任何以電磁方式儲存之實體或非實體載

io

er

具」外，大致不影響其對於「電子貨幣發行服務」之技術中立性定義。

al

n

iv
n
C
子支付機構對於「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之經營，應係以其已經營「代理收付實質
hengchi U
然而，問題即在於，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3 款規定，電

交易款項」業務為限。此規範即導致「收受儲值款項」在功能性上，均應與「代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有所牽連，並自始即限制我國支付業者對於「電子貨幣發
行服務」之商業模式，令我國支付業者均無法在不涉及「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業務下，單獨經營或提供「收受儲值款項」業務。對於僅欲單純經營「收受儲值
款項」業務者而言，其非中立與不公平之現象，不言可喻。
再者，若參照前述各司法轄區法制對於「支付服務」之規制，亦可發現，其
等均係著重在對於個別「支付服務」之功能性分別以觀，從而使監管者得以針對
不同類型「支付服務」之功能與風險本質，分別施以差異之規制，然其等均無使
「支付服務」間產生相互牽連或互為前提之奇特現象。凡此益徵，我國以「代理
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作為「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之經營前提，除了容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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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銀行支付服務間之非中立性規範外，也將使監管者自始即未能對於非銀行支付
服務施以「風險為本」或「功能為本」之適切監理設計。
三、 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業務
對於「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之定義重點，係在在於支付服務是否滿足「非
基於實質交易」與「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二項要件。而針對此二項要件
之設置，本文認為，其已全然脫離對於「匯兌業務」（資金移轉或傳輸業務）應
有之廣泛且中立性定義。
首先，如前所述，對於各類「支付服務」之立法定義實不應參雜過多「原因
關係」或「交易目的」之要件，因此我國對於「匯兌業務」施以「非基於實質交

治
政
大
。又若參照前述新加坡之立法經驗，亦可發現，新

易」之要件即顯無必要，其除了造成立法定義失卻技術中立性外，亦將徒增法律
解釋與事實認定上之複雜性

776

立

加坡立法者即係鑒於「單純資金移轉」與「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資金移轉」，

‧ 國

學

並非總是得以完整區分，因此《支付服務法》對於「資金移轉服務」之中立性定
義規範，即完整涵蓋「基於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資金移轉態樣」，從而容許「國內

‧

外資金移轉服務」與「商戶收單服務」存在高度之重疊關係777。由此可見，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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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透過「實質交易」要件，強行區分「國內外匯兌業務」與「代理收付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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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款項」實無監理上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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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子支付機構所辦理之「國內外匯兌業務」，應得以理解為其係基於「收受儲值款
hengchi U
n

再者，如前所述，在「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之要件設置下，對於電

項」（電子貨幣發行）業務所衍生之匯款與轉帳業務，而不廣泛包含傳統銀行所
提供之一般性「國內外小額匯兌」（如電匯、信匯、轉帳匯款）。因此，透過此

要件之限制，除了導致其「匯兌業務」之定義無法捕捉到所有「資金移轉」態樣
（包含：基於儲值款項所從事之資金移轉，以及非基於儲值款項所從事之資金移
轉）外，也將使「國內外匯兌業務」之功能性，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
規定下，應與「收受儲值款項」有所牽連，自始即限制我國電子支付業者對於「國
內外匯兌業務」之商業模式，最終產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
款項」與「國內外匯兌業務」相互牽連之非中立性現象。

776

相同見解參見：黃亞森，同註 367，頁 321~324。

777

詳見本文前揭頁 15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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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支付服務監理範圍涵蓋不足

承上所述，在《銀行法》規範及各機關監理邏輯之限制下，我國立法者對於
支付法規之創設，時常容易淪為且看且走之「棋盤式立法」；再加以立法者始終
未能從「支付服務功能性與風險本質」之視角下，對於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施以
中立適切之類型定義與規制。此即進一步導致，我國對於「支付服務監理範圍」
之劃定，往往也容易忽略對於特定新興支付服務亦存在支付監管之必要，進而使
我國「支付服務監理範圍」無法有效涵蓋所有應受監管之非銀行支付服務態樣。
舉例言之，「虛擬通貨支付服務」（如虛擬通貨之現貨交易、轉帳、匯兌、
託管等）作為非銀行支付服務之一環，其也存在著本文第三章所歸納之諸多金融
風險，自為當前「支付服務監理範圍」所應納管之支付服務態樣，對此綜觀上述

政 治 大
反觀我國，在前述司法實務之限縮解釋以及《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專業經營
立

新加坡與日本之立法例，也均已對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為積極之納管；然而，

‧ 國

學

之狹隘規範下，即導致我國對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未能將其置入非銀行支
付監理之範疇，從而使「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淪為監管真空之狀態。甚者，我國

‧

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業者在未來面臨到適法性疑慮或法律風險時，也將缺乏相應之
法律規範與市場準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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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排除範圍劃分模糊

er

第四款

n

誠如前述「步驟一：確認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範圍」之統整，各司法轄區法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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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對於「支付服務監理範圍」之劃定，除了透過技術中立性之立法定義以廣泛涵

engchi

蓋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外，亦會透過明確之「排除清單」或「排除規定」，將部
分風險較低或基於政策考量而不應納管之特定支付服務排除於外，以避免過度監
管，並保持監管範圍之可預測性。然而，反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
於「排除清單」或「排除規定」之設置，即明顯悖離監管可預測原則。
具言之，我國並未如前述歐盟、新加坡之立法例，係直接詳列具體之「排除
清單」於法條內文中，導致我國對於多數支付服務監理範圍之界定仍呈現模糊不
清之狀態。舉例而言，針對「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目前是
否仍受《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規制，即有所不明。蓋參考 2021 年修正前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規則》第 2 條 2 款對於「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定義規
範：「電子支付機構獨立於實質交易之使用者以外，依交易雙方委任，接受付款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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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移轉實質交易之金額，並經一定條件成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
將該實質交易之金額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應可得推知，立法者似乎有意將「代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者限縮於僅受「交易雙方委任」，而排除僅作為單方代理
人或受任人所從事之單純代收或代付服務。然而，隨著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之修正，現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規則》也將本款之定義規範全數刪除，
因此目前已難以推知立法者對於「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規制範圍。
再者，詳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現有之「排除規定」，相較
於歐盟、新加坡之立法例，也缺乏具體而可供預測之界定與適用標準，導致業者
往往只有在確定涉犯刑事規定時，始知悉其所從事之支付業務並非《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之排除規範事項778。舉例而言，《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有

政 治 大
年修正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0 款但書規定僅規定：「僅得向
立
發行人所指定之人請求交付或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商品（服務）禮券」即不該當「多
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之除外規範，即缺乏具體而可供預測之適用標準。蓋 2021

‧ 國

學

用途支付使用」，然而對於所謂「發行人所指定之人」之範圍與適用，我國立法
者並未進一步為詳細之規範；且在本次修法之立法理由中，立法者也僅提供「貨

‧

幣性」（作為傳統交易媒介功能）較低之排除理由，卻未進一步說明「貨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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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體適用標準779。因此，我國目前對於單用途「商品（服務）禮券」之界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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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仍處模糊不清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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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範圍」，均有待吾人透過正確之監理原則與視角，重新為適切之整合與形塑。
hengchi U

綜上可見，我國從個別「支付服務之定義與規範」乃至整體「支付監理與排

第三項 監理密度之失衡與錯置
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範圍」為具體之檢視後，本文嘗試透過前一章所
統整之「分析框架」接續檢視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亦發現與凸顯，相較於各司
法轄區法制之監理設計，我國對於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或大小支付機構之監管，
存在著「監理密度」之失衡與錯置現象。而此失衡與錯置現象，主要即導因於我
國對於「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之劃分無據。以下分別說明之：
778

例如：我國「數字科技發行 T 點」之案例，即是我國監理規範模糊，導致業者在法律遵循上
莫衷一是之體現。詳見本文前揭頁 41。

779

數位時代，黃亞森，電子支付修了法就沒事了嗎？借鏡日本支付法規談可能的問題，2020 年
10 月 7 日，https://reurl.cc/Lpjed9（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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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監管牌照之劃分無據

誠如前述「步驟二：導入差異化之監管牌照設計」之統整，若綜合各司法轄
區法制之監管牌照或制度設計，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監管牌照或制度「劃分標
準」，應是一併考量各式支付服務所涉及之客戶資金「保管期間長短」，以及各
支付機構所涉及之客戶資金「金流規模大小」，以同時且充分地反映各式支付服
務之「風險本質」，以及各別支付機構之「風險規模」；並且透過「三軌制」之
監理設計，分別針對「具系統重要性之非銀行支付機構」、「一般或大型非銀行
支付機構」、「小額或微型非銀行支付機構」，行以差異化之監管牌照或制度780。
然而，詳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與第 9 條第 1 項規
定，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牌照劃分，目前主要係根據支付機構涉及「專業經

政 治 大

營業務」項目之多寡，單純切分為三種「分別許可」牌照者（亦即①僅經營「代

立

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者、②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收受儲值款

‧ 國

學

項」者、③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與「辦理國內外
小額匯兌」全項目者），從而分別適用差異化之監理規範。而此切分方式，雖可

‧

某程度反映支付服務因「疊加經營」所導致的風險規模提升，然而卻無法如上所
述，同時且充分地反映不同支付服務間相異之「風險本質」，以及大小支付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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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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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異之「風險規模」；且此切分方式，也將再次凸顯我國對於支付服務監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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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牽連」現象，自始即限制業者對於支付服務商業模式上的選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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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言之，在「風險本質」區分上，由於「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涉及較為長期

engchi

之客戶資金保管期間，因此「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自然較「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業務存在更高之客戶資金風險。然而，在我國法下，「收受儲值款項」業務
均與需其他支付業務「同時綁定」，此即難以單獨彰顯「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之
較高風險本質，導致其在監理密度上可能發生失衡之現象。舉例而言，假設 A 業
者與 B 業者均欲同時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收受儲值款項」兩項業
務，然 A 業者選擇將來專攻「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B 業者選擇將來專攻
「收受儲值款項」，則理論上 B 業者所存在之客戶資金風險可能較高，自應於
「准入時」受有較高度之許可牌照監理；然而，在我國法下， B 業者卻僅需與 A
業者受有相同許可牌照之監理程度。

780

詳見本文前揭頁 24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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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風險規模」區分上，由於支付機構金流規模之提升，也必然連帶
提升客戶資金風險規模，因此對於金額規模龐大之支付機構，自應適用更高之監
理要求。然而，在我國法下，許可牌照之劃分標準卻未完全考量支付機構之「金
流規模」，此即難以彰顯「中大型支付機構」具備較高之風險規模，導致監理密
度上可能發生錯置之現象。舉例而言，假設 A 業者僅單純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
易款項」業務，B 業者同時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收受儲值款項」
兩項業務，然 A 業者所涉及之收付款項總餘額為 B 業者之十倍以上，則理論上
A 業者所存在之總體客戶資金風險較高，自應於「准入時」受有較高或相等之密
度監理；然而，在我國法下，A 業者卻反而僅需受有較低監理密度之許可牌照。
第二款

監管豁免之劃分無據

政 治 大

同如前述「步驟二」之統整，目前各司法轄區法制在差異化監理設計下，均

立

已對於不同規模之支付機構行以差異化之監管密度，並且容許「小型或微型支付

‧ 國

學

機構」得以享有適度之「監管豁免」，以健全小型及新創機構之發展。
而詳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1 項但書第 2 款規定，目前

‧

僅有對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若所保管代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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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項總餘額未逾新臺幣 20 億元，且未經營收受儲值款項與辦理國內外小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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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業務者，將得以豁免於本條例之監管。對此，本文認為，立法者基於「監理重
要性及顯著性原則」，從而設置本項「監管豁免」規範，應符合前述基於「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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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大小」之差異化監理原則。然而，對於本項監管豁免之「門檻設置依據」、

engchi

監管豁免之「後續規範與管轄」，以及「對於其他支付業務為何缺乏相應之監管
豁免規範」，即有待進一步之商榷與討論。
具言之，在本項監管豁免之「門檻設置依據」上，若參考前述立法時對於本
條「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總說明」，可得而知，我國主要係參考新加坡過往《支付
體系監督法》之規定，遂僅對於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超過新臺幣 10 億元之
代理收付業者予以金融監管。然而，詳觀新加坡過往《支付體系監督法》對於支
付服務之規定，均是聚焦在「儲值支付工具」之監管781，並無對於「代收代付」
做出監管，因此我國在「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豁免門檻設定上，反而援引

781

過往新加坡《支付體系監督法》第 33 條，確實對於儲值總餘額 3000 萬新元以下之儲值支付
工具，提供監管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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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之立法例，即可顯見其豁免門檻設定上確實存在著依據
合理性之疑慮。更遑論，我國 2021 修法時，再次將豁免門檻提高至 20 億元，立
法者也未提供實質之門檻設定依據，僅空泛交代係基於電子商務之篷勃發展需求。
再者，在監管豁免之「後續規範與管轄」上，相較於歐盟、新加坡法制僅對
於「小額支付（或電子貨幣）機構」或「一般支付機構」施以「部分」之豁免規
範，並要求豁免機構仍應在相同之主管機關下受有「登記」或「許可」監管，避
免豁免機構完全逸脫基本之風險管制。我國對於豁免機構之「後續規範與管轄」
上，係將符合豁免門檻上限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完全豁免於《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之規範，並使受豁免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完全轉由「經濟部」管轄，
此確實較容易產生監管套利以及監管破碎化之現象。

政 治 大

另外，在監管豁免之「整體適用」上，相較於歐盟、新加坡法制係透過支付

立

機構之支付交易或儲值總餘額規模，各別界定「小額支付（或電子貨幣）機構」

‧ 國

學

或「一般支付機構」，使所有支付服務均有「監管豁免」之適用可能。然而，反
觀我國卻僅從單一支付服務之觀點，僅容許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

者有「監管豁免」之適用，針對「收受儲值款項」業務即無「監理重要性及顯著
性原則」之適用，此即再次彰顯我國對於「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收受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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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款項」業務間大小眼之非中立性規範。

綜上可見，我國無論在「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之劃定上，也均有待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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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過正確之監理設計與監理方法，重新為適切之整合與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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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監管措施之僵化與缺漏

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牌照」與「監管豁免」之設計為具體之檢視後，
本文嘗試透過前一章統整之「分析框架」接續檢視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亦發現
與凸顯，相較於各司法轄區之監理法制設計，我國對於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或支
付機構之監管存在著「監理措施」之僵化與缺漏。而該僵化與缺漏，主要即顯見
在「市場准入規範僵化且無據」、「訥戶資金保障規範重疊且繁重」、「消費者
保護規範不一且缺漏」、「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協調性不足」及「缺乏業者自律
與公私協力之監管空間」五個問題面向。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款

市場准入規範僵化且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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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步驟三：實施差異化之風險管理措施」之統整782，若綜合各司法
轄區法制對於「市場准入規範」之監理設計，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規制方式應
係如歐盟法制，採行較具彈性且符合「階層式」與「動態式」之風險基礎監理方
法。然而，綜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所設置之「授
權資格規範」與「實收資本額限制」，相較於各司法轄區法制，即明顯呈現監管
設計上之僵化且無據，以致我國容易產生機構准入障礙或監管套利之現象。
具言之，在「授權資格規範」上，如前所述，各司法轄區法制均無對於非銀
行支付機構設有「專業經營」之限制，而歐盟法制也僅係賦予主管機關，得以使
牌照申請者設立「獨立實體」之彈性化監理裁量權限，以確保支付機構應有之業
務風險本質；然而，反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7 條對於電子支付機

政 治 大
服務」本即是作為電商平台、資訊業者、零售業者等「非傳統金融機構」之兼營
立

構之授權資格規定，卻仍係以「專業經營」者為限，立法者顯然忽略「零售支付

或附帶業務本質，除了自始限縮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業務模式之多元發展空間外，

‧ 國

學

更造成傳統電商平台、資訊業者、零售業者等非銀行支付機構之准入障礙。

‧

再者，在「資本額限制」之設置上，歐盟法制對於「初始資本要求」與「持
續性資本要求」，是分別透過「階層式監管設計」與「動態式監管設計」，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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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相異支付服務或大小型支付機構間，均適用相同初始或持續資本要求之失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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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然而，反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對於電子支付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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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收資本額規定，卻仍係根據電子支付機構所涉及「專業經營業務」項目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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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單純切分為「1 億、3 億、5 億」三種實收資本額要求，導致其監理設計上雖
可某程度的反映相異「支付服務」所涉及不同程度之風險性質，然而卻無法真實
且動態地反映相異「機構規模」產生之不同的風險規模。
舉例而言，假設 A 業者領有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收受儲值款
項」之牌照、B 業者則領有經營全業務項目之牌照，然隨著 A 業者進入市場後業
務規模之成功擴張，其在金流規模、營運成本、獲利能力、未償電子貨幣總餘額
上均已大幅超越 B 業者，則理論上 A 業者自應受有較高之持續性資本要求，以
避免其運營或破產之風險；然而，在我國法下，在主管機關主動依據《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第 24 條對於 A 業者實以資本額之倍數限制前，A 業者可能始終

782

詳見本文前揭頁 238 以下。
284
DOI:10.6814/NCCU202200131

僅需受到 3 億元較低之實收資本額要求，從而對於 A 業者產生監理套利之空間。
另外，應更進一步探討者係，我國對於最低實收資本額之數額設置，也存在
著「設置數額過高」及「缺乏客觀依據」之弊病。蓋相較各司法轄區所設定之初
始資本額，我國對於最低實收資本額之「數額設置」明顯過高783，已然對於業者
造成准入障礙；且於最低實收資本額之「設置依據」上，相較於新加坡法制係在
衡量不同規模支付機構所可能產生之運營損失或股息支付等成本，並參考英國、
澳洲與香港對於受監管支付機構所設置之最低財務要求、評估支付機構之商業競
爭力，以及考慮客戶資金保護之有效性後，所做出之合理且充足之門檻設計784。
我國對於最低實收資本額之數額設置，明顯即為立法過程中立法委員相互抬槓之
結果，而自始缺乏客觀具體且可供比照之依據785。
第二款

政 治 大

客戶資金保障規範重疊與錯置

立

誠如前述「步驟三」之統整，對於「客戶資金保障規範」，本文認為，或可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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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綜合採行各司法轄區對於「資金保障措施」之多樣化與彈性化監理設計，使
支付業者在不損及客戶資金保障功能之前提下，得享有「多樣化」與「彈性化」

‧

之選擇與法遵空間；且無需直接對於支付服務設有「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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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綜觀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電子支付機構所設置之「客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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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障規範」，相較於各司法轄區法制，即明顯呈現監管規範上之重疊與錯置，
造成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繁重且不必要之法令遵循成本或業務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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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言之，相較於歐盟、新加坡、日本法制係在評估資金管保障之有效性下，
hengchi U

將「客戶資金帳戶分離」或「流動性投資限制」、「信託」、「擔保」或「保險」

等監管措施，作為「資金保障」措施之多樣化與彈性化選擇；我國《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對於「客戶資金帳戶分離」、「儲值款項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
履約保證」、「投資及使用限制」之設置，反而成為僵化的「疊加性規範」，而
並未實質審酌資金管保障措施間疊加施行之並要性，從而使業者僅得一概予以選
擇遵守，而失卻其法遵選擇與資金靈活運用之空間。

783

詳見本文前揭頁 235~236，關於各司法轄區「市場准入規範」之統整。

784

詳見本文前揭頁 177~178。

785

詳見本文前揭頁 257。

786

詳見本文前揭頁 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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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綜觀歐盟、新加坡、日本法制，也均無對於非銀行支付業者課予如傳
統銀行「準備金制度」或「存款保險費用提撥」之義務；然而，我國《電子支付
機構管理條例》卻要求仍電子支付機構在前述「資金保障規範」之層層嚴格要求
下，仍需額外踐行「繳存準備金」與「清償基金設置」義務。此等規範除了不必
要地疊加電子支付機構之法遵成本外787，亦再次彰顯我國立法者在創設《電子支
付機構管理條例》時，時常延續或套用「銀行法」之監管設計與邏輯，將傳統銀
行法嚴格控制流動性與最後安全網之機制，錯置於非銀行支付機構之監理設計中。
另外，如同本文前述，若僅是從「保障個體用戶資金」之角度而論，實無必
要於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中，直接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之業務行設有「交易或帳戶
額度限制」，而僅需將其留待由洗錢防制法制加以形塑788。因此，若未來我國《銀

政 治 大
付系統業務），而不再將非銀行支付單純限縮於單純「零售支付」之微觀監理層
立
行法》得以完全解放「匯兌業務」（包含大額匯兌業務或具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

次，則《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設有「交易或帳戶額度限

‧ 國

學

制」，是否仍有其存在必要性，應值得再為探討（詳後述）。
消費者保護規範不一且缺漏

‧

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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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步驟三」之統整，對於「消費者保護規範」之規制重點，應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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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何於單一非銀行支付監理法規中完整形塑「資訊揭露」、「雙方當事人權利
義務規制」、「未授權支付交易之處理與損失責任分配」與「紛爭解決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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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要素，以充分保障用戶知情權，並明確化用戶與支付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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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觀我國，在前述支付範圍破碎與涵蓋不足之情形下，即導致對於上

述監管要素之規範，往往是散見於相異之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中，或根本無相應之
規範基礎，進而使非銀行支付之消費者保護規範，呈現適用不一且缺漏之現象。
舉例而言，我國對於「代收代付服務」之消費者保護規範，即因破碎化之監
管，而分別散見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與《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此兩者除了在規範效力與管轄權責機關有所不同外，在
「未授權交易損失責任分配」與「紛爭解決機制」的規制上，更呈現出極大程度

787

林育廷，同註 746，頁 52~53。

788

詳見本文前揭頁 241。

789

詳見本文前揭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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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齟齬。
詳言之，針對「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係透過授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7 點規定，設置較為
詳盡之責任分配標準790；然反觀《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對於責任分配標準則付之闕如。再者，針對「紛爭解決機制」，《電子
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除了規定業者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外，更可搭配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令使用者亦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
然反觀《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於紛爭解決機
制同樣也付之闕如，且使用者亦僅得依《消費者保護法》向「消費者保護會」提
出申訴。凡此，均令實質上為相同的「代收代付服務」，卻可能產生兩套截然不

政 治 大

同的損失責任分配與紛爭解決機制。

立

而在以上我國既存之「代收代付服務」消費者保護規範下，即已齟齬百出，

‧ 國

學

使普通消費者在面對到實際支付爭議時，往往不知如何依循或救濟791；更遑論，
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仍缺乏相關法制基礎下，對於相關消費者保護規範更係

‧

無從加以形塑，令普通消費者面對到實際支付爭議時，僅可尋求司法外部救濟。

其他監理面向之規範協調性不足

al

sit

io

第四款

er

Nat

監理法規，重新為統合且具明確性之監管設計。

y

因此，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之「消費者保護規範」，也亟待吾人透過統一之支付

n

iv
n
C
792
誠如前述「步驟四：完善法律確定性與監管賦能機制」之統整
，在支付監
hengchi U

理法規設計上，也應注重與其他法律之補充性與協調性，特別係涉及洗與資恐防
制、數據保護、網絡安全或市場競爭等其他監理法規之核心領域時，即有賴於支
付監理法規與其他法規間之相互搭配與補充設計。然而，反觀我國，在面對「數
據保護」、「網絡安全」、「洗錢與資恐防制」與「市場競爭」等監理面向時，
我國非銀行支付法規往往缺乏明確或相應之協調性規範。
具言之，針對「數據保護」與「網絡安全」之協調性規範，我國目前雖透過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31 條及第 32 條規定，要求電子支付機構對於使用

790

詳見本文前揭頁 260 以下

791

林育廷，同註 316，頁 306。

792

詳見本文前揭頁 244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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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特約機構之往來交易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應保守秘密，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
性及安全性；然而，相較於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係直接呼應《一般資料
保護規則》（GDPR），清楚規定 PSP 對於用戶數據訪問與處理之合法「權限」
及「範圍」。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消費者
數據隱私保護之規範協調與完整性，即明顯較為薄弱。
再者，針對「洗錢與資恐防制」之協調性規範，我國雖已陸續透過《電子支
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25 條至第 27 條、《第三方支付服務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辦法》及《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分別對於
部分非銀行支付服務課予相應之洗錢與資恐防制義務；然而，相較於新加坡係透
過《洗錢與資恐防制通知—特定支付服務》（PSN01）與《洗錢與資恐防制指南

政 治 大
規範。我國對於支付服務之反洗錢與資恐規範，即明顯較為鬆散與破碎化，而容
立
—數位支付代幣服務》（PSN02），以對於各式非銀行支付服務為統一且明確之

易發生規範間相互齟齬或不協調之情形。

‧ 國

學

另外，針對「市場競爭」之協調性規範，我國目前雖已透過《電子支付機構

‧

管理條例》第 6 條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要求

y

Nat

電子支付機構均應加入「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創設之「電子支付跨機構共用

sit

平臺」，某程度上或可促進市場開放性與支付互通性；然而，相較於歐盟或新加

n

al

er

io

坡法制，已於支付監理法規中對於「支付系統訪問」或「支付互通性」為明確之

i
Un

v

授權規範，使監管者得以適時透過公權力之施展，令非銀行支付業者得以與傳統

Ch

engchi

銀行公平共享支付系統訪問，或遵循共同之支付互通性標準。我國對於整體支付
市場之開放競爭與互通性規制，則明顯較為不足。
第五款

缺乏業者自律與公私協力之監管空間

誠如前述「步驟四」之統整，在支付監理法規設計上，也應確保業者與監管
者間是否具有充足之溝通、實驗與協力空間，使法規範得以根據業者與市場之發
展，為適應性與自省性之動態調整。然而，相較於日本《資金結算法》係透過「指
定資金結算業協會」之制度設計，使各式非銀行支付業者均得以保有產業適性發
展與自律監管之空間，並使監管機關得以與自律組織達成有效之公私監理協力；
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機構之「公會規範」與「實際運作」，即明顯缺乏非銀行支
付業者之自律監管空間，以及業者與監管者之充足協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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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言之，在《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4 條規定之實際運作下，我國目
前僅於銀行商業同業公會下成立「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金管會則仍未就電子
支付機構指定任何同業公會。因此，在此運作情形下，除了造成我國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目前僅可選擇加入由銀行同業公會所設立之「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也
進一步導致電子支付業之相關政策、法令、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之訂定，均係在
兼營電子支付之傳統商業銀行機構的主導下展開，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業者對於該
些法令、自律規章恐難有置喙空間；且詳觀目前「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組織
架構，也皆係由兼營電子支付之傳統商業銀行擔任委員會要職793，在專營電子支
付機構與商業銀行產生利益衝突或市場競爭之情形下，即難保專營電子支付機構
之利益不會有所犧牲。凡此足見，在我國法下，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根本難有適性
發展之自律空間。

政 治 大
另外，在我國目前對於「虛擬通貨服務」仍處於權責不分之情形下，我國虛
立

擬通貨服務業者目前也是缺乏相關「同業公會」。此即造成我國虛擬通貨服務亦

‧ 國

學

仍缺乏較為完整之自律監管空間，從而無法透過「同業公會」要求虛擬通貨服務
業者落實相關法令遵循，或建立消費者保護機制，更導致主管機關在相關法令訂

‧

定上，無法適時且完整地聽取「公會意見」794。

y

Nat

sit

由上可知，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所以長久未能取得適切之發展，部分

er

io

原因可能即導因於，我國非銀行支付機構業者與主管機關長期缺乏充足之溝通與

n

al

i
Un

v

協力空間，導致主管機關難以依據非銀行支付業者之實際需求與運作狀況，推行
適切之監管法令或政策改革

Ch
795
。

engchi

793

林育廷，同註 316，頁 306。

794

區塊客，林紘宇，果殼專欄 | 台灣實施虛擬通貨防制洗錢辦法，
「同業公會」問題待解，
2021 年 7 月 7 日，https://reurl.cc/oxWopV（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95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介紹，
https://www.ba.org.tw/AboutUnion/CommitteeIntroduction?roleid=c4f49930-a04d-44d2-b37d69b5cfafab75（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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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重塑
綜合上述法制「困境與缺陷」之檢視，本節基於我國目前現實之監理發展脈
絡下，針對上述「困境與缺陷」，先對於我國《銀行法》提出規範重塑之討論；
再透過前述歐盟、新加坡、日本法制之借鑒，以重新統合與形塑我國非銀行支付
法制之「監理框架」。

第一項 我國《銀行法》規範之重塑
誠如前述，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之失調與侷限，無非係根源於《銀
行法》對於「收受存款」與「匯兌業務」之過度抽象規範與寬廣解釋，導致我國
立法者、主管機關、司法機關往往固守於「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思維。因此，

政 治 大
國《銀行法》之專業經營規範為根本性之重塑，方為正本清源之道。
立

本文認為，在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為「監理框架」之重塑前，實應先對於我

‧ 國

學

首先，對於「收受存款」之規範，本文認為，實應重新定義《銀行法》第 5
條之 1 對於「收受存款」之要件定義，並刪除第 29 條之 1 對於「準收受存款」

‧

之要件補充。具言之，立法者對於「收受存款」之要件定義，應係將行為者向大

y

Nat

眾「吸收資金行為」限縮於「即期或短期的消費借貸契約」，並且該「吸收資金

io

sit

行為」應與行為者後續提供「授信放款」之行為本質存在實質關聯性，以更加緊

n

al

er

扣銀行法對於流動性風險控管之監管目的，避免「收受存款」之定義要件過度涵

i
Un

v

蓋到單純之「支付服務或活動」。舉例而言，對於「約定返息」之行為，是否應

Ch

engchi

做為「收受存款」之行為要件或行為態樣，從而一概禁止非銀行支付業者向使用
者提供儲值款項或虛擬通貨返息之商業模式796，即存在極大討論空間797。
再者，對於「匯兌業務」之規範，本文認為，從「支付業務」及「存放款業
務」之監理本質區分上，「國內外匯兌業務」已完全不適合作為銀行專業經營之
業務，故正本清源之道，實應將「國內外匯兌業務」自我國《銀行法》第 29 條
第 1 項中「完全」刪除。然而，在現實層面上，有鑒於「國內外匯兌業務」長久
796

例如：我國虛擬通貨服務業者即有提供平台幣之鎖倉返息，或穩定幣閒置資產之利息收益。
詳見：懶人經濟學，閒置資產收益介紹：MAX 交易所獨家新功能、設定與領取教學，2021 年
7 月 22 日，https://earning.tw/max-earning/（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25 日）
。

797

See Cheng-Yun Tsang, Louise Malady & Ross P. Buckley, supra note 301 at 1564~1566. 另外，亦
有從系統性風險控管之角度，認為「利息支付」並非「收受存款」與「支付儲值業務」之本質
區別。詳見：朱瑞翔，同註 367，頁 16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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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即作為《銀行法》規定之銀行專屬業務，若短期內欲將其「完全」刪除，必
然存在著立法面與執行面上之困難性；再加上，詳觀我國目前對於「大額支付業
務」或「具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之規制，也仍缺乏相關法制基礎或成熟
的立法探討。因此，短期而言，似不宜完全開放非銀行支付機構對於「大額匯兌
業務」或「具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之經營，而僅需將「零售或小額匯兌
業務」適度從《銀行法》中加以解放，使之回歸至非銀行支付應有之監理本質。
申言之，誠如本文前述，若套用「三軌制」之監理邏輯，應可在客戶資金之
風險區間圖中，大致劃分出三種監管牌照或制度類型，亦即需高度監管之「具系
統重要性之非銀行支付機構」、僅需中度監管之「一般或大型非銀行支付機構」、
可豁免或僅需低度監管之「小額或微型非銀行支付機構」798。其中，對於「具系

政 治 大
統亦存在較高之系統性風險，因此「具系統重要性之非銀行支付機構」除了應適
立

統重要性之非銀行支付機構」由於其涉及之客戶資金規模甚距，對於整體支付系

用全部之機構許可牌照規範外，目前國際間也會透過「支付系統指定制度」或「重

‧ 國

學

要性支付系統制度」等涉及宏觀層面之審慎監管制度加以監督之799。然而，相較
之下，我國目前對於「支付系統指定制度」或「重要性支付系統制度」仍缺乏相

‧

關法制基礎或立法探討，因此在我國相關法制或配套機制成熟前，是否完全容許

Nat

sit

y

非銀行支付機構跨足此等金流規模之支付服務或支付系統經營，應值得再為深究。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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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是以，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對於《銀行法》「國內外匯兌業務」規範之重塑，

i
Un

v

應可從短期與中長期之角度分別觀之。短期而言，立法者應細緻化《銀行法》第

Ch

engchi

29 條第 1 項對於「匯兌業務」之規制類型，使「零售或小額匯兌業務」在不涉及
系統重要性之程度下，得以自《銀行法》中完全解放800，並透過統一之非銀行支
付服務監理法規加以規制，且應搭配《銀行法》施以合乎比例性之刑罰規制；然

798

詳見本文前揭頁 233~234；See Rhys Bollen, supra note 8, at 46~48；See Tanai Khiaonarong &
Terry Goh, supra note 698, at 16~19.

799

例如：歐盟《系統重要性支付系統監督規則》
（SIPS Regulation）
、澳洲《支付系統（監督）法》
（Payment Systems (Regulation) Act）
、香港《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
、新加坡《支付
服務法》
（PSA）等規範，即涵蓋了對於「重要性零售支付系統」之宏觀審慎監理。

800

對此，詳觀我國司法實務判決，目前也有部分判決見解是從類似「不涉及系統重要性程度」
之角度，加以限縮《銀行法》第 29 條與第 125 條對於「匯兌業務」之刑罰規制範圍。例如：
「本案被告等之所為，並未影響銀行匯款之安全性，以金融監理兼顧金融市場發展之角度衡
酌該條文之立法解釋，應認為被告等所為並未該當銀行法上之『匯兌業務」
，而為無罪諭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金重訴字第 1923 號刑事判決）
。詳見：張天一，同註 725，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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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而言，立法者仍應儘快確立我國對於「大額支付業務」與「具系統重要性
之零售支付系統」之規制基礎或配套機制，並將「匯兌業務」從《銀行法》第 29
條第 1 項中「完全」刪除，使單純的「支付業務」得以完全擺脫銀行法監理，而
回歸至其應有之支付業務監理本質，並使非銀行支付機構在有限的未來，亦可涉
足「大額匯兌業務」或「具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之經營801。

第二項 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重塑
在將「匯兌業務」自我國《銀行法》逐步解放，並導正非銀行支付之「監理
本質」後，本文認為，必然需要先透過「統一」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規，以廣泛
規制市場上所有應受監管之非銀行支付服務，並有效涵蓋各個非銀行支付之監理

政 治 大
然而，有鑒於我國現行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在前述「監理範圍」
立

面向，改善過往監理範圍破碎與紊亂之缺陷

之破碎化、「監理密度」之失衡，以及「監理措施」之缺漏下，短期內殆無可能

‧ 國

學

透過單純修法，有效達成上述法制統合重塑之目的。基此，本文建議，不如將現

‧

行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直接替代為下表 5-1 所示之《支付服務條例》，
以在此全新之法律基礎架構下，重塑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適切「監理框架」；

Nat

sit

y

並且得以凸顯其法制監理重點，應係聚焦在「支付服務」之本質與風險監管，而

n

al

er

io

非淪為過去單純「機構式」之僵化監管。

i
n
C支付服務條例
U
hengchi

v

第一章 總則（立名詞定義、監理與排除範圍、監管牌照與豁免）
第二章 支付機構准入規範（授權許可審查規範、初始與持續性資本額設置）

第三章 使用者資金保護規範（資金保障措施要求、支付機構業務行為限制）
第四章 消費者保護規範（知情權保障、未授權交易責任分配、紛爭解決機制）

801

例如：日本《資金結算法》即已允許將「第一類資金移動業」經營百萬日元以上之高額匯兌
服務；然相對的，相較於第二類與第三類資金移動業者之「登記監理規範」
，第一類資金移動
業者之「許可監理規範」，其審查要件與行為義務即更為嚴苛。詳見：本文前揭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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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規範（資訊及數據隱私安全規範、洗錢與資恐防制規範、支付系
統訪問與支付互通性規範）
第六章 支付服務同業公會（針對各類型支付服務之指定同業工會）

第七章 罰則（搭配《銀行法》針對「匯兌業務」為比例原則之刑罰設置）

第八章 附則（配合創新實驗條例之實驗需求、過渡期間條款）

表 5-1：創設《支付服務條例》之規範架構

政 治 大
蓋本文核心之「非銀行」支付服務監管外，也將一併包含傳統「銀行」支付服務
立
監管。蓋誠如前述歐盟與新加坡法制之立法方式，也均是將傳統「銀行支付」包

此外，應特別說明者係，本文所採行《支付服務條例》之立法方式，除了涵

‧ 國

學

含在支付服務法規之監管範疇內，僅係針對「銀行等金融機構」應作為「豁免機
構」，從而豁免於支付服務法規對於「支付機構」之多數監理規範。

‧

以下即接續在上表 5-1 之分章架構下，分別說明，本文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

y

Nat

n

al

er

io

之重塑芻議。

sit

法制「監理與排除範圍」、「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及「各監理面向監理措施」

第一款

監理與排除範圍之重塑

Ch

engchi

i
Un

v

作為全新之法律基礎，本文建議，立法者或可仿效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
令》之規範方式，在條例之第一章總則中，即明確形塑「監理與排除範圍」等基
礎性規範。以下即分別就「監理範圍」與「排除範圍」之劃定，具體說明之：
第一目

監理範圍之劃定

在「監理範圍」之劃定上，本文建議，應可參採歐盟與新加坡法制之設計，
優先將「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予以劃定，使後述受有許可牌照之「支付機構」，
或受有豁免登記之「小額支付機構」，或其他「豁免機構」，均得以自由選擇或
組合所欲經營之支付服務。因此，我國法或可採行如下表 5-2 之規制方式，直接
於法規內文中載明「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之類型；再透過名詞定義規定，分別
確立各支付服務類型之詳細內涵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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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總則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支付機構」
，或登記之「小額支付機
構」
，或非各該類型支付服務之「豁免機構」者，不得在我
國從事本條第二項任何類型「支付服務」業務。

2.
支付機構
支付服務

本法所稱「支付服務」係指以下任何商業活動或服務：

（1） 支付帳戶發行服務
（2） 代理雙方收付支付交易款項服務
（3） 收受儲值款項服務
（4） 國內外匯兌服務

政 治 大

（5） 虛擬通貨支付服務

立

「支付交易」（參考新加坡 PSA 對於「支付交易」之定義）

‧ 國

學

「資金、款項」（包含儲值款項，排除虛擬通貨）

‧

「儲值款項」（參考新加坡 PSA 對於「電子貨幣」之定義）
「虛擬通貨」（參考日本《資金結算法》對於「加密資產」之

y

Nat

n

al

名詞定義

er

io

「代理雙方收付支付交易款項」

sit

定義，排除已受證券法規制之證券型虛擬通貨）

i
Un

v

「收受儲值款項服務」（參考新加坡 PSA 對於「電子貨幣發行

Ch

e n g服務」之定義）
chi

「國內外匯兌服務」（參考新加坡 PSA 對於「資金移轉服務」
之定義）
「虛擬通貨支付服務」（參考日本《資金結算法》對於「加密
資產交換業」之定義，包含虛擬通貨之
現貨交易、轉帳、託管，但排除虛擬通
貨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服務）
表 5-2：重塑「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
又如上表 5-2 所示，本文建議，對於「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之劃定，應可
採行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之規制方式，在我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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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囊括之支付服務基礎上，重新審視我國支付價值鏈上仍有待監管之支付服務，
從而將應受監管支付服務重新分類為：「帳戶發行服務」、「代理雙方收付支付
交易款項服務」、「收受儲值款項服務」、「國內外匯兌服務」、「虛擬通貨支
付服務」五種模組化類型，並各自賦予具技術中性之定義，使非銀行業者得以在
此五種模組化類型中，自由地選擇或組合其所欲提供之支付服務，並同時使監管
範圍得以盡可能廣泛涵蓋支付價值鏈上的所有支付活動。以下分別說明之：
1.

支付帳戶發行服務：旨在涵蓋目前支付市場上，最為廣泛應用之「帳戶連結
支付工具」與「信用卡」等具備帳戶發行性質之支付服務。其中，針對「信
用卡」之規範，本文有鑒於其已涉及「消費者信貸保護」之監理議題，且我
國目前也已透過《銀行法》第 47 條之 1 授權由《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政 治 大
使我國主管機關依據《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所授權許可之信用卡業務
立
加以規制。故本文認為，或可採行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之規制方式802，

機構，得以作為本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之「豁免機構」，僅需適用部分支付監

‧ 國

學

理規範（詳後述），至於其業務與消費者信貸保護之監理，則仍可依循目前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之規範。

‧

2.

代理雙方收付支付交易款項服務：旨在取代過往《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y

Nat

sit

規範之「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服務，其除了掌握我國立法者所欲規制之

n

al

er

io

主要支付服務態樣，應為「代理收付雙方」提供「履約擔保機制」與「第三

i
Un

v

方商戶收單」之支付服務外，也一併排除「實質交易款項」等不具技術中立

Ch

engchi

性之定義要件，而改採如歐盟或新加坡法制，緊扣「支付交易」（Payment
Transaction）之中立性定義要件。
3.

收受儲值款項服務：旨在延續過往《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規範；然而
在「儲值款項」之定義上，或可採行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電子貨
幣」之定義，緊扣「多用途、法幣計價、基於支付交易、非存款」等要件，
使「儲值款項」（電子貨幣）或「收受儲值款項服務」（電子貨幣發行服務）
得以與「虛擬通貨」或「收受存款」有所區隔。

4.

國內外匯兌服務：旨在延續過往《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範之「國內外

802

詳見：本文前揭頁 159、172。另外，應補充說明者係，歐盟對於「信用支付服務」之消費者
信貸保護監理，也是透過《消費者信貸指令》（Directive 2008/48/EC）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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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匯兌服務」
；然而在定義上，應一併排除「非基於實質交易」等不具技術
中立性之定義要件，而改如採行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國內與跨境資
金移轉服務」之定義，緊扣「執行任何支付交易而接受資金」等技術中立性
定義要件，使其定義內含除了得以涵蓋廣泛之「匯款」
（Remittance）資金移
轉態樣外，也得以涵蓋如「代理雙方收付支付交易款項服務」等基於商品或
服務所為之資金移轉態樣，或基於「儲值款項」
（電子貨幣）所為之資金移轉
態樣。換言之，透過「國內外匯兌服務」之廣泛定義，將容許其與上述兩項
支付服務間存在重疊與競合之關係，從而使非銀行支付業者得以在支付價值
鏈上，靈活選擇與組合其所欲提供之支付服務或商業模式。
5.

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旨在涵蓋目前市場上，亟待監管規範之虛擬通貨交易平

政 治 大
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2 條，對於「虛擬通貨平台
立
台與錢包託管業者。對此，本文認為，除了得以參照我國目前《虛擬通貨平

及交易業務事業」之既有類型規範外，或可採行如日本《資金結算法》之規

‧ 國

學

制方式，透過「虛擬通貨」之定義規範，排除已受證券法規制之證券型虛擬
通貨（STO）
；並透過「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之定義規範，排除應受證券法規

‧

制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服務（如期貨、永續合約、保證金交易、槓桿交易、

Nat

sit

y

ETF）
，以明確化支付服務監理法規對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之規制範圍。

n

al

er

io

另外，應特別說明者係，針對「穩定幣」之監理，尤其是錨定單一法定貨幣

i
Un

v

發行之「支付型穩定幣」，有鑒於目前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間，對於穩定幣之監

Ch

engchi

理仍處於討論之階段，尚未形成明確或統一之監理框架或方法803，因此本文認為
暫時不應將「穩定幣發行」，作為單獨的支付服務監管態樣，而僅需先透過上述
「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之監管態樣，作為「穩定幣交易」之監管基礎；然而，本
文認為，隨著未來我國穩定幣市場與運行漸趨成熟，以及世界各國對於穩定幣之
監理漸趨明確或統一後，我國應可對於支付服務監理法規為滾動式修正與調整，
將「穩定幣發行」同樣併入支付服務法規之監理範疇，與國際監理趨勢接軌804。

803

例如：歐盟之「加密資產市場規則草案」
（MiCA）與美國之「穩定法案」
（STABLE Act）
，其
等對於穩定幣之監管方式，即不盡相同。Se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 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 supra note 275, at

804

例如：歐盟之「加密資產市場規則草案」
（MiCA）
，針對錨定單一法幣發行穩定幣之「電子貨
幣代幣發行人」
（Issuers of e-money tokens）
，即於草案 Title IV 中規定，其應準用《第二號電
子貨幣指令》（EMD2）關於准入規範、資本要求與資金保障要求。See MiCA Proposal, Art 43.
又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提出之「加密資產與穩定幣討論文件」中，針對「支付型穩定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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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排除範圍之劃定

在「監理排除範圍」劃定上，本文認為，應採行如歐盟與新加坡法制之規制
方式，透過詳細之「排除清單」，將下表 5-3 所列不應納管之特定支付服務或活
動，明確地排除於支付服務法規之監理範疇外。

第一章
1.

總則

本條例不適用於以下服務或活動：

（1） 金融機構基於主要業務從事之「附帶支付服務或活動」
（2） 政府機構或其授權人從事之支付服務或活動；
排除清單
（Exclusions）

政 治 大
（4） 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
立

（3） 支付技術服務提供者從事之支付技術服務或活動；

（6） 有限用途虛擬通貨支付服務；

學

‧ 國

（5） 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

（7） ……其他安全港條款（例如：電信業小額收單服務）。

Nat

sit

y

「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針對「代理支付

er

io

交易之一方為收款或付款」之要件界定）。

al

iv
n
C
換商品範圍限制」
兩項要件加以界定，並搭配業者年交易額超
he
ngchi U
n

「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透過「兌換對象範圍限制」與「兌
名詞定義

過法定門檻之申報通知義務）。

「有限用途虛擬通貨」（透過「請求對象範圍限制」與「請求
內容範圍限制」兩項要件加以界定）。
表 5-3：創設「排除清單」
而在上表 5-3 所列之排除清單中，本文認為，又以「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
代收或代付服務」、「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及「有限用途虛擬通貨」，需格
（Payment-Related Stablecoins）
，即預計納入《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之監管範疇。
Se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HKMA）, Discussion Paper on Crypto-assets and Stablecoins,
at 25~26 （ January. 2022 ） , available at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2/20220112c3a1.pdf （last visited: 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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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透過「名詞定義」規範，以進一步補充其定義要件，甚至賦予主管機關較為高
度之裁量與解釋權限。蓋此三類排除事項均涉及較為敏感之事實認定問題，從而
可能嚴重影響業者在商業模式上之選擇空間。以下分別具體說明之：
1.

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對此，其規範重點應係在於如何賦
予主管機關界定「代理支付交易之一方為收款或付款」之權限與標準。蓋針
對何謂「代理支付交易之一方為收款或付款」之商業模式或態樣，實際上難
有絕對統一之界定標準，因此或可保留予主管機關較為彈性之解釋空間，使
主管機關得以透過解釋函或案例公告之方式，向大眾說明得以適用該排除規
範之標準或範例805。

2.

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對此，或可參照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對於

政 治 大

「有限用途之特定支付工具」之排除規範，且其規範重點應係透過「兌換對

立

象範圍限制」與「兌換商品範圍限制」兩項要件，為主管機關保留較為彈性

‧ 國

學

之裁量與解釋空間。另外，為避免「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隨著其交易量
與發行總餘額大幅提高，而可能已漸漸成為通用支付工具，亦可仿照歐盟法

‧

制之規制方式，使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發行者於「發行支付交易量」超過
一定門檻時，負有相應之申報通知與登記義務，並賦予主管機關權限得以重

y

Nat

io

al

er

有限用途虛擬通貨：對此，或可參考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有限用途

n

3.

sit

新審查其商業模式是否仍符合該排除規範。

Ch

i
Un

v

數位支付代幣」之排除規範；然而，其規範重點應如同上述對於有限用途儲

engchi

值支付工具之規範，應透過「請求對象範圍限制」與「請求內容範圍限制」
兩項要件設定，以便主管機關得以審視個案虛擬通貨內部所表彰之權利，是
否符合僅得以向非常有限範圍之對象請求，或其權利所得請求之內容是否有
限，從而決定是否應規制此類虛擬通貨之交易、託管與支付行為。
第二款

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之重塑

如同下表 5-4 所示，針對「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之形塑，本文建議，應重
新劃分為「支付機構許可牌照」、「小額支付機構豁免登記」，以及其他「豁免
機構」三種監管機構類別，以契合差異化之風險監理方法。

805

例如：針對「美食外送平台業者」或「共乘車平台業者」即存在該排除規範之適用疑義。詳
見：本文前揭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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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從事單一支付服務之「月均支付交易量」超過新臺幣◯◯

1.

萬元，或從事兩項以上支付服務之「月均支付交易量總

支付機構

和」超過新臺幣◯◯萬元，或從事「收受儲值款項服務」

授權許可規範

之「日均未償還餘額」超過新臺幣◯◯萬元者，應向主
管機關取得「支付機構」之授權許可。
從事支付服務之「月均支付交易量」或「日均未償還餘

2.

額」
，未超過第一項規定之金額者，應向主管機關為「小
額支付機構」之登記。
小額支付機構

政 治 大
仍有準用。
立

本條例第◯條、第◯條……之規定，對於小額支付機構

4.

若小額支付機構從事支付服務業務超過第一項之金額

‧ 國

時，應儘速通知主管機關，並取得支付機構之授權許可。

‧

1.

學

3.
豁免登記規範

以下機構得經主管機關之同意，兼營從事主管機關指定

y

Nat

之支付服務業務，無需取得「支付機構」之授權許可。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n

al

er

io

其他豁免機構

sit

（1） 依據《銀行法》規定，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

i
Un

v

（3） 依據《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規定，經營信用卡
豁免規範

Ch

engchi

業務之機構。

（4） 其他主管機關所指定之金融機構
2.

本條例第◯條、第◯條……規定，對於第一項所列之豁
免機構仍有準用。

表 5-4：重塑「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規範」
以下即分別針對上表 5-4 所示之三種監管機構，說明其劃分之依據與重塑重點：
第一目

支付機構許可牌照

首先，針對「支付機構許可牌照」之監理設計，本文建議，應摒除《電子支
付機構管理條例》向來透過支付服務項目之經營多寡，而單純切分「分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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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之規制方式；反而，應改採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於「支付機構」許可
牌照之劃分方式，以同時且充分地反映各式支付服務之「風險本質」，以及各別
支付機構之「風險規模」。具言之，其劃分依據除了應透過「月均支付交易量」
或「月均支付交易量總和」之閾值，反映支付機構間之客戶資風險規模外，也應
額外透過「日均未償還餘額」之閾值，反映「收受儲值款項服務」（電子貨幣發
行服務）相較於其他支付服務，存在較高之客戶資金風險本質。
第二目

小額支付機構豁免登記

再者，針對「小額支付機構豁免登記」之監理設計，則是延續上述支付機構
許可牌照之劃分依據，使未達「月均支付交易量」或「日均未償還餘額」門檻之
小型或微型支付服務業者，無論其從事何等支付服務，均得以基於「監理重要性

政 治 大

及顯著性原則」，豁免於授權許可規範。

立

然而，為避免小額支付機構完全逸脫於基本之風險管制，以及避免將小額支

‧ 國

學

付機構轉由其他機關監管，造成監管套利或監管破碎化，或可參採歐盟《第二號
支付服務指令》規制方式，使小額支付機構仍應向主管機關為「豁免登記」，並

‧

適用少數之監理規範（例如：部分客戶資金保障規範）；且當小額支付機構於支

y

sit

其他豁免機構

io

er

第三目

Nat

付服務業務超過指定之門檻閾值時，亦負有向主管機關通知與補授權之義務。

al

iv
n
C
例》向來對於「兼營電子支付機構」之規範，而改採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對
hengchi U
n

最後，針對「其他豁免機構」之監理設計，則是摒除《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

於「金融機構從事相關支付服務」之豁免規定，將銀行機構、郵政機構、信用卡
業務機構或其他金融機構直接定性為「豁免支付服務提供商」，使該些機構於從
事應受監管之支付服務時，毋庸再取得支付機構之授權許可。蓋此些機構作為已
受其他金融法令高密度監管者，或甚至作為國營事業主體，其相關之支付服務風
險均已受到有效之規制與緩解，自無庸再透過支付服務監理法規為重疊性之監管。
然而，有鑒於我國短期內尚不可能開放銀行、郵政或其他金融機構，得以從
事「虛擬通貨支付服務」，因此對於該些豁免機構所得從事之支付服務範圍，自
應經主管機關之同意或指定；再者，為避免法規範上存在非公平之競爭環境，針
對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之特定規範（如客戶資金保障規範），也應令該些豁免機構
有適用與遵循之義務。
300
DOI:10.6814/NCCU202200131

第三款

各監理面向監管措施之重塑

關於本文第三章第三節所統整之各「監理面向」，本文則建議，應透過上表
5-1 之分章架構，於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之各專章中，針對不同的支付監理面向，
施以相應之監管措施，並賦予業者自律與公私協力之空間。以下分別探討之：
第一目

支付機構准入規範

如下表 5-5 所示，關於「支付機構准入規範」，主要事針對「授權許可審查
規範」、「初始資本額規範」與「持續性資本額規範」三者加以重塑。
第二章

支付機構准入規範

政 治 大
若支付機構申請者欲提供任何支付服務，並同時兼營其他商業
立
支付機構申請者應交付之相關審查文件。

活動時，主管機關得基於非支付服務活動可能損及支付機構之

學

規範

‧ 國

授權許可審查

財務狀況，或損及主管機關監視支付機構遵從本法規範之能
力，要求申請者設立「獨立實體』以提供支付服務業務。

‧

支付機構取得授權許可，應符合以下「實收資本額要求」：

y

Nat

n

al

er

io

何時點均不得少於新臺幣◯◯萬元；

初始資本額
限制規範

sit

（1） 若支付機構僅提供單一支付服務時，其實收資本額在任

i
Un

v

（2） 若支付機構提供兩種以上支付服務時，其實收資本額在

Ch

engchi

任何時點均不得少於新臺幣◯◯萬元；
（3） 若支付機構提供收受儲值款項服務時，其實收資本額在
任何時點均不得少於新臺幣◯◯萬元。
1.

支付機構取得授權許可後，其實收資本額在任何時點均不
得低於前條規定之數額，或根據本條第二項所計算之持續

持續性資本額
限制規範

性淨資產額，以較高者為準。
2.

支付機構持續性淨資產額：依照支付機構前一年度「月均
經手資金額」及當年度「平均未償電子貨幣」之◯◯％計
算，且主管機關就此計算數額得為正負 20%之調整。
表 5-5：重塑「支付機構准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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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分別針對表 5-5 所示之三種支付機構准入規範，說明其重塑重點：
1.

授權許可審查規範：對此，本文認為，立法者除了應具體規範支付機構申請
所應交付之相關審查文件外，更為重要者係，其應摒除《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向來對於電子支付機構之「專業經營限制」
；而改採如歐盟《第二號支
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不限制支付機構需專業經營，而是賦予主管機關
得以令支付機構申請者設立「獨立實體」之權限，以能確保支付機構應有之
業務風險本質，避免申請者原機構實體因涉及經營其他信貸或投資活動，而
損及其同時作為支付機構應有之財務健全性或客戶資金保障能力。

2.

初始資本額規範：對此，本文認為，立法者應摒除過往《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僅透過支付服務之疊加經營，而單純劃分電子支付機構「最低實收資

政 治 大
際審視各類型支付服務運營所需要之最低財務基礎，並合理評估支付機構之
立
本額」之規範；而改採如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透過實

‧ 國

學

商業競爭力，以及考慮客戶資金保護之有效性後，以對於相異支付服務之提
供或疊加經營，設立差異化之初始資本額規範，從而符合階層式監管設計。
持續性資本額規範：對此，本文認為，或可參採如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

‧

3.

y

Nat

令》之規制方式，透過「持續性資本額之計算與要求」
，以反映大小型支付機

io

sit

構之相異風險規模，令大小型支付機構負有差異化之資本額限制。然而關於

n

al

er

實際之計算方式，本文建議，或可適度簡化，改以支付機構「月均經手資金

i
Un

v

額」及「平均未償電子貨幣」之固定比例作為計算，並同樣賦予主管機關得

Ch

engchi

以就計算數額為正負 20%之調整，從而契合動態式監管設計。
第二目

使用者資金保護規範

如下表 5-6 所示，關於「使用者資金保護面向」，主要是針對「資金保障措
施要求」與「支付機構業務行為限制」二者加以重塑。
第三章
1.

使用者資金保護規範

支付機構應在收到使用者之相關資金之下一個工作日內，

資金保障措施

透過交付信託之方式，將使用者支付交易款項或資金存放

要求

於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獨立帳戶中，或將其投資於主管機
關所指定之低風險與高流動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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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付機構應將使用者虛擬通貨轉儲存至「非始終連結至網
際網路」之電子設備或電磁記錄介質；且僅有在「確保用
戶便利性及虛擬通貨支付服務順利進行所必需」之例外情
形時，得以透過前述以外之其他管理方式，管理一定比例
內之使用者虛擬通貨。

3.

支付機構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將全部或部分之相關資金或
使用者虛擬通貨，透過「保險」或金融機構之「履約保證」
方式加以保障，以免除本條前二項之全部或部分義務。

4.

使用者對於其相關資金、虛擬通貨所產生之債權，有優先
於支付機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

政 治 大

對於收受使用者之相關資金、虛擬通貨，不得構成收受存款或

立

學

行為限制

‧ 國

支付機構業務 用以從事信貸行為。
對於使用者支付交易款項、儲值款項、虛擬通貨之交易或帳戶
額度限制，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

sit

y

Nat

表 5-6：重塑「使用者資金保護規範」

io

al

iv
n
C
U
理條例》對於資金保障措施之「疊加性規範」
h e n g c h i ，刪除「繳存準備金」與「設置
n

1.

er

以下分別說明「資金保障措施要求」與「支付機構業務行為限制」之重塑重點：
資金保障措施要求：對此，本文建議，立法者應摒除過往《電子支付機構管

清償基金」等規範；而改採如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使
業者得以選擇就其收受之客戶資金，在信託架構下採行「資金隔離」或「流
動性投資」等保障措施，並同時給予業者「保險」或「履約保證」等其他保
障措施選擇，甚至容許該些保障措施間得以相互並存。另外，針對「使用者
虛擬通貨」之保障，本文則建議，應採行如日本《資金結算法》之規制方式，
使業者應將多數之使用者虛擬通貨透過冷錢包之方式加以分離儲存，僅保留
少部分使用者虛擬通貨做為平台流動性之用。
2.

支付機構業務行為限制：對此，本文建議，或可參採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
指令》之規制方式，直接限定支付機構對於客戶資金與虛擬通貨之運用，不
得構成收受存款或用以從事信貸行為，以合理確保其支付業務之本質。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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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本文認為，在我國將「匯兌業務」自《銀行
法》中完全解放前，為避免非銀行支付機構過度涉及大額匯兌業務或具系統
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業務，似仍可透過「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將其支
付機構之業務限縮於「零售或小額匯兌」之層次。然而，誠如本文前述，長
久之計，仍應是將「交易或帳戶額度限制」留待由洗錢防制法規加以形塑，
避免於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中，即自始限縮支付業者之業務發展空間。
第三目

消費者保護規範

如下表 5-7 所示，關於「消費者保護規範」，主要透過「重要資訊與雙方權
利義務揭露」、「支付錯誤處理與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紛爭解決
機制」三者加以重塑，並改善過往對於消費者保護規規範之零散與不一致性。

政 治 大

第四章
立

消費者保護規範

‧ 國

學

支付機構應於契約或網站中，對使用者揭露重要之權利義務
事項、潛在之操作與詐欺風險，以及相關費用等。

‧

支付機構對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應特別告知使用者可能存
在之損失風險事由、價格形成機制、避免利益衝突機制、客

y

sit

戶加密資產之管理方式等重要資訊；並且應定期頻向每位用

io

er

權利義務揭露

Nat

重要資訊與雙方

al

戶告知其相關之交易記錄及帳戶資金與虛擬通貨數量。

n

iv
n
C
應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
hengchi U
關於支付錯誤之處理標準與通知行為義務，由主管機關會商
各支付服務同業公會定之。
支付機構無法能證明未授權支付交易係可歸責
支付錯誤處理與

無責任

未授權支付交易

於使用者所致，或證明使用者故意或過失違反
通知與行為義務；且該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發
生於使用者通知後。

損失責任分配
限額責任

無限責任

通知前所發生之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
未授權支付交易係可歸責於使用者所致，或使
用者故意或過失違反通知與行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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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機構應建置內部客訴處理及紛爭機制。
紛爭解決機制

因「支付服務」
（非基於內部原因關係）所生之消費者爭議，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亦有適用。
表 5-7：重塑「消費者保護規範」

以下即分別針對表 5-7 所示之三種消費者保護規範，說明其重塑重點：
1.

重要資訊與雙方權利義務揭露：對此，本文建議，或可採行如歐盟《第二號
支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直接於支付服務監理法規中，即對於「重要資
訊事項」與「雙方權利義務事項」為初步之劃定，再授權主管機關透過定型

政 治 大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針對該些事項為具體之規範。另外，有鑒於
目前虛擬通貨市場仍存在較為強烈之資訊不對稱性，因此本文建議，應另行

立

參酌日本《資金結算法》之規制方式，針對「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之提供者

‧ 國

學

為特別之資訊揭露規範，以充分保障消費者之知情權。

支付錯誤處理與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對此，本文建議，針對「支

‧

2.

付錯誤處理」，應授權主管機關得以透過相關規範，以合理分配支付機構及

Nat

sit

y

使用者之通知與行為義務。另外，針對「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
，或

er

io

可採行如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明確劃分「無責任」、

al

「限額責任」與「無限責任」三種使用者損失責任類型，以更為細緻地依據

n

i v 806
n
C
使用者行為義務違反或具體情節之不同，而異其處理
。
hengchi U
3.

紛爭解決機制：對此，本文建議，或可參採日本《資金結算法》之規制方式，
除了命支付機構應建置內部客訴處理及紛爭機制外，也明確化《金融消費者
保護法》之適用，讓使用者得以針對「支付服務」本身所生之爭議，向我國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尋求外部之金融 ADR 救濟。

第四目

資訊及數據隱私安全規範

如下表 5-8 所示，關於「資訊及數據隱私安全規範」，主要透過「數據保護
規範」與「資訊安全規範」二者加以重塑。首先，針對「數據保護規範」，本文

806

郭大維，論 2021 年 1 月新修正公布之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從比較法的角度觀察，月旦
法學雜誌，第 317 期，頁 114，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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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可參採歐盟《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明確規範支付機構對
於使用者數據訪問與處理之合法「權限」及「範圍」，並與我國《個人資料保護
法》為協調性之規範。再者，針對「資訊安全規範」，本文則建議，立法者應直
接授予主管機關制定「資訊安全技術標準」，使主管機關在與各支付服務業者之
充分討論下，得以針對各式支付服務之技術基礎與實際監管需求，確保各式支付
服務運營之彈性、可靠性、完整性與安全性。
第五章

其他規範

除了基於防止、調查與發現支付欺詐之必要，支付機構對於使
用者數據之訪問與處理，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
數據保護規範

政 治 大
「支付服務所需」之使用者個人數據。
立

支付機構僅能在使用者「明確同意」下，訪問、處理與保留其

‧ 國

資訊安全規範

學

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資訊安全技術標準，關於「資訊安全技術
標準」由主管機關會商各支付服務同業公會訂之。

‧

y

sit

洗錢與資恐防制規範

io

er

第五目

Nat

表 5-8：重塑「資訊及數據隱私安全規範」

al

n

iv
n
C
hengchi U
《第二號支付服務指令》之規制方式，直接授予主管機關制定「各支付服務之防
如下表 5-9 所示，關於「洗錢與資恐防制規範」，本文建議，或可參採歐盟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之權限，使主管機關在與各支付服務公會之充分討論下，
得以審視各式支付服務之洗錢風險與實際監管需求，分別對於各類型之支付服務
訂定相應之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例如：對於「虛擬通貨支付服務」，即得以要
求支付機構應遵循如「旅行規則」之特殊洗錢防制義務。
第六章

其他規範

支付機構應符合《洗錢防制法》之規範，關於「各支付服務之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各支付服務同業公會訂之。

表 5-9：重塑「洗錢與資恐防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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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目

支付系統訪問與支付互通性規範

如下表 5-10 所示，關於「支付系統訪問與支付互通性規範」，本文建議，或
可採行如新加坡《支付服務法》之規制方式，直接授予主管機關「強制支付系統
訪問」與「實施支付互通性」之權限，使主管機關得以在與各方利害關係人充分
討論後，基於公眾利益與支付市場競爭性需求，命「豁免機構」（如銀行機構）
或「支付機構」應開放其支付系統之通用訪問，或加入通用之支付標準或平台。
第六章

其他規範

主管機關得基於「確保不同支付系統間之互通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或「支付
服務提供商採用通用標準之利益」等考量，以書面通知之方式指示支付機構、

政 治 大
採用任何「通用支付標準」，或加入任何「通用支付平台」。
立

豁免機構，在主管機關認為適當之條款與條件下，開放「支付系統訪問」，或

‧ 國

學

表 5-10：重塑「支付系統訪問與支付互通性規範」
支付服務同業公會之規範

‧

第七目

y

Nat

如下表 5-10 所示，關於「支付服務同業公會規範」，本文建議，應摒除過往

io

sit

於銀行公會下設立電子支付業務委員會之規範，而改採如日本《資金結算法》之

n

al

er

規制方式，僅授予主管機關指定各支付服務同業公會之權限，使各式支付服務提

i
Un

v

供者，均得以取得適性之自律發展；並與主管機關保持充分之溝通與協力空間，

Ch

engchi

確保往後相關法令推行與政策改革，均得以契合各支付服務之實際監理需求。
第七章

支付服務同業公會規範

1.

支付機構應加入主管機關指定之支付服務同業公會，始得營業。

2.

主管機關所指定之支付服務同業公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
譽，應辦理下列事項：一、協助主管機關推行、研究支付服務業務之相關
政策及法令。二、訂定並定期檢討支付服務業務規章或自律公約，並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同….。

3.

支付機構應確實遵守前項第二款之支付服務業務規章及自律公約。
表 5-11：重塑「支付服務同業公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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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在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流行之際，隨著非現金支付工具之使用率日漸提升，我
國非銀行支付產業發展確實迎來全新之契機；且隨著 2021 年 7 月《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之修正施行，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發展，更是往前邁進一大步，
迎來全新之篇章。
然而，若詳觀本次《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修法內容，或審視我國整體
支付法制體系，卻可發現，我國支付法制似乎仍受到《銀行法》之立法限制，甚
至仍保守在傳統「以銀行為中心」之監理思維與監管架構中，進而造成我國非銀
行支付法制在「監理框架」之諸多設計上，呈現模糊失序之現象，亦同時造成非

治
政
大
無非在於，我國立法者或監管者仍無法正確體認到「非銀行支付服務」與「傳統
立
銀行金融業務」（收受存款業務）之本質與風險差異，遂導致其在我國非銀行支

銀行支付業者，仍須面臨諸多不必要之法規或准入障礙。對此，本文總結其原因

‧ 國

學

付法制之形塑上，往往是根基於顯不相容的「監理本質」或「監理原則」。

‧

另外，本文也試圖透過歐盟、新加坡、日本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剖析與比
較，建構出形塑現代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基本「分析框架」，並藉由此「分析

y

Nat

sit

框架」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進行更為完整之檢視。從而，更為深入地發現，

al

er

io

我國非銀行支付法制除了存在上述「監理本質」或「監理原則」失調外，亦呈現

v

n

出「監理範圍」破碎化、「監理密度」失衡化、「監理措施」僵化等缺漏。

Ch

engchi

i
Un

因此，基於上述法制困境與缺陷，本文在考量非銀行支付「監理本質」應係
「使非銀行機構單純『支付業務』之經營，得以在無涉存放款業務之高度金融風
險下，僅需透過差異化之監理框架，使其既使在銀行之審慎監管體系外，亦仍得
以穩健可靠地為客戶提供支付核心功能及相同的資金保護水平」之前提後，遂嘗
試為我國《銀行法》與非銀行支付法制之「監理框架」，提出以下重塑之芻議：
1.

首先，本文建議，正本清源之道，仍應優先重塑我國《銀行法》對於「收受
存款」與「匯兌業務」之立法規範，以藉此導正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
。
針對《銀行法》
「收受存款」之定義規範，應使其回歸至「存放款業務」應有
之行為要件掌握，以避免過度涵蓋單純之「支付服務或活動」；另外，針對
《銀行法》
「匯兌業務」之定義規範，短期內立法者則應細緻化其規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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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零售或小額匯兌業務」在不涉及系統重要性程度下，得以自《銀行法》
中完全解放，並透過全新之非銀行支付法制加以統合規制；然中長期而言，
我國仍應儘速確立「大額支付業務」與「具系統重要性之零售支付系統」之
規制基礎或配套機制，並將「匯兌業務」從《銀行法》中「完全」刪除。
2.

次者，在非銀行支付法制「監理與排除範圍」之重塑上，本文建議，或可將
「應受監管支付服務」重新分類為：支付帳戶發行服務、代理雙方收付支付
交易款項服務、收受儲值款項服務、國內外匯兌服務、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五
種類型，並各自賦予技術中性之定義，容許部份支付服務間存在重疊與競合
關係，從而使非銀行支付業者得以在目前支付價值鏈上，靈活選擇與組合其
所欲提供之支付服務或商業模式。另外，或可透過明確的「排除清單」規定，

政 治 大
對「代理人基於單方授權之代收或代付服務」、「有限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立

詳細規範立法者所欲排除監管之支付服務或活動，以合於監管明確性，然針

「有限用途虛擬通貨」三種例外排除事項，由於其涉及較為敏感之個案事實

‧ 國

學

認定，為避免條文僵化規範適用，完全限縮業者在商業模式上之選擇空間，
本文則建議，或可嘗試保留予主管機關相對較為彈性之裁量與解釋空間。

‧

再者，在非銀行支付法制「監管牌照與監管豁免」之重塑上，本文建議，或

y

Nat

3.

sit

可將監管機構劃分為「支付機構」
、
「小額支付機構」及「豁免機構」三種機

n

al

er

io

構類別。（1）使支付服務金流規模達一定門檻閾值者，應取得「支付機構」

i
Un

v

之許可牌照，並適用全數之監理規範；
（2）使付服務金流規模未達一定門檻

Ch

engchi

閾值者，僅需得「小額支付機構」之豁免登記牌照，並得豁免於多數之監理
規範；
（3）使已受其他金融法規高度監管之金融機構，於從事主管機關指定
之支付服務，得以作為「豁免機構」，並得豁免於多數之監理規範。
4.

最後，在非銀行支付法制「各監理面向監理措施」之重塑上，本文建議如下：

（1） 針對「支付機構准入」面向：本文建議，在「授權許可審查規範」中，應
摒除過往對於支付機構之「專業經營限制」
，而改賦予主管機關得以命支付
機構申請者設立「獨立實體」之權限。再者，在「初始資本額限制規範」
中，應以相異支付服務之提供或疊加經營為依據，設立差異化之初始資本
額規範，以階層式反映支付服務間相異之風險本質。另外，在「持續性資
本額限制規範」中，則應透過各支付機構金流規模之比例加以計算，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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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式反映大小支付機構間相異之風險規模，避免進入市場後大小型支付機
構，仍適用相同資本額限制之失衡現象。
（2） 針對「使用者資金保護」面向：本文建議，在「資金保障措施規範」中，
應使業者得以就其收受之客戶資金，在信託架構下自由選擇採行「資產帳
戶隔離」或「流動性投資」
，或選擇「保險」或「履約保證」等其他保障措
施，甚至容許該些保障措施間得以相互並存使用。而針對使用者虛擬通貨
之保障，則應使業者將多數之使用者虛擬通貨透過冷錢包之方式，加以分
離儲存。並且應賦予使用者對於其資金、虛擬通貨所產生之債權，有優先
於支付機構其他債權人受償之權利。再者，在「支付機構業務行為限制規
範」中，或可直接限定支付機構對於客戶資金與虛擬通貨之運用，應不得

政 治 大

構成收受存款或用以從事信貸行為，以合理確保其支付業務之本質。

立

（3） 針對「消費者保護」面向：本文建議，應對於「重要資訊與雙方權利義務

‧ 國

學

揭露」為明確之事項授權規範，並針對「虛擬通貨支付服務」之提供者，
訂立特別之資訊揭露規範。再者，對於「未授權支付交易損失責任分配」

‧

則應明確劃分「無責任」
、
「限額責任」與「無限責任」三種使用者損失責

y

Nat

任類型，以供主管機管依據使用者之行為與通知義務違反態樣，為更為細

sit

緻之責任分配。另外，對於「紛爭解決機制」
，除了應命支付機構應建置內

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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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客訴處理及紛爭機制外，也應讓使用者得以針對「支付服務」本身所生

i
Un

v

之爭議，向我國「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尋求外部之金融 ADR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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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資訊及數據隱私安全」面向：本文建議，在「數據保護規範」中，
應明確規範支付機構對於使用者數據訪問、處理之合法「權限」及「範圍」
。
再者，在「資訊安全規範」中，則應直接授予主管機關制定「資訊安全技
術標準」
，使主管機關在與各支付服務業者之充分討論下，得以針對各式支
付服務之技術基礎與實際監管需求，確保各式支付服務運營之彈性、可靠
性、完整性與安全性。
（5） 針對「洗錢與資恐防制」面向：本文建議，應直接授予主管機關制定「各
支付服務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之權限，使主管機關在與各支付服
務公會之充分討論下，得以審視各式支付服務之洗錢風險與實際監管需求，
分別對於各類型之支付服務，訂定相應之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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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針對「市場競爭與支付互通性」面向：本文建議，應直接授予主管機關「強
制支付系統訪問」與「實施支付互通性」之權限，使主管機關得以在與各
方利害關係人充分討論後，基於公眾利益與支付市場競爭性需求，命「豁
免機構」
（如銀行機構）或「支付機構」開放其支付系統之通用訪問，或加
入通用之支付標準或平台。
（7） 另外，針對「支付服務同業公會」規範：本文建議，應排除過往於銀行公
會下設立相關委員會之規範，而僅授予主管機關指定各支付服務同業公會
之權限，使各式支付服務提供者，均得以取得適性之自律發展，並與主管
機關保持充分之溝通與協力空間，確保往後相關法令推行與政策改革，均
得以契合各支付服務之實際監理需求。

政 治 大

綜上所述，透過本文第四章統整之「分析框架」，搭配上第三章統整之各式

立

非銀行支付「監理面向」，本文遂於合乎非銀行支付之「監理本質」下，對於我

‧ 國

學

國《銀行法》與非銀行支付法制「監理框架」提出以上重塑之芻議，並希冀藉由
該「監理框架」，得以改善我國目前非銀行支付監理上之諸多困境與缺陷。

‧

然若展望於未來，本文亦認知到，在現今金融科技之迅猛發展下，非銀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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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服務與風險亦將無窮變化，該「監理框架」未來很快也將面臨相似之監理困境
與缺陷。因此，在金融法制或監理框架必然面臨滯後性之困境下807，應對未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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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支付服務之無窮與無疆界發展，例如：國際間關於「穩定幣」、「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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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央銀行數位通貨」之發展與風險，本文認為，其監理重點將不再僅

engchi

是單純的法制或監理框架重塑，而更有可能是監管者得否在法制改革前，即掌握
監理之契機與挑戰，並作出相應的「監理職能轉變」、「監理實驗操作」、「監
理科技運用」與「監理資源投放」808。而此些監理重點，均為本文礙於篇幅與能
力限制，所未能深入論及者。
是以，本文期盼，藉由本研究對於我國非銀行支付監理法制之重塑芻議，得
以拋磚引玉，開啟我國對於非銀行支付監理更為全面之討論與思辯，以促進我國
非銀行支付產業與普惠金融之健全發展。

807

楊東，金融科技的監管挑戰與維度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 5 期，頁 74~75。

808

臧正運，論密碼資產的興起與金融監理機關之職能變革，月旦法學雜誌，第 301 期，頁 82~85，
2020 年 6 月；臧正運，金融科技法制與監理變革的形塑力量與關鍵趨勢，萬國法律，第 236
期，頁 7，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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