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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5 年政府推動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以來，以金融科技提供支付、證券、保險

等應用之同時，區塊鏈較為一般人所陌生，然而在金融業之應用，這是 Fintech 中重要

的一環。區塊鏈之分散式帳本、開放性、去中心化、加密技術、智能合約等高效率特性，

於金融服務之應用，能提升銀行業務之效率及安全性。區塊鏈技術或將改變我們周遭之

事物，任何物品均可藉由該技術而“可程式化”(Programmable)。而區塊鏈即服務(BaaS)

也勢必讓更多企業加入區塊鏈之應用。本研究即現今銀行業探討的，運用區塊鏈之特性，

設計金融商品服務，結合大數據之應用，找出銀行利基與核心顧客價值。 

 

關鍵詞：區塊鏈、區塊鏈即服務、大數據分析、供應鏈金融、客戶價值分析。 

 

 



                                 

 

壹、 導論 

   自 2015 年政府定義為發展金融科技(Fintech)元年後，政府白皮書規劃 2020 年

為期，提出「創新數位科技，打造 智慧金融」之願景。規劃從應用面、管理面、資

源面、基礎面提升電子金融發展目標，從電子支付使用比率五年內倍增、鼓勵虛擬

卡片卡號代碼化技術之運用、證券保險雲端服務、虛實整合金融機構服務、銀行資

料大數據運用、推廣區塊鏈技術等多面向發展。 

在以金融科技數位化服務提供支付、證券、保險、銀行方面業務的應用同時，

區塊鏈為較一般人所陌生，甚至視為等同比特幣(bitcoin)之代名詞。然而隨著許多虛

擬貨幣或 ICO(Initial Coin Offering)被若干國家禁止或呈現泡沫化之際，區塊鏈之技

術終為許多人所探討了解。區塊鏈一詞，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的報告中，即有論述，其不僅止於虛擬貨幣，該技術或將可改變我們周遭所可

能接觸之任何事物，任何物品均可藉由技術而“可程式化”(Programmable)。 

區塊鏈之分散式帳本、開放性、去中心化、加密技術、智能合約、清算的高效

率特性，於金融服務之應用，能提升銀行業務之效率及安全性(Mainelli & Smith, 

2015)。目前各大銀行主要之獲利來源以對於企業用戶之放貸，以賺取放款及存款間

的價差，以往銀行以服務大型企業客戶融資為主，導致授信放款太過集中，銀行經

營風險較高。而對中小企業的融資，較考量固定資產抵押品較少、財務報表不佳、

非系統風險較高、無法證明其信用狀況，而無法對中小企業提供較佳的融資條件。 

以供應鏈金融概念串聯產業供應鏈的核心企業從上游至下游之提供融資金融

服務為例，以產業鏈為一客戶個體，分散企業放貸之風險，從中也扶植具潛質之規

模較小之中小企業。結合區塊鏈分散式帳本的特色，可將供應鏈間的財務狀況透明

化，以減少企業放貸之風險，並增加放款效率。對供應鏈上下游企業提供員工個人

金融如財富管理、信用卡等綜合性服務及產品，進而擴大銀行客戶客群。將金融服

務範圍建立從企業金融延展用到個人消費性金融的業務運用，帶來更多經營模式。 

本研究採兩家均為國內成立已百年之官股轉民營銀行及公營行庫，以異中求同

方式來探討。本研究即現今銀行業探討的，在繼導入大數據分析後，針對區塊鏈於

金融服務之探討，設計金融商品服務與機制，進而建立客戶動態價值體系，以便為

客戶生命週期規劃相關金融商品與行銷方式之應用，找出銀行利基與核心顧客價值

(value of the customers)。 

 

 

 



                                 

 

貳、 銀行金融科技服務現況 

目前國內行庫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數位金融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及供給在這股

浪潮中紛紛孕育而生，許多以往須在銀行臨櫃辦理之業務，逐漸可由電子化設備及

虛擬環境中完成，大大改變原有的金融交易行為與模式。 

金管會為協助銀行業因應數位化發展之商機並推展相關業務，同時提供民眾便

利之數位化服務，於 2015 年推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計畫，金管會開放銀

行推出 Bank3.0（金融科技升級）開放線上申辦業務 12 項服務(表 2-1)，准許線上申

請。 

表 2-1 金融科技升級線上申辦業務 (金管會 2015) 

項目/交易對象 

(既有存款戶、客戶) 

金融業務 

 

存款 1.結清銷戶 

2.約定轉入帳號 

3.受理客戶傳真指示扣款無須再取得指示正本 

授信 無涉保證人之 

1.個人信貸 

2.房貸、車貸於原抵押權擔保範圍內增貸(含同意銀行查

詢聯徵資料) 

信用卡 申請信用卡 

1.長期使用循環信用持卡人申請轉換分期付款或小額信

貸 

2.同意信用卡分期付款 

財富管理 1.信託開戶  

2.KYC 

3.風險承受度測驗 

4.同意推介或終止推介 

共同行銷 同意共同行銷 

在銀行核心業務層面，如放款、線上開戶、核貸等，提倡線上運作流程。以信

用核貸部分，小額信貸原有流程申請是客戶至銀行臨櫃申請，經過徵授信約 3~7 天

審查，銀行再通知客戶再次到銀行對保、撥款。現在透過線上聯徵調閱及大數據模

型運算，符合條件的顧客即可獲得客製化貸款方案，客戶可透過網路、手機、分行、

電話客服等通路線上填寫基本資料即申請小額信貸，利用資訊系統進行比對資料及

設置信用評分後，即可核貸，將對保時間從 30 分鐘縮短為 10 分鐘內。而開辦數位

存款帳戶方面，客戶使用網路以晶片金融卡、雙證件認證機制即可辦理開戶，提供

可免到銀行排隊開戶的方式。 

再以電子支付(Electronic Payment)為例，今日電子支付普遍利用手機以近距通

訊 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方式、QR code、條碼等方式做行動電子支付的



                                 

 

應用。依據不同的支付媒介可分，銷售點終端交易、電話支付、網上支付、行動支

付等。在今日政府大力推展金融科技電子支付下，金融業無不卯足全力推動電子支

付相關業務與計畫，各家銀行紛與 Taiwan Pay, Google Pay, LINE Pay 及 Apple Pay

等做跨業結盟，這一結果也對既有金融相關產業間產生競合關係。在創新金融科技

帶動下，銀行將會成為生活消費與創新商業模式的串接橋樑(施宏憲，2017)。 

然在日益白熱化的金融服務競爭中，所謂計畫趕不上變化，金融業目前瀰漫著

一股求新求變的氛圍中，而區塊鏈之衝擊，早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2015)的報告中，已有論述。其分散式帳本、開放性、去中心化、加密技術、

智能合約、清算的高效率特性，於金融服務之應用，更能提升銀行業務之效率及安

全性。而其因帳本登錄特性，又可融入大數據分析，因此下一波金融科技之轉型升

級將是以區塊鏈為基礎之變革。 

 

參、 文獻探討 

一、 電子商務與電子支付 

早在 Lisanti(1995)與 Robins(1994)的研究即指出，未來無店舖零售最大的成長

來自於互動電子媒體包括電視、網際網路等，而在今日利用網路進行購物和交易者

即所謂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Kalakota 和 Whinston(1997)認為，廣義的

電子商務是一種現代化的經營模式，藉由電腦網路將購買與銷售、產品與服務等商

業活動結合，如此一來可以滿足組織與消費者的需要，進而改善產品、服務內容與

增加傳送速度服務的品質，並達到降低成本的要求。  

電子支付（Electronic Payment）一般而言是指非使用現金支付購買商品或服務，

而是藉由電子資訊處理之方式進行(Meiklejohn et al., 2013)。通常是利用信用卡、金

融卡、現金儲值卡等支付工具進行支付，亦可能是電子匯款業（包括銀行以及電子

匯款支付業者）藉由電子貨幣、網路、行動話等方式進支付者 (劉柏立&李儀坤，

2012)。目前最主要的電子支付是電子資金轉帳(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 EFT)系統

(Staykova & Damsgaard 2015)。EFT 是銀行與客戶進行數據通訊的一種電子資金轉

換系統，傳輸與交易有關之電子資金和相關資料，為客戶提供支付服務。在今日電

子支付一般是指利用手機以近距通訊 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方式，或以

QR code、條碼等方式做行動電子支付的應用。依據不同的支付媒介可分，銷售點

終端交易、電話支付、網上支付、行動支付等。 

二、 區塊鏈 

區塊鏈(Blockchain)為一種密碼學、數學及演算法及經濟模型所組成，是一個去

中心化的分散式資料庫。區塊鏈(Blockchain)因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創立之比特

幣(Bit Coin)而聞名，而其始端的也是比特幣之創世區塊鏈。根據中本聰「比特幣區



                                 

 

塊鏈」之基礎協議對區塊鏈之定義，以時間戳(Timestamp)，多方記帳、同一公證，

以每十分鐘確認一次形成紀錄，而每十分鐘紀錄帳本為「區塊」，然後每個合法的

區塊連成一個個鏈條，形成分散式、大家一致同意的帳本資料庫，這就是「區塊鏈」。

中本聰版本的第一版「比特幣區塊鏈」的基礎協議非常簡單，即通過蓋時間戳記，

各方一同記帳、一同公證，每十分鐘確認一次，形成記錄全網這十分鐘所有正確的

一個帳本資料庫「區塊」，然後每個合法的區塊連成一個個鏈條，形成分散式的、

大家一致同意的帳本資料庫，這就是「區塊鏈」 (圖 3-1) 。 

 

圖 3-1 區塊鏈連結機制 

區塊鏈有去中心化、可信之分散式帳本、共識演算法、不易竄改、難造假之特

點(Antonopoulos, 2014)。而區塊鏈建立在協商一致的規範和協定之上，無須第三方

介入或協助，可提供安全、不變的、透明化、有效紀錄交易及數據交換模式，以其

共享之特性，可在網路環境下，公開所有資訊，與企業、科技間等做資源共享，若

是私密資訊，則透過公開金鑰和私密金鑰加密，可對彼此對資訊進行解密，展現極

高資訊透明度(Grinberg, 2011)。如同一本電子式的記帳本，每筆交易皆能被紀錄及

共享。茲依據 Melanie Swan (2015)以及鄒均等(鄒均等，2016)之區塊鏈 3.0 架構為

例(如圖 3-2)，簡述區塊鏈運作之核心技術： 
 

 

圖 3-2 區塊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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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塊鏈的鏈結： 區塊鏈由一個個區塊組成的鏈，每區塊頭和區塊體(含交易

資料)兩個部分。區塊頭含區塊的雜湊(Hash)值和用於計算挖礦的亂數

(nonce)。 

2. 共識機制：目前有四類，POW 工作證明，類似比特幣的挖礦機制，導入分散

式節點的計算力競爭來保證數據一致性、共識與安全性。POS 權益證明，採

用權益證明來替代工作量證明。系統根據幣齡（節點佔有貨幣的數量與佔有

時間之乘積）計算權益，最高權益而非最高算力的節點將獲得「記賬權」。

其他分散式一致性演算法如 PART、PBFT。 

3. 解鎖腳本：在區塊鏈上自動驗證、自動執行合約的技術。 

區塊鏈之分散式帳本、開放性、去中心化、加密技術、智能合約(Kosba et al., 

2016)、清算的高效率特性，於金融服務之應用，能提升銀行業務之效率及安全性

(Liebenau & Elaluf-Calderwood, 2016)。區塊鏈之技術或將可改變我們周遭所可能接

觸之任何事物，任何物品均可藉由該技術而“可程式化”(Programmable)。並可萃取出

資料作大據分析，而本研究，即在於區塊鏈於金融服務之應用與顧客之探索。 

 

三、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行為主要研究與分析消費者決策過程行為之理論基礎架構，消費者行為

有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觀點加以定義並提出相關的理論， Engel et.al. (1995)認為消費

者在取得、消費與處置產品或服務時，所涉及的各項活動，並且包括在這些行動前

後所發生的決策行為。Kotler(1997)認為消費者行為是:  「探討在滿足其需求及欲

望時，個人、群體與組織如何選擇、購買、使用及處置商品、服務、理念或經驗。」

Schiffman (2000)認為，消費行為旨在研究消費者為滿足需求，如何搜尋、購買、使

用、評估和處理產品與服務的過程行為。 

 

四、滿意度與忠誠度 

Oliver(1997)將滿意度定義為當情感所圍繞之期望失驗與顧客體驗中之重要感

覺結合後，所產生的綜合性心理狀態。Cho et al. (2004)認為顧客滿意度係顧客在消

費過後將實際經驗與先前期望進行差異比較，所做出的回應，也是顧客在購買後，

評估他購買前預期與購買後產品實際績效表現所產生差距時的一種反應。因此得知，

顧客滿意度乃顧客在產生購買行為後，對原先經驗與期望，進行商品與服務過程的

前後比較，如果滿足顧客則獲得顧客滿意。顧客滿意度若提高的，會使顧客忠誠度

上升。 

Oliver (1997)同時也認為忠誠度為受到環境及行銷方法的影響，可能引發潛在

的轉換行為，顧客對產品或服務會再次購買。另外，Oliver (1999)依據信念、態度、

意圖模式，將忠誠度區分為四個階段，包括認知忠誠、情感忠誠、行為意圖忠誠、

與行動忠誠。Chaudhuri & Holbrook (2001)忠誠度包含情感忠誠及行為忠誠，情感忠

誠為消費者在心理上對品牌認同之程度，忠誠為消費者在行為上再度購買相同品牌

之意願。綜上得知，顧客忠誠度概義來說所謂顧客忠誠是指顧客對某特定的產品或



                                 

 

服務的未來購買意願，而顧客的忠誠度有二種，一種是真正的長期的忠誠，另一種

是短期忠誠。 

從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間的關係來看，增加顧客整體滿意度會使顧客的

再次購買意願提高(Parasuraman et al. 1996)。具有高度滿意的顧客，可創造對顧客對

品牌的忠誠度達到情感聯繫。也就是說，提高顧客滿意度，將使企業能獲得較高的

顧客忠誠度(Kotler, 1997)。因此，在各項價格競爭之利差逐漸縮小下，提供具競爭

力的金融服務以增加顧客滿意度及建立忠誠度，實為企業永續經營並居業界領導之

勝出關鍵及優勢(Muller，1991; Kolter，1994)。 

 

五、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tics) 又稱巨量資料分析，一詞由 IBM 於 1990 年代

中期所提出的，大數據字面上意思指龐大的資料量，大到系統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

進行運算及處理。2001 年由 META Group (後改名為 Gartner Group)給了明確定義而

聲名大噪。Gartner 公司在 2012 年新增了新的定義，大數據是由大數據的價值有可

處理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多樣性(Variety) ，後來又陸續增加了真實性

(veracity)與顧客價值(value of the customers)等大數據的 5V 特性。 

目前大數據分析最特點的為非結構資料處理，在大數據中有著特別的訊息，像

相關聯性 (Unknown Correlation)、未顯露的模式 (Hidden Patterns)以及市場趨勢

(Market Trend)，都可能潛藏著有目前未發現及應用或知識等著去挖掘。目前最普及

的是利用 Hadoop 雲端計算架構，並利用分散式文件系統 HDFS(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的優點，降低了儲存成本。而利用 MapReduce 方法，解決資料加工處理

需求。另外 Hive (SQL-style)/Hbase(Hadoop database)來做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應

用與維護。Hive(類 SQL)是以 Hadoop 為基礎的一個資料倉儲工具，可以將結構化

的資料對映為一張資料庫/表，Hive 的類 SQL 查詢語言，稱為 HQL，亦可用簡單的

SQL 來查詢數據資料。這語言也可讓 MapReduce 的開發者開發自定義 Mapper 和

Reducer 來處理內建的 Mapper 和 Reducer 無法完成的複雜的分析。Hive 可以用來

進行資料擷取、轉換、加載(Extract-Transform-Load, ETL)或擷取、加載、轉換(Extract 

-Load-Transform, ELT)，這是一種可以存儲、查詢和分析存儲在 Hadoop 中的大規模

數據資料之機制。目前許多公司導入大數據分析，將資料從來源(或資料倉儲)端經

過擷取(extract)、轉換(transform)而後載入(load)至分析平臺，以多面向來探索消費行

為脈絡，消費需求層次等，在商業應用裡探索、分析與預測顧客價值最為重要。 

 

 

 



                                 

 

肆、 問題分析與流程 

一、區塊鏈之演進與應用 

本研究以區塊鏈之特性用於金融機構資料儲存上，在區塊鏈上分散式資料庫的

內容可用於金融大數據分析，以找出價值顧客。區塊鏈從早期為人所熟知之比特幣

應用，歷經逐漸多方之投入與探討其潛在應用價值，至今已演化至區塊鏈 4.0 之應

用(圖 4-1)。區塊鏈發展之歷程及應用茲分述如下： 

1. 區塊鏈 1.0：以區塊鏈特性建立比特幣(Bit Coin)等具加密性的數位貨幣或支付

體系。 

2. 區塊鏈 2.0：安全加密並運用於金融領域之外的交易與註冊。如股、債、產權

的登記與轉讓，以及貨幣買賣、或其他金融交易之執行與紀錄。衍生兩種功

能，一為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等，意指執行合約條款之電腦程式。二為智

慧資產，以區塊鏈基礎為基礎產生之交易。 

3. 區塊鏈 3.0：運用區塊鏈去中心化等特性，擴大其應用於各種領域，不僅於貨

幣或金融領域，如身分認證、股票登記、共乘、物流、醫療、租賃、簽證、

投票或網域名稱使用。 

4. 區塊鏈 4.0：雲端服務為代表的區塊鏈作業系統、以超越貨幣及金融產品應

用，維持市場效率與運作。透過獎勵回饋與智慧合約等功能，提供全新的全

球化協同社區。 

 

 

圖 4-1 區塊鏈演進 

 

二、區塊鏈於金融服務之潛在應用 

區塊鏈具有去中心化、開放性、不可竄改等特性，其中於金融領域之應用，可

由區塊鏈之去中心化性質，用於虛擬貨幣、證券的發行，繞過中央結算機構，用於

跨境第三方支付與金融市場清算。而區塊鏈公開機制，將用於借貸信息的透明性，

另外可將專利訊息紀錄於區塊鏈之中，不可竄改之特性，可最大程度的保護專利權。

未來於金融之應用潛力無窮(表 4-1)。 

 

區塊鏈 1.0 區塊鏈 2.0 區塊鏈 3.0 區塊鏈 4.0

虛擬貨幣應
用

智能合約、
安全加密

其他領域之
應用，包括
政府、健康、
文化和藝術
等

區塊鏈作業
系統、超越
貨幣及金融
產品之全球
化協同社區
應用



                                 

 

表 4-1 金融服務中之區塊鏈 

 

 

 

 

 

在區塊鏈的架構中，以供應鏈金融應用來說，在分散式的資料庫的中可以記錄

客戶資料，以用於金融機構之存放款等記錄，供企業溯源及追蹤。而從上游至下游

商品從原料到達消費者過程，利用區塊鏈開放性之特色，所有皆能記錄在資料庫裡，

讓金融機構降低存放款時之風險，同時也能作業務之延伸，供拓展客群及維繫客戶

之運用，將客戶之輪廓、客戶習性、消費特徵、網路蹤跡等數據分析，在企業金融、

個人金融、財富管理等作為交叉行銷之使用。 

三、區塊鏈於企業戶與一般客戶之應用 

金融體系對客戶行銷的業務範圍，以企業用戶及個人用戶做為區別(表 4-2)，分

別延伸不同之業務型態，對以客戶交叉行銷，金融機構除了賺取存放款中間之利息

差外，還有執行業務之手續費收入，最後以對客戶收入及成本核算後，得客戶或群

組內某期間內為企業帶來之利潤，稱整體貢獻度分析，金融體系可以貢獻度高低判

斷客戶終身價值。目前銀金融機構之收益來源大多以利息淨收益居多，當行銷金融

產品時，以搭配存款、放款、個人金融等交叉銷售的效益，以發揮金融企業最大效

益。 

表 4-2 金融機構客戶類型及業務範圍 

 

 

消費者 B2B 

(供應鏈金融) 

資本市場交易 跨行合作 

數位身分 

支付 

抵押 

數位錢包 

交易所 

付款與轉帳 

聯徵 

融貸 

支付 

保險 

信託 

契約 

聯徵 

放款 

結算 

證券與金融 

債券銷售 

衍生品 

資產所有權 

數位電子收據 

貿易金融 

金融專利應用 



                                 

 

區塊鏈的去中心化、開放性模式漸漸改變金融機構間之清算與金融專利應用之

構想(圖 4-2)，區塊鏈之區塊資料裡可記錄每筆交易紀錄，形同具公開性電子式的帳

本資料庫。而這可記錄目前金融機構每天百萬筆以上的交易，依據企業戶與客戶之

不同屬性與行銷不同金融產品之區別，分為以分散式資料庫紀錄企業與客戶。 

 

圖 4-2 區塊鏈與銀行跨行匯款 

企業戶之區塊鏈之區塊內容可以記錄以下資料(圖 4-3)，以企業戶及客人戶之

區別，以下兩種不同分散式資料庫內所需不同參數。企業戶顧客價值以重視其企業

規模、員工數、獲利狀況、其所在產業規模、信用評等及外匯交易情況，用以評估

企業的潛力與狀況，是否達到評估企業放貸之標準、存款餘額、理財手續費收入等，

整體評估具價值之企業戶。另外，在區塊鏈分散式資料庫客戶群，主要從客戶基本

資料、往來銀行通路、理財偏好、消費習慣、電子支付及消費行為等，分類其所屬

消費型態，再加上其社群蹤跡並進以分析及行銷。從客戶累積之貢獻度，評估具有

價值之客戶。 

 

圖 4-3 區塊鏈分散式資料庫(企業/客戶) 

 

使用者A 使用者B

X銀行

1. 委託匯款

Y銀行

A帳戶 B帳戶

2.轉出款
項或提
現

5.匯款至
B帳戶

區塊鏈
3. 寫入"從X銀行的A帳戶匯款至Y

銀行的B帳戶"的匯款資訊

4.由財金公司辦理帳務清算及通知匯
入行解款。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國內匯兌系統

清算銀行

客戶基本資料

消費

通路

網路蹤跡

貢獻度

年度消費額

Blockchain 分散式資料庫(客戶)

理財

區塊編號 難度挖礦隨機數

時間戳
區塊頭

HASH/SHA-256值

區塊內容
(交易內
容/資訊)

其他

信評

區塊編號

存款餘額

企金信評

收付款方式 供應商所在地

獲利狀況主要銀行

Blockchain 分散式資料庫(企業)

HASH/SHA-256值

難度挖礦隨機數

時間戳

營業項目

應收應付
帳款金額

其他



                                 

 

透過區塊鏈儲存之資料，金融機構結合大數據分析，以多面向探索評估顧客價

值過程，由最初之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之轉換匯入，將顧客資料分群分類，從不

同構面剖析出相關性，從而評定與預測既有與潛在客源，對於推廣電子支付、新種

金融產品等，可進一步做精準行銷，從陌生的潛在顧客逐步提升至公司永久忠誠客

戶(圖 4-4)。 

 

圖 4-4 區塊鏈結合大據分析 

隨著現在人使用網路及社群的比例越來越高，社群軌跡也是重要金融大數據之

料來源之一。由社群軌跡以及所連動產生之資料，規劃以社群資料和既有的客戶檔

相互連結對應。在社群網路上通常都是匿名非真實人名，在社群網路上的數位行蹤，

從發言、交友及喜好等行為，社群行為反映其真實喜好與網路的行為模式。從線上

社群活動中的資料和線下實體真實活動的資料相互連結比對(O2O)，輔以客戶習性、

通路偏好、消費月份、消費頻率，從分群到關聯式分析，分析客戶行為，定價潛在

與目前顧客價值，與相關行銷規劃分析連結。由區塊鏈資料庫到社群軌跡資料應用，

皆為分析客群重要來源之一。初步推估之消費能力與意願之顧客動態價值分佈如圖

4-5，公司希望藉由往後 IT 技術之升級則不管在推廣金融業務，或大數據分析(如最

基本之 K-means 分析)上都能更提升公司 Fintech 業務。 

交易資料

顧客參數

顧客基本資料
˙年齡
˙職業
˙收入
˙地址
˙其他

網路蹤跡
˙社群
˙手機
˙分行等

消費行為/習性
˙消費月份
˙通路偏好
˙消費分佈
˙財務管理
˙通路偏好
˙消費頻率等

行銷方案

客群篩選

效果預測

方案審核

電子支付之推廣

區塊鏈資料/
金融大數據分析

價值模型

價值評分



                                 

 

 

圖 4-5 顧客動態價值分佈 

 

伍、 結論 

因為區塊鏈去中心化之特性，加上交易、結算和清算的高效率，在金融體系間

引起一陣旋風，這更是 Fintech 中重要的一環。各大金融機構無不正視這個問題，

如全球最大的金融區塊鏈聯盟 R3，中國信託便是臺灣第一家進入國際聯盟的銀行，

其他家銀行也紛紛在評估中。在討論中央金融機構可能因此而遭到弱化的同時，各

家銀行應該好好用運用區塊鏈之特性，結合金融大數據之應用，簡化既有銀行流程，

高效率的分析出價值客戶，銀行也應該藉此提升金融服務並同時改善服務流程，以

既有資源為顧客也為銀行發揮最大效益。以下整理一些結論： 

1. 區塊鏈資料庫到社群軌跡所儲存資料應用，皆為分析客群重要來源之一。大數據分

析意味數據量要夠大，更多面向數據的分析可增加預測的準確性。這也就是現在台

灣越來越多銀行將自己銀行數據的 API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分享出來，無不就是更多數據的分析，有助於分析結果之準確性。 

2. 這幾年，台灣網路銀行、行動銀行的使用量逐年攀高，到分行排隊人數漸漸減少，

足以見得金融數位化漸漸改變民眾生活，而區塊鏈的架構中，可以用於供應鏈金融

應用、虛擬貨幣及證券的發行、金融專利等。而目前隨著區塊鏈之實務化，區塊鏈

即服務(Blockchain as a Service, BaaS)紛紛由資訊大廠推出，如微軟，勢必讓更多企

業加入區塊鏈之應用。在金融模式的創新中，區塊鏈、金融大數據之融合、將越能

開拓潛在客群，發掘價值客戶，找出銀行市場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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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5, the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With financial technologies, that can provide payment, securities, insurance and other banking 

applications. Among the financial technologies, the blockchain is a stranger to the general 

public, but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i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nte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such as distributed ledger, open and decentralized pattern, encryption technology, 

and smart contract that may change everything around us, because every item can be 

“programmed” by the blockchain technology.  The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BaaS) will also 

allow more companies to join the applications of blockchain.  This study, which is also 

discussed in today's banking industry, that 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ckchain to designs 

financial commodity services, and combin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alytics to find out the 

market niche and core customer value. 

 

Keywords: blockchain,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big data analytics, supply chain finance, 

customer valu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