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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近年來隨著科技發展，金融服務模式也逐漸產生變化，過去金融機

構獨占之服務如存放款、支付、募資、投資管理等等，逐漸得以利用行

動通訊、大數據分析、雲端科技等技術及創新之服務模式由非金融業者

取代。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各國政府針對金融業訂定了更多新的

法令加強風險控制，非金融業的科技公司因不受到相關金融法令限制，

反而得以專注在消費者需求，開拓創新的金融服務1。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簡稱「Fintech」）的出現使傳統商業模式及金融版圖為之改

變，藉由大數據分析、行動裝置普及、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革新提供消費

者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挑戰傳統的金融服務領域，將使金融業面臨巨

大的轉型挑戰，並以極快的速度改變全球金融圈樣貌，其中傳統的投資

管理領域，亦因科技發展趨向智慧化，原本客戶的理財需求，其服務流

程被重新拆解並自動化，透過先進的演算法來完成過去必須用人力提供

的顧問服務，透過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發展使投資建議及財富管理服務門

檻降低，隨著新的業者持續進入機器人投資顧問的市場，傳統銀行儲蓄

帳戶的功能將逐漸遭到取代2。上述金融科技的變革使金融服務逐漸強調

對消費者的便利性及服務內容，實體營業據點逐漸轉為支援的角色，金

融業人力市場將大受衝擊。 

Fintech 所及，各國金融機構無不力拼轉型，數位金融的浪濤同樣襲

向台灣。台灣的金融業屬於高度監管之行業，在面對全球金融服務模式

的快速轉變，因法令的僵固性使產業無法立即掌握最新的趨勢，而在

Fintech 的浪潮中金融業面臨的競爭已非來自傳統的金融同業，更多是來

自科技業、新創公司積極的開發金融科技跨入金融領域，使金融業面臨

                                                      
1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6/02/24/why-Fintech-flourish-in-america/，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2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_of_financial_services.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6/02/24/why-fintech-flourish-in-america/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_of_financial_servic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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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其他產業之競爭3。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於 2015 年初將「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作為重要施政方向4，積極促

成行動支付與第三方支付立法、推動線上開戶、電子下單、推廣線上投

資服務，籌備群眾募資平台，並打造證券期貨雲，研擬金融大數據共享

與後續督導機制，並且於 2015 年  09 月  16 日發布金管銀控字第 

10460003280 號函釋，放寬銀行及金控公司轉投資資訊服務業及金融科

技業，其中金融科技業的範圍即包含自動化理財投資顧問這一項目。 

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Robo-Advisor，或譯為自動化理財投資顧問）

之定義、服務範圍等內涵目前並無一較正式的參考依據，一般係指線上

財富管理服務，提供自動化、以財務演算為基礎之投資組合管理服務5。

截至2014年底，全球主要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的資產管理規模已達到190

億美元67，儼然成為投資顧問或財富管理產業中新興的金融創新類別。我

國目前除了前述金管會所發布之函釋外，尚未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之業

務訂有任何相關法令，惟隨著金融服務市場的演變以及 Fintech 發展之趨

勢，我國金融業者亦有必要多方跨足進行異業結合，促使金融服務能跟

                                                      
3
 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其實已經意識到科技對金融服務市場所造成之衝擊與巨大變革，

因此針對金融服務業之客戶提出一套「金融服務業之商業流程自動化」（Business Process 

Automation in Financial Services）套裝服務，並於服務說明書內，開宗明義揭明金融服務業正

面臨巨大且前所未有之變革，因當前消費者就服務提供之時間與地點，希望可以有更多滿足個

人需求之服務提供，故金融服務業現在所面臨的競爭，僅是「滑鼠的右鍵」而已。一語點破

Fintech 對金融產業所造成之新競爭型態。參見 Microsoft, Business Process Automation in 

Financial Services. 

除商業流程自動化之外，微軟另外提出「數位銀行」（Digital Bank）之服務，目的在於協助金

融業者「贏回」客戶之忠誠度，並於數位時代中依然存活，保有競爭力。

（ http://enterprise.microsoft.com/en-us/industries/banking-and-capital-markets/，最後瀏覽日：

2016.6.30）。換言之，微軟於 Fintech所扮演的角色，並非金融服務業之競爭者，而是金融服務

業之伙伴與服務之供應商。 
4
 金管會 2015/1/19「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 全面啟動」新聞稿：「為因應行動通訊、社群媒

體、大數據、雲端科技等資通訊技術之進步，金融服務勢必順應時代潮流、配合資訊發展，以

提升消費者便利性，因此推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計畫，將自 104 年全面啟動…」 
5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r/roboadvisor-roboadviser.asp?header_alt=false，最後瀏覽日：

2016.6.30。 
6
 Robo-Advisors Capitalizing on a growing opportunity，Deloitte，2015年出版，P1。 

7
 http://wealthmanagement.com/retirement-planning/total-aum-increases-11-leading-robo-advisors

（最後瀏覽日：2016.6.30），統計的 11家業者為：AssetBuilder、Betterment、Covestor、Financial 

Guard、FutureAdvisor、Jemstep、 MarketRiders、Personal Capital、RebalanceIRA、SigFig 及

Wealthfront。 

http://enterprise.microsoft.com/en-us/industries/banking-and-capital-markets/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r/roboadvisor-roboadviser.asp?header_alt=false
http://wealthmanagement.com/retirement-planning/total-aum-increases-11-leading-robo-advisors
http://wealthmanagement.com/retirement-planning/total-aum-increases-11-leading-robo-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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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時代的腳步。政府於 2015 年 9月成立金融科技辦公室8，積極研究國內

外金融科技發展現況，擘劃我國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服務願景及策略，因

此對於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研究及法規建置實符合目前我國金融產業政策

之走向。 

此外，近年來隨著股市榮景不再，散戶投資人逐漸減少，傳統以服

務散戶為主的投資顧問業者逐漸式微9，且我國投資顧問業者主要經營範

圍限於提供有價證券、證券相關商品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或投

資的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隨著國人將投資理財工具擴展到基金、期貨

或衍生性金融商品等投資工具，投資顧問業者的功能逐漸萎縮，發展新

的服務模式及業務種類成為目前投資顧問業者亟待解決的問題10。另一方

面，我國全權委託投資由於在收費以及投資門檻上有一定的要求及限制，

其鎖定的投資族群較集中在高淨值（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的投資

人，一般小額投資需求無法負擔這樣的服務成本，然而機器人投資顧問

由於不須實體的通路以及廣泛的配置理財專員，其得以較低廉的成本提

供具有一定品質的投資建議及管理服務，藉以開拓原本不會接觸全權委

託投資的消費族群（例如年輕族群或其他資力較低的族群）。機器人投資

顧問不僅可以幫助這些消費族群更加正確的配置其資產，也讓國內的投

資顧問業者或全權委託投資服務得以開發新的服務對象。 

在銀行方面，雖然目前銀行財富管理業務手續費收入占銀行營收相

當比例，在機器人投資顧問收費更為低廉的情況下，引進機器人投資顧

                                                      
8
 金管會 2015/9/24「金管會金融科技辦公室正式成立並揭牌運作」新聞稿：「金管會金融科技

辦公室正式成立並揭牌運作金管會為推動金融業運用科技創新服務，提升金融業效率及競爭力，

並促進金融科技產業發展，特設立金融科技辦公室。曾銘宗主委 24 日下午舉行金融科技辦公

室成立暨揭牌儀式，期許該辦公室積極研究國內外金融科技發展現況，擘劃我國推動金融科技

創新服務願景及策略，以促進我國整體金融科技應用發展…」 
9
 參考金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暨期貨市場重要指標統計資料及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商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本國自然人占集中交

易市場成交金額比例 
67.3% 61.7% 72.0% 68.0% 62.7% 62.0% 59.2% 58.8% 53.3% 

證券投資顧問家數 149 126 109 109 110 110 103 96 89 

 
10

 參考《我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業務範圍擴大之研究》，計畫主持人：郭土木教授、朱德芳副

教授及黃詩婷助理教授，民國 103年 8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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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恐有侵蝕銀行財富管理營收的疑慮。然而機器人投資顧問主要鎖定的

對象為年輕、資產較低的族群，並非銀行財富管理服務的目標客群，目

前銀行財富管理服務的對象多為中年以上且資力較高的族群，這些客戶

對於新科技的信賴度及接受度可能都不像年輕人一樣高，且透過理財專

員的貼身服務，「人」的因素對於部份投資人來說仍是建立信賴的必要條

件，這些是機器人投資顧問未必能取代傳統財富管理的部份。然而隨著

金融科技的發展及國人接受度提高，仍有可能對傳統的財富管理業務構

成一定威脅。但另一方面，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發展，仍有可能與既有的

財富管理業務互相搭配，或成為理財專員對客戶提供理財建議的有力工

具，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 

綜上所述，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進行相關監理措施及法制研究，並

比較各國現行之規範程度實有其必要性。若開放機器人投資顧問，則必

須就現行規範我國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以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法規及監

理措施加以檢視，確認主管機關應採取之監理措施並確認相關法令如何

配合市場發展做調整，蓋機器人投資顧問的重點在於服務過程人力介入

程度低、全程線上完成操作，與目前國內金融服務仍以實體營業據點為

中心不同，且投資建議提供的方式也異於目前傳統的模式，收費上也有

所不同，採取何種監督手段亦為本研究重點。  

本研究將針對有關國外對於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之實務發展、相關

法令與管理措施進行深入分析，並研究國內投信投顧業者在初期引入機

器人投資顧問服務時，所涉及之法令規範，以利業者日後發展機器人投

資顧問業務時，能注意所涉及的相關法令，並期能事先排除法律障礙並

預防相關法律適用爭議，使業者能依我國市場及法令遵循現況，參考並

調整國外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經驗，以擴大市場利基。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採取文獻分析法及比較法之研究方法，蒐集國內外有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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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投資顧問相關之報導、期刊、論文及研究報告，歸納分析並整理相

關文獻，以機器人投資顧問最發達之美國為主軸，並相繼討論英國、日

本、香港、新加坡等國家或地區之實務發展及規範，分析探討與我國之

差異性，包括蒐集上述各地之機器人投資顧問發展背景及現況、整理主

要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的運作模式、服務技術內容之實務情形，並整理

上述各地對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管理實務及法律架構，了解其受規範程度，

就相關議題為資料蒐集與研究，並歸納上開各國制度，綜合比較其優劣

點後，配合我國現行規定及實務運作情形，研擬主管機關在開放機器人

投資顧問時可能的監理方式。 

除了透過各國公開資訊取得相關研究資料外，亦透過中華民國證券

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投信投顧公會」）與各國當地之公

會組織洽詢相關研究議題，透過與當地公會窗口的書面聯繫，使本研究

能取得更即時且貼近事實的資訊。 

研究團隊除透過各國從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之網站了解其基本運

作及所提供服務之內容與特色外，我國之證券市場畢竟與國外存有差異，

為了解我國金融界實務運作情形，並對擬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之業者採

實地訪談以了解業者之願景，作為本研究分析之基礎。 

第三節  研究限制 

由於機器人投資顧問對各國而言均屬新穎的領域，尤其亞洲地區發

展未臻成熟，無論是實務發展及法規監理，均呈現日新月異，變動迅速

之情況，此亦為 Fintech 及人工智能發展之特色，實務發展永遠領先於法

規範之前，故本研究受限於撰寫時之時空背景，所參考之資料未必能反

映各國業者之最新發展及規範面貌。又各國之證券市場之規模及發展亦

有不同，證券相關商品的種類、深度及廣度不一，進而可能影響機器人

投資顧問之發展，本研究無法一一悉述其背景及差異，並與我國市場及

規範一一比較，本研究所為之結論及歸納建議乃以宏觀之觀點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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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議內容仍可能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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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機器人投資顧問概述 

第一節  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發展趨勢 

傳統之證券投資顧問，是以寄送、傳真或電子郵件提供給特定者投

資分析報告及投資建議，或對不特定人以報章、電視媒體、網路，提供

證券投資價值的判斷及投資建議。全權委託投資證券之代客操作服務，

則是由具有投資經驗的投顧經理人，針對客戶需求對談，量身訂做而提

供一對一的服務。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從業人員，均受一定程度之監理

及規範，以確保服務的專業品質及證券市場的秩序。相對於人工投顧，

拜網路及科技發展之賜，漸漸發展運用科技工具分析股市資訊，初期僅

作為資訊整理，提供投資經理人判斷之參考及投資人的選股輔助工具，

但隨著網路普及，大數據及機器學習的人工智能陸續開展，人們開發出

更高級複雜的機器人系統，也更仰賴網路之便利及電腦之分析。早期 IBM

的「深藍」戰勝人類西洋棋大師，Google 的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 於 2016

年 3月 15日戰勝韓國圍棋九段高手李世乭，震驚全球，縱使證券金融領

域複雜高深，經緯萬端，是否能開發出戰勝人類投資經理人的機器人，

似乎不再遙不可及。人們雖然擔憂電腦戰勝人腦恐帶來浩劫，但一股勢

不可擋的 Fintech 浪潮已引發人們興趣，而對金融圈展開破壞式創新，機

器人投顧之發展為 Fintech 一環，如同其他金融服務業，傳統之證券投資

顧問所提供人的服務，也在數位環境下，面臨是否被機器人理財取代或

瓜分市場之挑戰！在此風起雲湧中，邇來機器人投顧日益受到各國重視，

新創事業、創投、金融業相繼投入開發機器人投顧，故機器人投資顧問

無論在業者產品開發或市場規模成長方面，均以日新月異之速度攻城掠

地，展現出新風貌。各國政府針對此快速成長的領域亦開始關注而研擬

相關規範。 

機器人投資顧問在資本市場及科技均發達之美國發展最早，日趨成

熟，全球機器人理財資產管理規模仍以美國遙遙領先，且市場接受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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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高，可望以倍數成長。機器人投顧提供自動化、以演算法為基礎的

投資組合管理服務，依據使用者所回覆之風險資訊及個人資料，提供投

資建議、投資組合管理、獲利再投資等自動化投資服務，並向使用者收

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機器人投資顧問所提供的投資建議，多是依據事先

已設定好的投資種類及風險篩選標準，在此範圍內依個別投資人所提供

之個人化投資條件，篩選投資組合，其投資建議除了一般性的資產配置

建議，亦包含了對具體特定之投資標的為推介。可知機器人投顧之發展

背景，亦需有足夠多元之證券商品、公開透明的資訊、便利的網路服務

及投資人使用習慣，才足以交由機器人進行篩選組合，故就發展歷史上，

呈現美國領先，歐洲次之，亞洲於近二年始行發展之情形。 

機器人投顧相對於傳統投顧，發展上仍有侷限之處。機器人投顧可

提供投資組合之標的，得包括各種不同之證券、期貨、基金或其衍生性

的商品，但對於投資標的具有複雜、易被人為操縱、高變動性或資訊無

法透明的標的，仍不易發展為機器人投顧之資產組合內容。觀察目前實

務所發展的機器人投資顧問，尤其是美國，其主要的投資標的多為指數

型基金（ETF，Exchange Traded Funds），按指數型基金之類型及數量發

展堪稱豐富成熟，且因指數型基金係將其報酬與特定證券指數連動，指

數變動的損益直接反映在憑證價值的漲跌中，經由購買 ETF 便可獲得與

指數變動損益相當之報酬率11，充分分散非系統性風險，投資人不須親自

挑選個股來分散風險，得以較低的成本達到分散非系統性風險的效果，

此種被動式管理的特色十分符合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特性，透過電腦篩選

不同風險特性的 ETF，以較低的成本組合出符合各別投資人風險偏好之

投資組合。鑒於不同市場之投資人喜好及環境不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機器人資訊採集及分析的能力不斷增強中，除 ETF 外，針對個股及其他

金融商品分析的機器人投顧如何發展，後勢有待觀察。此外，隨著機器

人投顧之開發，可能對證券市場產生相當影響力，如何杜絕操縱市場、

                                                      
11

 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介紹：http://www.twse.com.tw/ETF/introduce.php，最後瀏覽日：

2016.6.30。 

http://www.twse.com.tw/ETF/introduc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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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同交易的可能性，也是未來主管機關應注意的問題。 

 第二節  機器人投資顧問之分類 

一、機器人投顧之定義與主要特徵 

機器人投資顧問目前尚無統一之定義，依據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ESAs）於 2015年 12月 4日發布的「Joint Committee Discussion 

Paper」，將「自動化財務建議」（automation in financial advice）12定義為：

「消費者使用自動化工具（一般為網頁）以接收財務建議（例如推介買

進或賣出特定財務商品），全無（或極少）人力之參與介入（human 

intervention）」13。是以，ESAs 認為自動化財務建議工具（即機器人投

顧，基於行文方便與用語之統一，以下均以「機器人投顧」稱之）應有

下列三大主要特徵14： 

1. 消費者可自行使用機器人投顧，全然無須他人之參與或僅需有限之參

與 

傳統投資顧問之服務提供與契約履行，需要自然人從旁協助或代為

執行，但消費者若使用機器人投顧，則（全然）無須他人之參與及介入，

自然人於投資顧問所扮演之角色與功能，幾乎可完全被電腦之自動化流

程所取代，故自動化財務建議工具又被稱為機器人投顧，其名稱即係用

以表彰消費者於使用自動化財務建議工具時，就像與機器人進行互動一

樣（無需他自然人之參與），從而自動化財務建議工具（機器人投顧）並

無自然人所特有之情緒反應，亦無自然人可能之偏見。然而，消費者於

系統操作過程中，如發生疑問，因欠缺自然人從旁協助與當面互動，當

                                                      
12

 Joint Committee Discussion Paper on automation in financial advice JC 2015 080，2015 年 12月

4 日，

https://www.eba.europa.eu/documents/10180/1299866/JC+2015+080+Discussion+Paper+on+automa

tion+in+financial+advice.pdf.，第 4頁，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3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consumers can use automated tools (typically websites) to receive 

financial advice (for example a recommendation to buy or sell financial products), without (or with 

very limited) human intervention.” id. 
14

 參見前揭註 12 報告，第 12 頁至第 15頁。 

https://www.eba.europa.eu/documents/10180/1299866/JC+2015+080+Discussion+Paper+on+automation+in+financial+advice.pdf
https://www.eba.europa.eu/documents/10180/1299866/JC+2015+080+Discussion+Paper+on+automation+in+financial+advi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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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問題恐怕亦難以獲得即時澄清。 

2. 演算法（algorithm）可依據投資人所輸入資訊而運算結果 

建置機器人投顧所需之技術背景是演算法（algorithm），而演算法乃

是「解決一個問題的流程，這個流程必須定義得很明確，而且可能需要

一些輸入並且會產生一些輸出。就像摺紙教學一樣，演算法提供我們解

決一個問題的每一項步驟15。」是以，演算法之運作，必須先輸入一定資

訊，於機器人投顧之利用，此一資訊則係由投資人藉由回答系統所預設

問題清單之方式而將資訊輸入。投資人輸入系統所需之資訊後，演算法

及其運作之邏輯便決定了何種投資建議及金融產品應提供予該投資人。 

3. 機器人投顧系統之產出為一定財務建議（financial advice） 

機器人投顧經由演算法之運算後，系統最終產出即係提供投資人一

定之財務建議。財務建議之內容繫於（系統所要求）投資人提供之資訊，

以及系統本身所蒐集之金融產品。機器人投顧系統如未蒐集某特定之金

融產品（例如個股），當然不可能提供投資人買賣個股之投資建議。換言

之，系統本身有其預設與限制。 

從上述機器人投顧之特徵可知，自然人於傳統投資顧問業務中所扮

演之角色與定位，幾乎可以完全被電子設備（包括個人電腦、平板電腦、

智慧型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搭配應用程式所取代（不論是後述之「諮

詢建議型」或「資產管理型」）。以我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全權委託

代客操作之流程為例，傳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辦理全權委託代客操作之

四大流程為：投資分析、投資決定、交易執行與交易檢討16，惟投資人若

使用機器人投顧，僅需輸入個人資料，系統內建之演算法即可自行根據

投資人輸入之資訊而進行運算，進行投資分析，並就系統所提供之金融

產品組合提出投資建議，如經投資人授權，可作成投資決定，機器人投

                                                      
15

 本研究報告對於演算法之定義，係引自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戴顯權教授所著，「演算法」一

書，滄海出版，二版，第 2頁，民國 100年 4月。 
16

 參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 28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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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系統甚至可直接進行線上下單、線上交易，並同時以電子方式儲存投

資分析報告、投資決定書、交易執行記錄，並於交易完成後作成檢討報

告，一氣呵成。 

二、機器人投顧之分類 

機器人投顧依劃分標準，可分成不同之類型。如以機器人投顧所提

供服務的對象（即使用者）進行區分，雖有少數科技業者開發完成的自

動化理財程式，係提供給傳統證券投資顧問的投資經理人，作為輔助的

工具，協助業者提供給理財或全權委託客戶更精準的服務，美國金融監

管局（FINRA）稱之為「金融從業使用型」工具（financial professional-facing 

tool）；惟本研究報告所稱之機器人投顧則係以直接提供給投資人使用為

主，美國金融監管局稱為「投資人使用型」工具（client-facing tools）17。 

如以機器人投顧提供之主要服務功能為標準進行分類，可將機器人

投顧概分為「諮詢建議型」及「資產管理型」二種，分述如下： 

1. 諮詢建議型： 

即透過自動化服務提供投資建議及投資組合選擇，取代傳統之證券

投資顧問服務。例如：基金公司透過網站提供自動化服務，其主要內容

是整理各類資訊，並依客戶使用需求提供建議，以協助客戶選擇自家代

理或銷售的基金產品，故設計上可能是使用者得無償使用，分析結果在

於提供投資人購買基金之參考。惟諮詢建議型的業者也可提供客戶有價

值之資產組合分析，而收取費用，例如：協助客戶養老金規劃及稅收優

化之服務。 

2. 資產管理型： 

該類型是指除提供前者諮詢建議之服務外，進一步協助客戶就投資

組合提供交易執行以及風險管理服務，此時可透過與第三方合作進行對

客戶帳戶資金之保管並進行管理，並使客戶之獲利得以再投資，甚至大

                                                      
17

 參見後述第三章第二節有關美國法制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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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金融機構可發展獨立的客戶帳戶系統，達到更強之投資效益。「資產管

理型」是除傳統投資顧問服務，還包括全權委託投資之服務，使投資更

加便利迅速。「資產管理型」之商業模式，較易達到向使用者收取服務費

用之營利目的，亦為機器人投顧之發展方向。 

依前述分析，諮詢建議及資產配置為基本之機器人投顧必備之服務

項目，除資產配置之投資建議外，再擴充至投資組合再平衡、獲利再投

資等「資產管理型」之服務項目，以下從美國知名業者的產品服務內容，

亦可簡單明瞭目前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提供之服務內容差異，以利後續

章節之討論。 

業者 

產品與服務 

財務

規劃 

帳戶

整合 

資產

配置 
ETF 

個股

投資 

投資組合

再平衡 

獲利再

投資 

稅務

虧賣18
 

Wealthfront   V V  V V V 

Betterment   V V  V V V 

Personal 

Capital 
V V V V V V V V 

Future 

Advisor 
 V V V V V V V 

LearnVest V V V      

表 1 主要業者提供服務差異19 

由上表可知，目前主流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如 Wealthfront、

Betterment 所提供之服務，亦包含實行其投資建議之全權委託投資操作，

業者直接替投資人配置並投資其資產以及對獲利之再投資，提供「資產

管理型」之機器人投顧服務。LearnVest 則為僅提供投資人投資建議服務

而不涉及全權委託投資，為「諮詢建議型」的業者。此外，大部分業者

之投資標的均以 ETF為主，惟亦有數家業者如 Personal Capital以及 Future 

Advisor 提供投資個別股票之服務。 

                                                      
18

 Tax-loss harvesting，依美國法令，如投資人在資本市場中受有投資損失時，得將該損失用以

抵稅。因此，投資人持有的證券如果目前處於虧損的狀態，可選擇先出售該證券實現損失，嗣

後再買回相同或類似的證券以維持相同的投資部位及資產配置，透過利用證券買賣的虧損抵銷

其資本利得稅。參考 Betterment 網站說明：https://www.betterment.com/tax-loss-harvesting/，最

後瀏覽日期：2016.6.30。 
19

 Advice goes virtual How new digital investment services are changing the wealth management 

landscape，Ernst & Young 出版，P6。 

https://www.betterment.com/tax-loss-har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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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特性 

透過前述機器人投顧之定義及其主要特徵的介紹與說明，以及觀察

各主要業者的服務模式，本研究報告予以歸納、整理出目前主流的機器

人投資顧問具有下列特性20： 

一、 無實體服務 

機器人投資顧問的興起即在於網際網路的發展以及智慧型手機的運

用，使得傳統財富管理與投資顧問可以不必再透過實體的通路提供服務，

就像許多其他產業一樣，通過全面線上操作對金融業者而言，不僅可節

省許多成本（租金、人力成本等），也使其服務觸角得以延伸得更廣，並

且接觸到更為年輕的族群。若干機器人投顧業者，即標榜是以千禧世代

（millennials，指 1980 年至 2000 年出生之世代）作為客戶的族群。而機

器人投顧業者的人力相較於傳統業者將大幅精簡，且所具備的能力亦應

包含對於電腦程式的監控與管理，而非僅具有資產組合管理的財務專業

或經驗。 

二、 迅速且中立之自動化投資建議 

依前述機器人投顧之主要特徵可知，機器人投資顧問與傳統財富管

理與投資顧問的最大不同在於其投資建議係在預設的演算法及各種參數

的設定下，由電腦程式依個別投資人填入的背景資料提供合適的投資建

議。透過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找出各個風險水

平下預期報酬最大的投資組合21。除停機維修與系統升級時段外，電腦程

式幾乎就像便利商店一樣，得 24小時運作不休息，迅速採集及分析資訊，

任何投資組合之建議及變動均能迅速提供給投資人。且自動化投資建議

可排除人為喜好的干擾因素，例如：推薦自家商品或意圖操縱，使得投

資建議非基於客戶之利益，相較之下，機器人投顧更具有中立性。 

                                                      
20

 另參見前揭註 12報告，第 16 頁至第 20 頁。 
21

 參考Wealthfront 網站介紹：https://www.wealthfront.com/proven-methodology，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s://www.wealthfront.com/proven-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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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便利之全權委託服務 

目前主流的機器人投資顧問除了提供投資建議外，其服務的內容也

包含了直接替客戶實際進行投資，包括了投資組合再平衡（Automated 

Rebalancing）以及獲利的再投資（Dividend Reinvestment），投資組合再

平衡指的是自動維持投資組合中各個資產類別配置的比例。假設投資人

的投資組合中包含了股票及債券，比例為 4：6，隨著時間經過，投資標

的的市值可能變動，假設股票市值上升，將使其整體資產配置的比例變

成 6：4，此時機器人投資顧問可自動調整投資比例，確保投資在股票及

債券的比例仍為 4：6。並得透過設定自動於帳戶內執行。透過前述對機

器人投顧主要特徵之說明，傳統投顧業者進行投資分析、投資決定及投

資執行的步驟均可經由電腦以自動化服務進行，且自動提供投資成果及

重大事件的報告，使投資人得以明瞭帳戶內之情形，提供更加便利之全

權委託服務。 

四、 低投資門檻及低收費 

對業者而言，藉由機器人投顧之運作模式而提供服務予投資人，可

節省通路成本與一定之人事成本，並且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程式與系統一

旦開發完成後，原則上業者後續無需再投入大幅建置成本，因此得以提

供較為低廉之收費、降低投資之門檻，以吸引更多投資人參與，擴大目

標市場（target market）與目標客群之範圍，不再限於一定資力之富人，

而擴及於傳統投資顧問業者難以觸及之資力較差的一般投資大眾。 

蓋傳統財富管理多將市場鎖定在資力雄厚的高端族群，因為這些消

費者才可能負擔的起傳統財富管理的成本，其投資的門檻也相對較高。

然而機器人投資顧問不須有實體通路，也不必有專人提供諮詢，透過網

路也可使其接觸的客群不受限制，有效分散營運成本，使其得以提供相

對低廉的投資管理服務，也因此其所需求的投資門檻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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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機器人投資顧問發展現況 

面對 Fintech 之浪潮，與機器人投顧排山倒海來襲，此一風潮自美國

開始，而後依序蔓延至歐洲與亞洲，我國現今對於 Fintech 之發展現況，

以及業界對於機器人投顧如何因應，茲說明與敘述如下。 

一、 我國發展 Fintech 現況 

 Fintech 的運用領域包括電子支付、線上借貸平台（P2P）、群眾募資、

自動化理財顧問（機器人投顧）等。近年來台灣政府與業者投入 Fintech

領域不遺餘力，惟發展上仍屬落後，台灣目前僅在電子支付領域及股權

群眾募資已訂定相關法令開放業者經營，線上借貸平台（P2P）雖有業者

投入，但其規範仍在摸索中。機器人投顧領域涉及固有之投顧法令，發

展上更屬初始階段，更有待凝聚規範共識。鑒於台灣對於金融監理的方

式向來採取正面表列的管理方式，面對金融創新較多阻礙，且 Fintech 不

免對傳統金融從業人員造成衝擊，如何兼顧產業競爭力及投資人保護，

使民間願意投入開發，業者有依循方向順利轉型，實為重要課題。 

為了促使台灣趕上全球 Fintech 的浪潮，主管機關金管會於 2015 年

起開始積極規畫各項金融科技相關政策，包括22：（1）成立金融科技辦公

室，邀集業界、學者專家及相關單位代表組成諮詢委員會，提供相關金

融科技政策諮詢；（2）由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洽邀相關單位或業者

共同出資，成立金融科技推動基金，用於推動金融科技新創事業發展；（3）

成立金融科技育成中心，提供創意或創新技術交流、投資媒合、辦公場

所及諮詢顧問相關輔導及協助；以及（4）准許相關金融機構共同投資成

立大數據資料庫，利用資料庫提供創新基地之新創公司及金融機構共通

資訊、技術與顧問服務。希望透過上述這些政策，推動台灣金融科技產

業。 

民國 104 年 9 月 16 日金管會發布之金管銀控字第 10460003280 號

                                                      
22

 金管會 2015年 10 月 1日「金管會持續推動金融科技發展之措施」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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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放寬金融機構轉投資「資訊服務業」及「金融科技業」，其中「資訊

服務業」係指主要業務為從事與金融機構資訊處理作業密切相關之電子

資料處理、涉及金融機構帳務之電子商務交易資訊之處理，或研發設計

支援金融機構業務發展之金融資訊系統者；而「金融科技業」則指其主

要業務為下列之一者：1.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從事輔助金融機構業務發

展之資料蒐集、處理、分析或供應（例如：大數據、雲端科技、機器學

習等）。2.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以提升金融服務或作業流程之效率或安

全性（例如：行動支付、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區塊鏈技術、生物辨識

等）。3.其他以資訊或科技為基礎，設計或發展數位化或創新金融服務。 

前述 104 年 9 月 16 日金管銀控字第 10460003280 號函容許目前

的金控公司及銀行業者得轉投資「資訊服務業」及「金融科技業」百分

之百股權，並規定被投資之「資訊服務業」或「金融科技業」，其年度營

業成本或營業收入來自金融事業（包括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保

險及其子公司）及金融服務者，應達該「資訊服務業」或「金融科技業」

年度總營業成本或總營業收入之 51%以上。換言之，上開函釋顯示主管

機關希望該轉投資之「資訊服務業」或「金融科技業」係以金融業為主

要客戶，而鬆綁轉投資標的之限制，無非係希望傳統之金融業得藉由「資

訊服務業」與「金融科技業」之協助，進行金融創新、發展 Fintech
23。 

此外，金管證投字第 1040042635 號及金管證投字第 1040049542 

號函釋亦放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轉投資於金融科

技產業，包括金融資訊服務公司、行動支付業、第三方支付業及大數據

處理業，有關金融科技產業的範圍未列示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惟透過

上述主管機關放寬金控公司、銀行及投信投顧業者轉投資之限制，使傳

統金融業者得投入資源在金融科技之研發，協助業者因應 Fintech 之浪

潮。 

                                                      
23

 如前揭註 3 所述，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即係將自己定位為金融業之伙伴與服務供應商，

而非金融業之競爭者，其業務型態雖然係提供軟體開發之資訊服務予金融業者，但藉由服務之

提供，亦可協助金融業者進行數位化之金融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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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於 105 年 5 月發布之「金融產業發展政策白皮書」中，揭示

將推動數位化金融，其作法包括「鼓勵發展建置多元化金融科技生態系

統創造就業機會」，期透過金融與科技跨業合作達到雙贏；而在金管會所

推動之「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計畫中24，主要的方向則在如何鬆綁

相關法令使銀行業務得在線上完成，金管會目前放寬 12 項銀行業務可在

線上進行申辦25。由上可知，主管機關致力打造 Fintech 之有利環境，應

值肯定。 

二、 我國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之背景 

機器人投資顧問所涉及國內現行之業務，首推證券投資顧問業、證

券投資信託業所經營之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針對上

開業者及業務，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

規均有嚴密的規範，即我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特許事業，經營全權委

投資業務亦必須申請許可，上開嚴密的法規固可保障投資人，但均係以

自然人所提供之「人」的服務為規範對象，固然立法者於投信投顧法及

相關法規立法時，並無從預見新興科技對金融業所造成之影響，及機器

人投資顧問於日後之興起，但因 Fintech 之浪潮，衝擊現存投信投顧法及

相關法規之架構體系，致新創業者擬發展機器人投顧時，增加不適宜的

法規遵循成本，甚至可能阻礙機器人投顧之開發。 

就我國投顧業務發展面觀之，我國近年來證券市場之散戶比重逐年

下降，過去提供一般民眾解盤服務及顧問諮詢的投顧老師盛況不再，看

盤軟體取而代之，專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家數則日益降低，整體經濟

                                                      
24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

201501130003&toolsflag=Y&dtable=New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25

 存款業務：包括線上申請結清銷戶、約定轉入帳號，及受理客戶傳真指示扣款無須再取得客

戶扣款指示正本。授信業務：線上申辦貸款（無涉保證人之個人信貸、房貸、車貸於原抵押權

擔保範圍內之增貸）；及客戶線上同意銀行查詢聯徵中心信用資料。信用卡業務：線上申辦信

用卡、長期使用循環信用持卡人轉換機制中之「信用卡分期方案」及線上取得客戶同意信用卡

分期產品約款。財富管理業務：線上申辦信託開戶、KYC 作業、客戶風險承受度測驗及客戶

線上同意信託業務之推介或終止推介。共同行銷業務：於本會修正發布「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

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後，得由客戶線上同意共同行銷。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501130003&toolsflag=Y&dtable=News
http://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1501130003&toolsflag=Y&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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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景氣也影響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我國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發展十餘

年來，則因投資門檻26及成本之限制，委託人主要集中於政府基金及大型

資金基金，並非一般投資人所經常利用之金融服務。無論是證券投資顧

問業務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均無大幅成長。近年政府基金代操之專業

經理人，發生數起涉及內線交易或背信之刑事案件，則影響了投信業者

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誠信形象。此外，我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所募

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面臨境外基金之競爭，境外基金操作靈活及績

效勝出，受到國人青睞，境外基金之銷售規模，其比例及成長均遠勝於

國內投信基金。截至 2016 年 4 月底為止，台灣基金總數達 1,717 檔，其

中境內所發行的共同基金總數為 691 檔，境外為 1,026 檔。境內外整體基

金規模約為新台幣 5.3 兆元，包括境外基金規模約新台幣 3.1 兆元，境內

基金規模約新台幣 2.2 兆元27。 

相對前述本土之投信投顧業務發展遲滯，銀行業所經營之財富管理

業務則大受歡迎，而為一般民眾投資理財常見之方式。國人購買不同基

金，因業者各自為政，常需開立不同帳戶，並不方便；銀行業積極發展

之財富管理業務，透過信託平台或代理銷售各種金融商品、國內外基金，

銀行業經營財富管理業務之優勢在於可結合國人之銀行帳戶管理，同時

提供不同基金及理財商品選擇，且有眾多分行廣大通路搭配理專提供服

務，投資上更加便利，若干境外基金，即以銀行為銷售機構。然而目前

銀行透過理專向銀行客戶推介之商品，可能擇其對自身較有利之商品，

蓋銀行業所收取的利潤乃手續費、信託之保管費及商品上架費用，一般

境外基金的申購手續費較境內基金高，容易成為銀行業大力推介的商品。

由於銀行業之理財服務並非以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或理財建議收取報酬，

                                                      
26

 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第 2-1條規定：「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或證券經紀商，以信託方式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接受

委託人原始信託財產應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並應依本辦法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法），申請兼營金錢之信

託及有價證券之信託。」同法第 12條規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

委託投資業務，其接受單一客戶委託投資資產之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五百萬元。但委託投資資

產為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資產或勞工退休金條例年金保險專設帳簿資產者，不在此限。」 
27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參考網頁：

http://www.sitca.org.tw/ROC/Industry/IN1001.aspx?PGMID=FD01，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sitca.org.tw/ROC/Industry/IN1001.aspx?PGMID=F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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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有任何資產組合之建議，亦非均以投資人之利益為出發，為客戶進行

量身訂作。 

針對前述銀行通路衍生的問題，因應金管會 Fintech 金融科技創新政

策推動，參考南韓建置獨立基金網路平台 Fund Online Korea 模式，金管

會於民國 104年 11 月以核准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櫃檯買賣中心轉投資

成立「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規劃建置國內多元的基金網路銷售平

台28，使境外內基金商品均可上架，達到一站購足（one-stop shopping）、

費用合理、便捷交易、安全可靠及客觀資訊的平台交易模式，該服務將

搭配由市場資訊廠商及各基金公司提供客觀中立之資訊服務，供國人參

考選擇及購買基金，但對於琳瑯滿目的基金，投資人應如何判斷及選擇？

基金平台恰屬適合於年輕之網路族群投資之金融商品，且小額資金即可

達投資儲蓄累積財富的功能，如能導入機器人投顧服務，將可使篩選基

金更加便利，同時協助國人建立良好理財觀念，平台使用得以順利推廣，

進而有助於我國基金產業的發展。 

綜上所述，儘管傳統之投資顧問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低迷，國人無

論是理財或投資需求，均希望得到便利的服務，而有相當之市場可供機

器人投顧發展。 

三、我國類似機器人投顧服務介紹 

縱使我國有基金平台之發展前景，依前述機器人投顧之分類，截至

目前，國內雖有業者投入機器人投顧或類似性質之產品開發，但有鑑於

法規尚未明確，故多僅停留於「諮詢建議型」，且屬初步作為提供經理人

判斷之參考及投資人的投資輔助工具，目前還沒有像國外得以發展出完

全擺脫人力介入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此亦因國內對機器人投顧之研

發尚屬起步階段，故尚無開發出功能強大之「諮詢建議型」，或進一步成

為「資產管理型」之機器人投顧業者。惟針對前述台灣市場之特殊性，

                                                      
28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年 12月 15 日設立，開放投信及投顧公司認股，登記資本

額 3億元，實收資本額 2.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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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型態的業者已展現意願或初步投入機器人投顧領域，仍可望進一步

發展，而成為真正具備人工智能之典型機器人投顧，茲分別介紹如下： 

（一） 投資銀行以自動化理財軟體作為投資建議的輔助 

科技的進步使投資報酬率、風險評估及投資組合的配置得以透過電

腦得到更為精確的推算。大型投資銀行於提供客戶財富管理服務時，因

可借重國外金融商品分析之設備與優勢，以及對高端客戶可提供國外金

融商品選擇，均有助於大型業者將電腦程式做為人力的協助，幫助理財

專員整理及分析相關資訊。 

2015年 7 月，瑞士銀行在台灣推出 UBS advice 高階財富管理服務，

引進原先僅適用於法人投資戶的 UBS advice，透過銀行建置資訊系統作

為後援，提供最即時投資配置建議，不收取額外手續費，而以 1.15～1.5%

的年費取代，瑞士銀行會與客戶簽訂年度合約擬定投資報酬期望、風險

承擔度與收費水準，經由客戶授權後，在瑞士銀行所建置平台進行投資

交易，以瑞士銀行全球投資管理總監報告為基礎，透過資訊系統分析資

產配置及損益狀況，提供給客戶最即時的投資配置建議。UBS advice 服

務門檻依原先瑞士銀行財富管理在台灣的最低 100 萬美元為限制，目標

客戶為長期理財族群，瑞士銀行表示，UBS advice 是財富管理的一種形

式，提供建議資產組合和風險分析，以股票市場而言，只要是 UBS advice

的客戶，當瑞士銀行在個股評等有調整時，一定都會先通知客戶並建議

調整，但並非代客操作服務，惟最終在取得客戶信任下，預計將朝向代

客操作的模式邁進2930。 

瑞士銀行 UBS advice 的服務模式在許多方面與前述的機器人投資顧

問相似，但以目前的發展，其資訊系統的建置主要還是作為人工理財專

員的輔助，提供較精確的建議，因此不具備前述機器人投資顧問無實體

服務的特性。此外，目前並不包含全權委託的服務，僅提供投資建議供

                                                      
29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40817/36027196/，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30

 http://store.gvm.com.tw/article_content_2981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40817/36027196/
http://store.gvm.com.tw/article_content_29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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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參考，也與前述的機器人投資顧問不同，而其市場定位上仍聚焦

在高端的客群，也有別於機器人投資顧問。 

除了瑞士銀行外，2014 年 1 月星展銀行與 IBM 合作，運用其超級電

腦 Watson Cognitive Computing Innovation 技術，依據客戶需求、最新財務

與經濟數據，提供精準與完善的投資顧問建議31。然而與前述 UBS advice

的服務類似，其電腦技術之應用主要還是作為理財專員的輔助，協助提供

較精確的建議，不具備前述機器人投資顧問無實體服務的特性。此外，這

項服務目前並不包含全權委託的服務，僅提供投資建議供投資人參考，其

對象所針對之高端客戶，也與前述的機器人投資顧問不同。 

（二） 線上理財篩選試算工具 

基於網路使用之趨勢，近年我國投信投顧業者耕耘網路商機，方便

投資人在網站上買賣自家基金，甚至開始自行建置網路交易平台32，投信

投顧業者之入口網站或一些財金資訊網站多會在網站上架設理財專區，

除了提供每日最新的投資理財或金融訊息外，尚有許多投資篩選工具、

試算程式提供投資人運用，投資人在輸入基本資料後，網站便會提供推

薦的股票或基金投資清單，相關服務不須收取費用，或只需要加入網站

會員。 

惟這些網站所提供的服務大多僅屬於資訊的提供及整理，網站所提

供的建議並非基於個別投資人的資力及風險偏好而做成，與機器人投資

顧問的運作仍有差距，例如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於其網站

上推出貝萊德財富計算機服務33，投資人可在輸入年齡、目前儲蓄的金額

以及預期的目標（例如預期退休後每月可運用之資金），自動規劃並提供

投資人基金配置之建議，包含各類型基金之比例，並且進一步推薦特定

之基金種類，貝萊德財富計算機與機器人投資顧問已具相似之精神，透

                                                      
31

 https://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2868.ws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32

 第三方基金平台，例如：先鋒基金網、myfund888、FundYes，但許多銷售良好之境外基金仍

未透過該第三方基金平台銷售。 
33

 https://www.blackrock.com/tw/the-blackrock-plan，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2868.wss
https://www.blackrock.com/tw/the-blackrock-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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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投資人回答基本個人資訊，由電腦程式提供投資人投資組合之建議，

惟依網站上之聲明34，這項服務並非就任何個別基金或投資策略的投資或

合適性提供投資意見、研究、建議或推薦，僅提供使用者在諮詢財富管

理顧問意見時使用，在進行任何投資前，仍應諮詢財富管理顧問。因此

業者在這項服務的定位上僅將其作成招攬業務的工具，讓投資人得在網

站上先行體驗、瞭解個人的理財狀況，惟進一步的投資理財建議仍需聯

絡該公司，回到傳統的模式。 

而像是 cnYES 鉅亨網35、Money DJ 理財網36或 msn 財經網站37這類

財金資訊網站或入口網站，主要匯集並整理全球股市、外匯、基金及房

地產等等金融商品報價及其他資訊提供給投資人，網站中也設置了各式

計算工具提供投資人方便進行財務規劃（例如輸入各種基本面或技術面

的篩選條件，由程式跑出所有符合條件的股票資訊），然而同樣是透過網

路提供投資理財建議，這些服務仍與機器人投資顧問有別。 

（三） 看盤軟體工具 

我國資訊業者針對我國證券市場之特性，早已開發出多種看盤、解

盤軟體，投顧業者亦結合資訊業者，將看盤軟體透過即時更新及分析資

訊，提供客戶買賣股票之具體建議，除了彙整每日股市資訊外，亦會透

過電腦程式進行技術分析，提供客戶買進賣出時點、張數以及股價漲跌

走勢等分析意見，並可線上立即下單，多數的看盤軟體均須額外付費購

買。 

                                                      
34

 網站上之聲明：「貝萊德財富計算機所載或產生的任何資料並非亦不應視為或依賴為貝萊德

就任何個別基金或投資策略的投資或合適性而提供的投資意見、研究、建議或推薦。該等資料

亦不構成對任何人投資於任何基金的邀約或邀請。貝萊德計劃工具的設計是提供使用者在諮詢

財富管理顧問意見時使用，不應依賴作投資決定的主要基礎。進行任何投資前，您應諮詢您的

財富管理顧問。您應向您的財富管理顧問查詢任何您擬投資的策略及／或任何產品在您的所有

情況下是否適合您。只有使用者及其相關的財富管理顧問方充分了解其情況，以作出符合情況

的投資決定。貝萊德投資計劃工具不保證帶來未來收益或防止本金虧損，亦不保證根據貝萊德

財富計算機建立的投資策略將會取得成功。根據貝萊德財富計算機提供的資料所作出有關基金

投資或落實資產配置的任何決定，僅為使用者經諮詢財富管理顧問後作出的決定。」 
35

 http://www.cnyes.com/cnyes_about/cnyes_about.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36

 http://www.moneydj.com/z/ABMoneydj/aboutmoneydj1.dj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37

 http://www.msn.com/zh-tw/money/tool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cnyes.com/cnyes_about/cnyes_about.html
http://www.moneydj.com/z/ABMoneydj/aboutmoneydj1.djhtm
http://www.msn.com/zh-tw/money/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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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盤軟體同樣是透過電腦程式提供投資人有價證券分析及推介建議，

然而與上述機器人投資顧問很大不同在於，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目的在於

協助投資人配置資產，追求在相同風險水準下最高的資產報酬率，投資

標的不限於特定種類投資工具；然而看盤軟體主要在協助投資人打倒大

盤、追求超越市場平均報酬率的獲利，兩者追求的目標並不相同，看盤

軟體背後所運用的理論也以技術分析為主，與機器人投資顧問有很大的

不同。 

（四） 籌備中的機器人投顧 

Fintech之下，國內多家金融機構均有對外宣示發展數位金融之決心，

跨足不同金融科技領域，並已展開籌畫，目前已有業者開始積極準備進入

機器人投顧產業。台灣工業銀行（下稱「工銀」）即表示預計於 2016 年第

4 季改制為王道商業銀行，未來將主打數位銀行，使客戶可以在手機或數

位平台上，獲得所需的理財資訊38，不再透過大舉增設分行擴展營業。工

銀表示，現在金融業主流認為分行最大價值在於經營財富管理業務，然而，

目前銀行每名理財專員平均負責 250 至 400 位客戶，實際上很難做到替每

位客戶量身定做其投資建議並配置資產，通常都是由銀行總行分析目前適

合推銷的金融商品後，統一上架要求理財專員進行銷售，很難做到因應投

資人個人需求調整39。 

此外，個人資產在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的客戶，目前多半非銀行業者

財富管理的目標客群，惟將來預計引進機器人投資顧問40，其鎖定的目標

客群將不再限於高淨值的個人，機器人投資顧問不僅可針對不同的投資人

量身打造不同的投資組合，其投資的門檻亦將低於現有的財富管理服務41。

                                                      
38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60314/37108028/，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39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602230248-1.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40

 同註 39。 
41

 依本研究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往工銀訪談內容，工銀目前預計於 2017 年推出機器人投資

顧問服務，將逐步擴展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目標希望提供向國外機器人投資顧問一樣從投資

建議到實際資產配置提供全面自動化的服務。而針對收費的部分也將採取與國外類似的制度，

鑒於國內目前財富管理業務收費多依交易次數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未來工銀希望所推出的

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是依據所管理的資產規模進行收費。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inance/20160314/37108028/
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602230248-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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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銀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在改制後並不像一般商業銀行一樣擁有完整的

財富管理網絡，反而使其有更好的誘因推展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 

由上述可知，國內目前類似國外機器人投資顧問的服務，尚無發展出

具備無實體服務、自動化投資建議、全權委託服務以及低投資門檻四項特

性，而可被歸類為機器人投資顧問之投資顧問服務。於 2016 年年初，金

管會已表示將研擬開放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以擴大投信事業業務範圍及

經營彈性42。以台灣工銀為例，業者顯已有準備，機器人投顧可望於日後

問世。 

 

  

                                                      
42

 參考 2016年 1 月 4日新聞：

http://udn.com/news/story/6/1419949-%E9%87%91%E7%AE%A1%E6%9C%83%E9%BB%9E%E

9%A0%AD-%E4%BD%A0%E7%9A%84%E7%90%86%E8%B2%A1%E9%A1%A7%E5%95%8F

%E5%8F%AF%E8%83%BD%E6%98%AF%E6%A9%9F%E5%99%A8%E4%BA%BA，最後瀏覽

日期：2016.6.30。 

http://udn.com/news/story/6/1419949-%E9%87%91%E7%AE%A1%E6%9C%83%E9%BB%9E%E9%A0%AD-%E4%BD%A0%E7%9A%84%E7%90%86%E8%B2%A1%E9%A1%A7%E5%95%8F%E5%8F%AF%E8%83%BD%E6%98%AF%E6%A9%9F%E5%99%A8%E4%BA%BA
http://udn.com/news/story/6/1419949-%E9%87%91%E7%AE%A1%E6%9C%83%E9%BB%9E%E9%A0%AD-%E4%BD%A0%E7%9A%84%E7%90%86%E8%B2%A1%E9%A1%A7%E5%95%8F%E5%8F%AF%E8%83%BD%E6%98%AF%E6%A9%9F%E5%99%A8%E4%BA%BA
http://udn.com/news/story/6/1419949-%E9%87%91%E7%AE%A1%E6%9C%83%E9%BB%9E%E9%A0%AD-%E4%BD%A0%E7%9A%84%E7%90%86%E8%B2%A1%E9%A1%A7%E5%95%8F%E5%8F%AF%E8%83%BD%E6%98%AF%E6%A9%9F%E5%99%A8%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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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各國機器人投資顧問發展及法令規範情形 

第一節  概述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讓許多金融機構損失慘重，往後幾年又面臨各

國日趨嚴格的金融監理規範，部分金融科技人才因傳統金融機構大幅裁

員轉而投入金融相關的新創事業，促使 Fintech 快速發展，依麥肯錫 2015

年年度報告，截至 2015 年 8 月已有超過一萬兩千多個 Fintech 事業進入

原先屬於傳統銀行業務的領域43，金融海嘯的發源地美國也因此成為這波

浪潮中 Fintech 發展最迅速的國家。 

機器人投資顧問在 2008 年後開始在美國逐漸發展，截至 2014 年 9

月，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的資產管理規模約占全球機器人投資顧問

的 87%
44，美國市場的業者數量及管理資產規模為全球之冠，目前主要的

幾家業者如 Wealthfront 及 Betterment 均來自美國，這與美國在資本市場

及貨幣市場的成熟度高、各種類交易的公開資訊取得容易有關，市場透

明度高使業者有機會可以取得完整的資訊及數據建立大數據分析並設定

投資組合中的各種參數，美國提供了機器人投資顧問較佳的發展環境，

然而在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與傳統投顧業者之間的競爭亦較激烈（請

見圖 1）。 

 

 

 

 

                                                      
43

 《The Fight for the Customer》，McKinsey Global Banking Annual Review 2015，P20。 
44

 《Investment Advisory: The rise of the Robots?》，CHAPPUIS HALDER & Co.出版，P6，參考：

http://www.slideshare.net/CH_APAC_Marketing/investment-advisory-the-rise-of-the-robots-chco。 

http://www.slideshare.net/CH_APAC_Marketing/investment-advisory-the-rise-of-the-robots-ch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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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地區機器人投資顧問業發展環境比較
45

 

 

英國也在 2011 年左右出現第一家機器人投資顧問公司，雖然目前機

器人投資顧問業者遠不如美國眾多，然而英國在法令上並無特殊限制，

投資人對於新的金融服務型態接受度高，除原先的業者外，2016 年陸續

又有數家外國業者進駐英國市場，多家英國銀行業者也對於這個領域躍

躍欲試。在其他歐盟國家中，義大利及德國是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較有發

展的國家。義大利主要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 Money Farm 成立於 2011

年，截至 2015 年中已累計有 1 萬 5千多名用戶。2015 年後，更多的新創

公司開始在義大利推出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例如 Borsadelcredito 以及

Jusp.
46。而遠在南半球的澳洲在法令規範上已提出管制機器人投資顧問的

草案內容，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特性初步提出了幾項管制的重點。 

相較而言，亞洲地區諸如香港、新加坡、韓國及日本則尚在起步階

段，2015 年香港資產管理公司 8 Securities Limited 推出亞洲第一個機器人

投資顧問平台，新加坡目前也有 Infinity Partners 一家業者推出機器人投

資顧問服務，韓國在 2016 年 1 月才出現第一家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

                                                      
45

 同註 44，P8。 
46

 http://family-budgeting.co.uk/Fintech-in-europe-robo-advisors-to-change-the-landscape/，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高 

低 
 市場成熟度 

 與傳統投資顧問競爭程度 

 資訊公開程度 

機器人投資

顧問數量 

美國 

英國 

歐盟 

亞洲 
中國 

高 

http://family-budgeting.co.uk/fintech-in-europe-robo-advisors-to-change-the-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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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rback Investment，目前韓國金融主管機關對於機器人投資顧問抱持

開放的態度，預計在 2016 年 7 月修法放寬部分經營限制使業者有更方便

的經營環境47。 

在中國部分，中國在財富管理領域起步較晚，相較於日益增加的中

產階級，目前市場中僅有不足三萬人的職業投資顧問提供專業的財富管

理服務，機器人投資顧問模式成為填補供給短缺的最佳方案48。與外國相

比，中國實體金融據點涵蓋的比例不高，且傳統金融機構理財服務成本

高，因此存在大規模傳統金融機構無法覆蓋的客群，隨著生活水平和理

財意識提高，中產階級對財富管理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自 2014 年以來已

有數家業者在中國推出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 

綜上所述，由於傳統投資顧問設置的成本高，不論是實體營業或專

人提供投資顧問服務都使得這項產業聚焦在較有資力的投資人身上，投

資金額高才可能負擔的起投資顧問的花費並達到經濟上的效益。各國機

器人投資顧問在收費上都遠低於其傳統投資顧問服務，其目標客群也多

集中在淨值較低而無投資顧問需求的投資人，期望開拓新的市場需求。 

整體而言，機器人投資顧問在美國及英國的發展領先其他地區，亞

洲地區國家則陸續開始有業者提供相關服務，各國監理機關也開始意識

到這項新技術所可能帶來的監理問題。中國做為最大財富管理市場，潛

在的財富管理需求預期將使機器人投資顧問快速成長。亞洲國家目前的

發展雖不如美國或英國等地，但相關業者也已注意到這塊藍海市場，開

始積極發展。 

                                                      
47

 依目前韓國法令規範，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必須在公司內僱用並設置投資部門人員，或是與

其他事業結盟以利用其投資部門的人員，因此，目前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必須透過與資產管理

人、銀行或證券商結盟以滿足現行法令要求。韓國的金融服務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在 2016 年 3 月份宣布未來將修改相關規範，使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得獨立的直

接提供其意見給投資人，不再強制要求雇用投資部門人員，未來將只要求至少配置一名專業人

員負責營運及維護，法案預計將在 2016 年 7 月通過，屆時將有助於更多新創公司投入這項產

業（參考《Korea moves to shake up its financial advisory industry》，Kang Tae-jun，Ignites Asia，

2016年 3月 29日以及 http://koreabizwire.com/robots-to-manage-financial-assets-in-korea/59283 ，

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48

 https://read01.com/7Jm8OR.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koreabizwire.com/robots-to-manage-financial-assets-in-korea/59283
https://read01.com/7Jm8OR.html


 

第 30 頁，共 120 頁 

 

本研究報告之第三章針對各主要國家有關於機器人投顧之實務發展

現況，及各國相關之法令規範架構進行介紹與說明。如第二章所述，機

器人投顧具有無實體服務、迅速且中立之自動化投資建議、便利之全權

委託服務、低投資門檻及低收費等特性，自然人於傳統投資顧問業務之

角色與功能，幾乎完全被電腦所取代，準此，於觀察各國有關於投資顧

問之法令規範時，可以特別注意各該國家針對機器人投顧之特性有無相

應的規範，作為他山之石藉以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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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 

一、 機器人投資顧問實務發展現況 

金融海嘯後美國主管機關對傳統金融業的法規遵循更加嚴格，但同

時 Fintech 的風潮也漸漸的從矽谷蔓延49，陸續有傳統金融業的從業人員

投入金融科技這片藍海，非金融業的新創公司，不受金融法規的限制，

更著重於客戶的需求，因而發展出創新的金融服務。無論是 P2P 借貸平

台、行動支付、群眾募資及機器人投資顧問等平台，都開始蓬勃的發展。 

根據 KPMG 發表的 2015 世界百大金融科技公司之報告，榜上約有

40%的美洲金融科技公司，更顯示出美國金融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其中

美國居於領先地位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 Wealthfront、Betterment 及

Personal Capital 皆榜上有名。 

而美國自 2008 年開始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產業，機器人投資顧問

平台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US News 報導指出 ，千禧世代的年輕人因為

傾向認定一般理財顧問為理財商品銷售業務員，加上千禧世代的人平均

收入及資產較少，對使用一般理財顧問服務的意願較低。 

但是機器人投資顧問的問世，其主要係以網路平台進行操作，相較

於與傳統投資顧問需面對面互動，讓傾向以網路互動之千禧世代更願意

使用平台的服務，機器人投資顧問的便利性及較為低廉的收費，也同時

吸引了其他投資人使用平台的服務。 

在美國，不同於傳統投資顧問每年收取約 1- 2%的服務費，且通常還

會要求最低投入資產為美金 50萬元或更多，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僅收取

每年約 0.5%以下之服務費，且就最低投入資產要求較低50，形成與傳統

投資顧問的市場區隔。而金融科技產業發展的成長趨勢，使更多的新創

                                                      
49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50546-wave-startups-changing-financefor-better-Fintech

-revolution，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50

 《The Rise of the Robo-Advisors– Should You Use One?》

https://investorjunkie.com/35919/roboadvisor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50546-wave-startups-changing-financefor-better-fintech-revolution
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50546-wave-startups-changing-financefor-better-fintech-revolution
https://investorjunkie.com/35919/robo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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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入 Fintech 的領域，同時也吸引投資者的目光，2014 年 4月機器人

投資顧問平台 Betterment 完成 3200 萬美金的募資，同年 10 月競爭對手

Wealthfront 成功完成第 5輪的募資取得共計 6400 萬美元。機器人投資顧

問的前景，讓許多創投開始投資這項產業，2016 年 3 月 Betterment 更是

完成第 6 輪募資，募資金額高達 1 億美金，將使 Betterment 可以開發更

多理財產品，並改進目前的產品推薦型態，將更針對個別投資人進行客

製化的投資建議51。 

而 2015 年美國傳統資產管理公司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或領

航投資（Vanguard Group）陸續推出機器人投資顧問之平台，且 2015 年 8

月投資理財公司貝萊德收購機器人理財新創公司 FutureAdvisor，更顯示

出傳統投資顧問業開始意識到機器人投資顧問將係未來發展的趨勢，而

開始投入資源經營此一領域。 

目前美國市場上約有 200 家機器人投資顧問公司，多數美國機器人

投資顧問平台所提供的服務，並未以預測市場的走向或個股漲跌提供投

資建議，主要是採取比較被動的投資策略，而投資標的領域範圍較廣，

惟主要投資標的之選擇以 ETF 為主，並以分散風險及確保收益率導向。

平台係以軟體自動運算及維持投資組合，但漸漸有不同類型的機器人投

資顧問平台發展。 

多數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共同特色為，開發易於使用的網站介面、

業者亦同時開發手機應用程式供客戶使用，提供客戶較為簡便的線上註

冊程序，即網站的運作及投資組合的建議主要是透過演算法，較少人工

的介入。同時因係透過程式提供投資建議，有其限制，因此平台提供的

投資標的選擇較傳統投資顧問為少。 

美國現為機器人投資顧問產業發展最蓬勃的國家，依 Bloomberg 於

2015年 11 月 6 日的報導52，2016年底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預計的資

                                                      
51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betterment，最後瀏覽日期：2016.5.23。 
5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1-06/a-money-managing-robot-is-about-to-join-bofa

https://www.crunchbase.com/organization/bettermen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1-06/a-money-managing-robot-is-about-to-join-bofa-s-thundering-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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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理規模將達到 3 千億美元，這項數據並將逐年成長，至 2020 年底，

預估的資產管理規模將可能成長到 2.2 兆美元（如圖 2所示）。 

圖 2 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業預計成長規模53
 

 

由於機器人投資顧問與傳統投資顧問並非絕對地得以二分法加以區

分，在觀察整體投資顧問市場時，可將提供投資建議之方式分為由人工

顧問提供、或由自動化科技提供繪為縱軸，另將提供投資建議之內容究

為純粹財務規劃、或給予投資管理建議繪為橫軸，以如下之四個象限圖

觀察當前美國業者提供服務之情形。 

圖 3 機器人投資顧問概況
54

 

 

                                                                                                                                                        
-s-thundering-herd，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53

 同註 52。 
54

 參考：

http://seicblogs.com/advisor-practice-management/client-service/5-ways-robo-advisors-will-change-t

he-way-advisors-work/，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1-06/a-money-managing-robot-is-about-to-join-bofa-s-thundering-herd
http://seicblogs.com/advisor-practice-management/client-service/5-ways-robo-advisors-will-change-the-way-advisors-work/
http://seicblogs.com/advisor-practice-management/client-service/5-ways-robo-advisors-will-change-the-way-advisor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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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 Advisor Network 執行董事 Raef Lee 則認為，美國市場上之機器

人投資顧問公司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55： 

（一） 純科技網站，未有任何顧問，例如：Motif Investing 及 Jemstep。 

（二） 顧問使用科技來與客戶溝通，例如： Personal Capital 及

Learnvest。 

（三） 由已設立財務服務之公司，最近再擴張其線上服務，例如：

Vanguard、Charles Schwab 及 Edelman Online。 

而資產管理規模前五名之業者，分別為領航投資（Vanguard Group）、

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Wealthfront 及 Betterment
56。就機器人投

資顧問之選擇上，各家之差異在於主要在最低投資額的限制、年費、資

產分配、是否搭配人工輔助提供理財建議、租稅優化或是否代客操作等

因素57。 

傳統投資顧問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及代客操作各公司基於成本考量皆

有一定門檻的投資額限制，而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降低了客戶的投資門

檻，使非高資產的客戶亦得使用該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如 Betterment 即

未設有投資帳戶金額的限制，相較於領航投資（Vanguard Group）對投資

帳戶金額最低門檻為 50,000 美元有很大的差異。 

而各平台業者所提供的資產分配則係根據其所開發的演算法所歸納

出的組合，加上各公司可能有與不同的 ETF 供應商合作，或是該平台本

身即為ETF供應商，皆使各平台所呈現的投資組合及資產分配有所差異。

如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即要求其客戶配置一定比例之現金。 

雖然機器人投資平台主要係以程式運算提供投資建議為主，但部分

                                                      
55

 

http://byallaccounts.morningstar.com/blog/399-5-ways-robo-advisors-will-change-the-way-advisors-

work.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56

 《Top 5 robo-advisers by AUM 》

http://www.investmentnews.com/article/20160225/FREE/160229960/top-5-robo-advisers-by-aum，最

後瀏覽日期：2016.6.30。 
57

 https://www.nerdwallet.com/blog/investing/best-robo-advisor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byallaccounts.morningstar.com/blog/399-5-ways-robo-advisors-will-change-the-way-advisors-work.html
http://byallaccounts.morningstar.com/blog/399-5-ways-robo-advisors-will-change-the-way-advisors-work.html
http://www.investmentnews.com/article/20160225/FREE/160229960/top-5-robo-advisers-by-aum
https://www.nerdwallet.com/blog/investing/best-robo-advi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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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亦提供一定資產以上之客戶可選擇搭配傳統的投資顧問人員，以提

供咨詢服務。此一安排也顯示出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不僅吸引一般投資

者，而高資產客戶亦有使用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之需求。但高資產客戶

其資產配置、投資需求及投資建議可能相較於一般投資者複雜，故提供

人工的服務供高資產客戶諮詢。例如領航投資（Vanguard Group）即同時

提供傳統理財顧問的服務。 

而美國多數的平台業者會提供代客操作的服務，並定期視市場動向

再平衡客戶的投資組合。部分業者同時會提供稅務優化的服務，由系統

判定應出售的投資組合，以減少投資者的稅務支出。 

而美國投資者得就其可遞延課稅的退休金計畫（401k）及個人退休

帳戶（IRA）之進行投資規劃，是以，不同於臺灣退休帳戶係由政府統籌，

美國投資者可選擇其退休帳戶的投資組合。因此部分機器人投資顧問平

台亦針對退休金帳戶之資產管理提供服務，此亦屬投資者考量個別機器

人投資顧問平台的重要因素。 

而現行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主要係以投資 ETF為主，除了 ETF 本身

交易成本較低外，其包含的投資組合依照指數所包含的成分股調整，因

此投資ETF具有分散風險的優點，加上美國現具有全球最大的ETF市場，

所以標的的選擇相較於其他國家為多，因此亦可避免投資組合內的投資

標的過於集中，此亦為美國機器人投資顧問之優勢之一。 

圖 4 全球 ETF資產比例58 

 

                                                      
58

 2016 Investment Company Fact Book，參考 https://www.ici.org/pdf/2016_factbook.pdf ，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https://www.ici.org/pdf/2016_fact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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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 

（一） Wealthfront Inc. 

Wealthfront Inc.（下稱「Wealthfront」）是最早的機器人投資顧問之

一，於 2008 年在美國加州矽谷的 Palo Alto
59由 Andy Rachleff 及 Dan 

Carroll 共同創建60，Andy Rachleff 曾於 1995 年設立創投公司 Benchmark 

Capital
61，Dan Carroll 則擁有金融服務之背景62。在 2011 年開始提供機器

人投資顧問平台之服務，Wealthfront 為一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下稱「證管會」）註冊之大型投

資顧問業者（large advisory firm），依據該公司於 2016 年 3 月 8日向證

管會申報之 ADV表格，Wealthfront總管理資產金額高達美金 30億元（美

金 3,054,568,427 元），全部均為全權委託交易帳戶，Wealthfront 並未提

供單純投資建議之非全權委託交易服務，總員工人數為 130 位（含全職

與兼職），其中從事投資顧問業務者僅有 10 位（含研究人員） 63。 

圖 5  Wealthfront  ADV表格 

 

Wealthfront提供自動化線上理財，在其研究超過 1,400檔之 ETF中，

目前推薦之投資標的為十幾檔不同市場及資產類別之 ETF，包括債券、

貨幣及股權投資，並將 Apex Clearing Corporation 列為唯一經紀商夥伴；

                                                      
59

 《銀行噩夢：富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人顧問》，參考：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

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

%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

%A1%A7%E5%95%8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althfront，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y_Rachlef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2

 《Robo Advisors A Hot Ticket As Rules Change》，參考： 

http://www.forbes.com/sites/mergermarket/2016/02/02/roboadvisorsahotticketasruleschange/print/，

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3 參考：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484

56，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ealthfro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y_Rachleff
http://www.forbes.com/sites/mergermarket/2016/02/02/roboadvisorsahotticketasruleschange/print/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48456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48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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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ETF之外，Wealthfront 並不就其他種類證券給予理財建議。只要是 18

歲以上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就可以在 Wealthfront 開一個帳戶，該帳戶

最小投資金額是美金 500 元；除個人或信託之課稅投資帳戶外，其亦支

援傳統 IRA、Roth IRA、SEP IRA 及 401(K) Rollover 帳戶。另外，其尚

可協助安排以租稅天堂來提升投資收益64。它的投資理念基於現代投資組

合理論，著重對大類資產的配置，而不是個股的選擇65。 

在建立帳戶時，Wealthfront 會先詢問客戶以下問題，並據此來評估

該客戶之風險容忍度，以作為推薦投資標的之基礎66： 

 尋求理財建議之原因 

 客戶的年紀 

 年未課稅收入 

 家庭收入概況 

 若客戶的投資組合在市場狀況不好的時候，於一個月內市值下滑

10%，客戶會採取如何之行動？ 

 客戶的現金與流動性資產之總價值 

 當客戶在進行投資時，最在意的是最大化獲利、最小化損失或是

都很在意 

Wealthfront 之收費方式，是在處理客戶資產之第一筆 1 萬美金投資

時免費服務，就超過額度部分則每年收取 0.25%之服務費。而客戶透過其

網站或提供的 APP 進行投資操作，並確認目前的投資效益。 

                                                      
64

 https://www.wealthfront.co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5

 《銀行噩夢：富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人顧問》，參考：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

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

%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

%A1%A7%E5%95%8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6

 https://www.wealthfront.co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www.wealthfront.com/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s://www.wealthfr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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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網站之「完整揭露」（Full Disclosure）中，Wealthfront 表明其

並無提供個人化財務計畫予投資人，所有在該網站或 APP 上之資訊均不

應被解釋為買賣任何證券之遊說、邀約或建議；過去之表現並不保證未

來成果，任何預期利益或假設性規劃並非反映真實未來表現；所有投資

均有風險且可能有所損失。另外，針對 ETF 之選擇，Wealthfront 聲明其

並不保證該 ETF 之品質；客戶也應注意在 Wealthfront 之建議下，可能造

成原持有之 ETF 出售，更會因此造成額外之稅負。 

在使用者組成方面，Wealthfront 的投資者中，有 90%小於 50歲，60%

小於 35歲67。諮詢公司埃森哲執行董事 Kendra Thompson 向彭博表示，

千禧一代和小型投資人並不是唯一使用機器人投顧的客戶，例如嘉信理

財（Charles Schwab）所提供的機器人投顧平台，大約有 15%的自動投資

組合客戶其託管資產超過 100 萬美元68。 

（二） Betterment Holdings Inc. 

Betterment Holdings Inc.（下稱「Betterment」）也是最早的機器人投

資顧問之一，於 2008 年在美國紐約創建。Betterment 之設立者，也是目

前的 CEO，Jon Stein，其擁有 CFA 及經紀商之相關證照69。它的投資理

念與 Wealthfront 類似，也是著重於多元化大類資產的配置70，Betterment 

同樣僅提供 ETF 之投資組合建議。依據其 2016 年 2 月 24 日客服人員之

回覆，Betterment 目前並不允許客戶投資單一公司股票；又根據其資源

中心之研究，單一公司股票於 IPO 三年後之表現並不如 Betterment 之多

樣化投資組合（該研究中係以股票佔 90%之 Betterment 組合，並扣除其

                                                      
67

 《Robo-Advisors: An immediate threat?》，參考： 

http://themarketmogul.com/robo-advisors-immediate-threat/，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8

 《銀行噩夢：富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機器人顧問》，參考：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

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

%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

%A1%A7%E5%95%8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69

 https://www.betterment.com/resources/author/jonbetterment/，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0

 同註 68。 

http://themarketmogul.com/robo-advisors-immediate-threat/
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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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moneydj.com/news/2016/02/05/%E9%8A%80%E8%A1%8C%E5%99%A9%E5%A4%A2%EF%BC%9A%E5%AF%8C%E4%BA%BA%E5%80%91%E5%B7%B2%E7%B6%93%E9%96%8B%E5%A7%8B%E4%BD%BF%E7%94%A8%E6%A9%9F%E5%99%A8%E4%BA%BA%E9%A1%A7%E5%95%8F/
https://www.betterment.com/resources/author/jonbett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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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年費 0.35%之費用為統計）71，因此其斷言以中長期而言，投資於上

市公司股票並非明智之舉72。 

Betterment 亦支援傳統 IRA 及 401(k)帳戶，提供的服務包括一般財務

規劃、退休投資計畫、信託及稅務支出優化等。客戶可以察看同齡或相

同收入的投資人其投資標的及資產配置。Betterment 著重於投資管理及建

議，客戶可依據自己不同的需求在 Betterment 設立多個投資目標，投資

需求多元化的客戶更傾向使用 Betterment 的服務73
 。其收費方式係按照

客戶委託管理資產之規模，收取 0.15-0.35%之年費74。 

依據 2016 年 3 月 20 日 Betterment 所申報之 ADV 表格，該公司亦係

以大型投資顧問業者之身分，向證管會註冊，所管理資產金額已達美金

40億元（美金 4,037,122,781 元），均為全權委託交易管理帳戶，亦未提

供單純之投資建議服務，總員工人數為 136 位（含全職與兼職），其中

從事投資顧問業務之員工人數僅有 8 位（含研究人員）75。 

圖 6  Betterment  ADV表格 

 

（三） 嘉信理財公司（Charles Schwab） 

嘉信理財集團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為一間經營經紀業務與銀行業

務之理財公司，是全美國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之一。嘉信理財旗下附屬

                                                      
71

 參考：

https://www.betterment.com/resources/investment-strategy/company-stocks/part-one-case-holding-co

mpany-stock/，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2

 參考：

https://www.betterment.com/resources/investment-strategy/company-stocks/when-selling-ipo-stock-d

ont-let-taxes-stand-in-your-way/，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3

 http://www.01caijing.com/ejinrong/2756.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4

 https://www.betterment.com/pricing/，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5

 參考：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491

17，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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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包括有嘉信理財公司（Charles Schwab & Co., Inc.）、嘉信銀行（Schwab 

Bank）、CyberTrader 公司（CyberTrader, Inc.）和嘉信理財香港有限公司

（Charles Schwab, Hong Kong, Ltd .），提供證券經紀、銀行、資產管理

與相關的金融服務76。 

於 2015 年 3月，原本為傳統資產管理公司的嘉信理財，正式推出機

器人投資顧問平台「Intelligent Portfolios」。該平台服務主要係針對投資

額在 5000 美元以上的客戶，從 1600 多檔 ETF 中選擇了 54 檔 ETF 作為

投資標的，其中有 14 檔 Schwab ETF，8檔 Schwab OneSource ETF。每個

投資組合由不超過 20 種不同種類資產構成，包括股票、固定收益產品、

房地產、期貨、現金，用以分散化投資77。 

此除了客戶投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類產品（包括嘉信理財自己

的 ETF）的費用之外，其他服務均不收費。客戶的投資組合中必須配置

現金，所占比例從 6%到接近 30%不等78。 

如同其他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所提供的服務，Intelligent Portfolios 透

過 12步驟的問卷以決定投資人的風險承受度、投資期間及投資目的，並

藉此選擇適合該名投資人之投資組合，並就 5 萬美元以上資產的帳戶提

供自動進行之投資組合再平衡及稅收支出優化等服務79。 

Intelligent Portfolios資產管理規模於推出後的六週即達到 15億美元80，

截至 2016 年 3 月其資產管理規模達到 66 億美元。藉由以前經營傳統投

                                                      
76 參考：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8%89%E4%BF%A1%E7%90%86%E8%B4%A2%E9%9B%86

%E5%9B%A2，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7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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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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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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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79

 http://www.investmentzen.com/robo-advisors/charles-schwab-intelligent-portfolio，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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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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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mbalib.com/wiki/%E5%98%89%E4%BF%A1%E7%90%86%E8%B4%A2%E9%9B%86%E5%9B%A2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8%89%E4%BF%A1%E7%90%86%E8%B4%A2%E9%9B%86%E5%9B%A2
http://pg.jrj.com.cn/acc/Res/CN_RES/INVEST/2016/1/11/5827140f-c449-47d7-832c-7efaf1972681.pdf
http://pg.jrj.com.cn/acc/Res/CN_RES/INVEST/2016/1/11/5827140f-c449-47d7-832c-7efaf1972681.pdf
http://content.cdn.bb.bbwc.cn/v5/app1/issue_1119/articles/10055672/show-1-1-1119-1401-10055672-1_1.html
http://content.cdn.bb.bbwc.cn/v5/app1/issue_1119/articles/10055672/show-1-1-1119-1401-10055672-1_1.html
http://www.investmentzen.com/robo-advisors/charles-schwab-intelligent-portfolio
http://www.riabiz.com/a/5063459100164096/schwab-grabs-astounding-15-billion-of-robo-assets-in-six-weeks-but-mostly-from-itself
http://www.riabiz.com/a/5063459100164096/schwab-grabs-astounding-15-billion-of-robo-assets-in-six-weeks-but-mostly-from-itself


 

第 41 頁，共 120 頁 

 

資顧問業之優勢，其資產管理規模已順利超越前述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業

的領導者 Wealthfront 及 Betterment。 

依據嘉信理財投資顧問公司（Charles Schwab Investment Advisory, 

Inc. ）於 2016 年 3 月 28日所申報之 ADV 表格，該公司所管理資產之金

額高達 255 億元，並包括 202,262 個全權委託交易管理帳戶，且未提供單

純之投資建議服務，總員工人數為 41位，均從事投資顧問業務（含研究

人員） 81。 

圖 7  Charles Schwab  ADV 表格 

 

（四） 領航投資（Vanguard Group） 

領航投資為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依據該公司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申報之 ADV 表格，該公司係以大型投資顧問業者之身分，向

證管會註冊，該公司所管理之資產金額高達 3 兆美金（美金 

3,238,683,963,404 元），包括 257全權委託交易管理帳戶，並未提供單純

之投資建議服務，員工總人數為 290 位（包括全職與兼職員工），且從

事投資顧問業務之員工人數僅有 190 人（含研究人員）82，其為全球最大

的共同基金供應商及全球第二大的 ETF 供應商。如以領航投資（Vanguard 

Group）所管理之總資產金額及其帳戶數目進行換算，平均每一全權委託

交易管理帳戶之資產金額為美金 12 億元，顯見領航投資（Vanguard Group）

所服務之客戶係金字塔頂端之億萬富豪。 

 

                                                      
81

 參考：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517

39，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82

 參考：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059

58，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51739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51739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05958
http://www.adviserinfo.sec.gov/IAPD/content/ViewForm/crd_iapd_stream_pdf.aspx?ORG_PK=10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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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Vanguard Group  ADV 表格 

 

2015 年 5 月領航投資經過其試營運階段，向大眾推出機器人投資顧

問平台「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Personal Advisor Services」 主要

服務之客群其投資門檻較前述之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為高，其投資門檻

為 5 萬美元。而服務費之收取為投資額的 0.3%
83，其服務特色包括提供

軟體及傳統型人工服務相結合之混合模式，使客戶可以同時享受網路工

具之便利性，同時亦得諮詢專業理財顧問84。 

「Personal Advisor Service」提供之投資組合建議與其他機器人投資

顧問平台以 ETF 不同，投資組合包括其旗下發行之 ETF及共同基金。客

戶可以亦可以藉由傳統投資顧問管理其帳戶，並得使用手機或網站進行

管理。惟領航投資並無實體辦公室，所以客戶與其投資顧問之聯繫需透

過電話、電子郵件及視訊85。 

因為領航投資原本即為佔業界領導地位之資產管理公司，故推出此

一服務降低原本以人工服務方式所收取之服務費，將低投資門檻，吸引

許多人使用 Personal Advisor Service，資產管理業者投入機器人投資顧問

平台，較其他原有業者更具有吸引高淨值投資者之競爭力。 

 

 

 

                                                      
83

 https://www.nerdwallet.com/blog/investing/vanguard-personal-advisor-services-review/，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84

 參考：

http://content.cdn.bb.bbwc.cn/v5/app1/issue_1119/articles/10055672/show-1-1-1119-1401-10055672

-1_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85

 https://investorjunkie.com/43352/vanguard-personal-advisor-service-review/，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s://www.nerdwallet.com/blog/investing/vanguard-personal-advisor-services-review/
http://content.cdn.bb.bbwc.cn/v5/app1/issue_1119/articles/10055672/show-1-1-1119-1401-10055672-1_1.html
http://content.cdn.bb.bbwc.cn/v5/app1/issue_1119/articles/10055672/show-1-1-1119-1401-10055672-1_1.html
https://investorjunkie.com/43352/vanguard-personal-advisor-servic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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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從上述介紹與說明可知，美國前四大機器人投顧業者（包含傳統投

資顧問業，但亦提供機器人投顧之服務者），所管理之資產總額至少有

30 億美金以上（Wealthfront），相當於一千億以上新台幣，比我國上市

上櫃股票交易市場一天成交之金額還要高；尤其，前四大機器人投顧業

者所提供者，均為全權委託交易管理帳戶，並未提供單純之投資建議服

務。另外，前四大機器人投顧業者所聘用從事投資顧問業務之員工人數，

少則 8位（Betterment），最多亦僅有 190 人（Vanguard Group），如以

Betterment 為例，該公司僅有 8位從事投資顧問業務之人員，卻可管理美

金 40億元以上之資產，換言之，機器人投顧業者具有「無實體服務」之

特性，在員工人數這一點表露無遺，業者無須配置通路人員，亦無需負

擔建置通路之成本。 

三、 機器人投資顧問相關法令及管理措施 

依前述 Bloomberg 之報導，至 2016 年底，美國機器人投顧業者所管

理之資產規模將達到 3千億美元，如預估至 2020 年底，機器人投顧業者

所管理之總資產則將高達 2.2 兆美元，面對逐年成長之機器人投顧市場，

聯邦政府之主管機關證管會（SEC）究應如何因應此一風潮？ 

關於機器人投顧於美國之歷史發展，其實與網際網路之開放與電腦

科技之興起，具有相當大關連性。蓋網際網路在美國原本係供軍事與學

術研究所使用，但於 1995 年 4 月 30 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und）所建立之 NSFNET 關閉，網際網路正式開放供一般公眾使

用，因而促使通訊科技蓬勃發展86。 

為因應 1990 年代電腦科技與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之發展，證管會（SEC）於 1997 年曾作成一

份提呈國會之報告（Report to the Congress: The Impact if Recent 

                                                      
86

 See SHARON K. BLACK, TELECOMMUNICATIONS LAW IN THE INTERNET AGE, at 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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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Advances on the Securities Markets），就當時新興科技對證

券市場之影響進行研究。87報告中認為網際網路之使用日益普及，且新興

電腦科技與電子通訊系統促使資訊得以大量而快速地流通於投資顧問業

者與投資人之間，證券業者紛紛利用網際網路，架設網站、設計資產分

配之軟體程式，而投資顧問業者遂效法其他證券業者，利用新興電腦科

技架設網站、於網站上提供線上投資建議服務（on-line investment advice），

並且於網站上以此為噱頭進行廣告與行銷88。換言之，投資顧問業者於

1990 年代開始於其網站上提供線上投資建議之服務，堪信為機器人投顧

之濫觴。 

又美國法對於投資顧問之規範，主要為 1940 年「投資顧問法」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以下稱「本法」），本法在立法體系

上為美國聯邦政府自 1933 年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1934 年證

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1940 年投資公司法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最後所通過與證券相關之法律，自此

美國法有關證券法律之體系，始告完備。 

顧名思義，1940 年投資顧問法係以「投資顧問」（Investment Adviser）

作為規範主體，因此投資顧問之定義及範圍，原則上便決定了投資顧問

法之適用範圍，但並非所有符合投資顧問定義之事業，均應適用投資顧

問法，因此投資顧問法就投資顧問之範圍另設有除外規定，將若干符合

投資顧問定義之事業，排除投資顧問法之適用，例如證券商（broker-dealer），

縱有提供投資建議並收取報酬之行為，並無投資顧問法之適用，仍應適

用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律之規定。 

又美國係聯邦制的國家，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對於投資顧問均有管轄

權，故投資顧問在美國設有雙重管制機制（Dual Regulatory Scheme），

投資顧問必須向聯邦政府之證管會與各州政府之有權管轄機關申請註冊，

                                                      
87

 SEC, Report to the Congress: The Impact if Recent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n the Securities 

Markets，https://www.sec.gov/news/studies/techrp97.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88

 Id. 

https://www.sec.gov/news/studies/techrp97.htm


 

第 45 頁，共 120 頁 

 

同時受到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管轄，雙重管轄機制不僅增加投資顧問業

者之法令遵循成本，亦造成證管會相當大工作負擔。因此，於 1996 年國

會通過全國證券市場改革法（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s Improvement Act 

of 1996, “NSMIA”），1997 年通過投資顧問監督協調法（Investment 

Advisers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Act），立法劃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對於

投資顧問之管轄權限，自此之後，投資顧問僅需於聯邦政府或州政府之

間「擇一」註冊，無需同時向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申請註冊，對投資顧問

建構一更有效率的監督管理機制，亦同時減輕證管會對於投資顧問之行

政管理負擔。89
 

（一） 投資顧問之定義與規範範圍 

如前所述，投資顧問之內涵與外延，原則上決定投資顧問法之適用

範圍，投資顧問之註冊，則涉及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就投資顧問之管轄權

分配。以下分就投資顧問之定義與申請註冊之規定，分別進行說明。 

1. 投資顧問之界定與排除 

投資顧問法所規範之投資顧問，係指為收取報酬，直接或間接以書

面方式，從事對他人提供有關證券價值或其投資買賣建議之業務，或發

行有關證券之分析或報告，並以之為其部分經常性業務之人90。換言之，

投資顧問之構成要件，有下列三點：(1)就有價證券提供建議或發行關於

有價證券之報告或分析；(2)以從事上開服務為營業；(3)提供服務藉以換

取報酬。 

除此之外，投資顧問事業依該法第 202 條第(a)項第(11)款本文之規定，

亦得為客戶為投資、購買或出售有證券，以收取報酬91。因此，投資顧問

事業除得與客戶簽訂證券投資顧問契約，而為投資分析及提供投資顧問

意見外，亦可受託為其客戶管理帳戶之委託投資資產，而辦理全權委託

投資業務。 

                                                      
89

 See Jeffrey J. Haas & Steven R. Howard, INVESTMENT ADVISER REGULATION IN A 

NUTSHELL, at 55, (2008). 
90

 Id. 
91

 Investment Advisors Act of 1940, Sec. 202(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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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符合前開投資顧問之定義，但投資顧問法於 Section 202(a)(11)仍列

舉六種情形，將具備下列六種身份之一者，排除投資顧問法之定義92： 

(1) 依據 1956 年銀行控股公司法定義下之銀行或任何銀行控股公司，且非

投資公司者。 

(2) 任何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或教師，就顧問之服務僅係附帶於（incidental 

to）其專業服務者。 

(3) 任何經紀商或自營商，就顧問之服務僅係附帶於業務之行為，且就該

服務未收取特別報酬（special compensation）。 

(4) 任何善意（bona fide）報紙、雜誌或一般且定期出版之商業或財務刊

物之出版商。 

(5) 任何人所為之建議、分析或報告僅係有關美國政府之直接義務，或由

美國政府就其本金或利息負有保證義務之證券；或經財政部依據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3條第 a 項第 12款指定屬於豁免證券，且係由與美國

政府有直接或間接利益的公司所發行或保證之證券。 

(6) 其他由證管會以法規、規則或指令指定之其他非屬投資顧問者。 

一旦被排除於投資顧問之定義，該等身份之人即無投資顧問法之適

用，且各州政府亦不得將各州有關投資顧問之法律適用於該等身份之

人。 

雖然有部分業者會持有 CFP（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認證理財規

劃顧問）或 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國際特許財務分析師）之

證照，但是無論是聯邦法或州法均未要求投資顧問應持有該等證照93。 

2. 投資顧問之註冊與豁免（Exemption） 

                                                      
92

 美國證券市場相關制度，http://libsvr.sfi.org.tw/torica97web/download/America99.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93

 Investment Advisers: What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Choosing One，
https://www.sec.gov/investor/pubs/invadvisers.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libsvr.sfi.org.tw/torica97web/download/America99.pdf
https://www.sec.gov/investor/pubs/invadvise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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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述投資顧問之定義，且並未被排除於投資顧問法之適用範圍

者，即應擇一向證管會或州政府申請註冊。聯邦政府（證管會）與州政

府之間，對於投資顧問之管轄權劃分，原則上係以投資顧問所「管理資

產」（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之金額，作為管轄權劃分之初

步依據，將投資顧問業者劃分為小型、中型與大型投資顧問。 

(1) 管理資產（AUM）之金額： 

a. 小型投資顧問（Small Advisers）：管理資產金額未達美金 2500 萬元，

原則上應向州政府申請註冊，除非有例外規定之情形，否則即不得向

證管會。 

b. 中型投資顧問（Mid-Sized Advisers）：管理資產為美金 2500 萬元以

上、1億 1000 萬元以下者，除別有例外規定外，原則上亦應向州政府

申請註冊。若管理資產為 1 億元以上至 1 億 1000 萬元以下之投資顧

問，得選擇向證管會或向州政府申請註冊，自行決定受聯邦政府或州

政府之管轄。 

c. 大型投資顧問（Large Advisers）：除非有豁免註冊規定之適用，原則

上管理資產超過 1億 1000萬元之投資顧問，即應向證管會申請註冊。 

(2) 豁免註冊（Exemption from Registration） 

從事投資顧問者，除部分豁免註冊之例外情形，需遵守相關之規範

並向證管會申請註冊，以保護投資人。符合豁免註冊者，仍必須遵守投

資顧問法中若干對投資顧問之實質規範，例如投資顧問法第 206 條禁止

投資顧問於從事顧問業務時，對客戶詐欺、欺騙或操縱的行為等，該禁

止詐欺之規定於豁免登記投資顧問亦適用之。惟投資顧問必須保存工作

書冊與紀錄、與客戶締結投資顧問契約等義務，則不適用於豁免登記之

投資顧問。下述之人，得豁免註冊為投資顧問94： 

                                                      
94

 美國證券市場相關制度，http://libsvr.sfi.org.tw/torica97web/download/America99.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http://libsvr.sfi.org.tw/torica97web/download/America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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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州內投資顧問」（Intrastate Advisers）：若投資顧問之所有客戶

與其主事務所和營業所，均在同一州境內，且其所提供之投資建

議或所發行之分析或報告，並未涉及全國性之上市有價證券或於

全國之證券商營業處所進行交易之有價證券者。 

② 保險公司之投資顧問（Advisers to Insurance Companies Only）：

因保險公司係依州政府之管轄，因此任何投資顧問，若其客戶均

為保險公司，亦僅有保險公司為其客戶者，即豁免註冊。 

③ 私人投資顧問（Private Investment Advisers）：任何投資顧問之客

戶數量，於過去 12 個月中少於 15 位，且並未對外表示其為投資

顧問，亦未作為依本法登記為投資公司或依本法被選定為商業開

發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company）之投資顧問。 

④ 公益組織（Charitable Organization）：依 1940年投資公司法第 3

條(c)(10)(D)定義下之慈善組織，或為該慈善組織之受託人、董事、

重要職員、員工或志工，依其受雇或責任範圍內，且其顧問、分

析或報告僅提供予下列之人： 

a. 該慈善組織； 

b. 依 1940 年投資公司法第 3條(c)(10)(B)定義下所排除的基金； 

c. 1940 年投資公司法第 3 條(c)(10)(B)所描述之信託或捐贈工具

（donative instrument），或該信託或捐贈工具之受託人、管理

人、信託創立人（settlor）或受益人。 

⑤ 教會計畫（Church Plans）：任何依據 1986 年內地稅法第 414 條

(e)所描述之計畫，或任何符合建立或維持前述內地稅法計畫之人

或主體，或該計畫之受託人、董事、重要職員、員工或志工，若

該等人或主體，依其權限，僅對依據 1940 年投資公司法第 3 條

(c)(14)排除於投資公司定義下之計畫、人、主體、公司或基金，

提供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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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期貨交易顧問（Commodity Trading Advisers）：任何向期貨交易

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登記之期貨交

易顧問，且其業務主要並不包括依該法定義下之投資顧問業務（如

本法第 202 條(a)(11)之定義），且並未作為依該法登記之投資公

司或被選定之商業開發公司之投資顧問。 

3. 網路投資顧問（Internet investment advisers） 

2003年證管會頒布投資顧問法之新豁免規則95，新增「規則 203A-2(f)」

有關網路投資顧問（Internet investment advisers）之規定。所謂網路投資

顧問係指：「完全經由互動網站（interactive websites）而提供投資建議予

客戶之投資顧問，但以其他方式提供客戶投資建議予之人數，於過去 12

個月，少於 15 人者，亦屬之。」96又所謂的互動網站則係指：「以客戶經

由網站所提供之個人資訊為基礎之電腦軟體模型或應用程式（computer 

software-based models or applications）之網站。」97，換言之，投資顧問

規則 203A-2(f)有關網路投資顧問之規定，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得予以援

用而向證管會申請註冊。然而，規則 203A-2(f)之制訂，事實上僅處理網

路投資顧問（機器人投顧業者）之管轄問題，亦即應歸屬於證管會（SEC）

之管轄，但是，對於網路投資顧問（機器人投顧）究應如何進行全面性

管理，規則 203A-2(f)並非一套完整之規範架構。 

(1) 立法背景 

證管會認為 1996年全國證券市場改革法之立法意旨係為劃分聯邦政

府與州政府之管轄權限，區分投資顧問之業務性質究係具有全國性業務，

抑或僅為地區性業務，並以管理資產 2500 萬美元作為劃分標準。但是，

網路投資顧問係經由互動網站提供客戶投資建議，亦即客戶瀏覽網站、

並回答網站所詢問有關其個人財務與投資目標等問題，投資顧問之電腦

                                                      
95

 Rule 203A-2(e). Exemption for Certain Investment Advisers Operating Through the Internet,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2091 (Dec. 12, 2002)，

https://www.sec.gov/rules/final/ia-209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96

 17 CFR 275.203A-2(f)(1)(i).  
97

 17 CFR 275.203A-2(f)(2). 

https://www.sec.gov/rules/final/ia-20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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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則據以處理、分析客戶回答之問題，並提供每位客戶個別之投

資建議。 

網路投資顧問之客戶可能來自於美國境內之任何一州、於任何時間

獲取投資建議，換言之，網路投資顧問並無主要營業地區，所為投資建

議服務之範圍亦未限於各州當地區域；並且，網路投資顧問未必會為其

客戶管理資產，所管理資產之金額亦未必高於美金 2500 萬元之門檻，證

管會遂制訂此一規則，故網路投資顧問得自行選擇向聯邦之證管會或向

州政府申請註冊。 

(2) 互動網站 

規則 203A-2(f)規定，網路投資顧問提供投資建議服務之方式，僅限

於經由互動網站而提供。因此，投資顧問若僅係利用網站作為行銷工具，

或係以網路作為與客戶之聯絡管道者，均非網路投資顧問。又網路投資

顧問不得利用員工解釋或擴張網路網站所提供之投資建議；倘若係經由

互動網站以外方式而提供投資建議者，於過去一年內所服務之客戶數，

不得超過 15人，亦即「非網路客戶」（Non-Internet Clients）之人數不得

超過 15 人，於此一情形仍可構成網路投資顧問98。 

例如在 2011 年證管會與業者 RetireHub 的處分案中，受處分人

RetireHub雖然以網路投資顧問之名義向證管會申請註冊為網路投資顧問，

但事後查明，RetireHub 並未完全透過互動網站而提供投資建議之服務，

且 RetireHub 招募校園業務人員代為向學校的行政人員提供投資建議，以

此方式被服務之客戶人數亦超過 14 人之法定上限，從而被控就所申請註

冊文件（ADV 表格）之重要內容有不實陳述或對重大事項有隱匿99。  

4. 如何註冊（ADV 表格） 

                                                      
98

 有論者認為此為網路投資顧問之「排他性」，要求投資建議之提供必須完全地經由一互動網

站，但允許在過去 12個月中，以其他方式提供 15個以下客戶理財建議。Are You an ‘Internet 

Adviser?’ A 10 Year Old SEC Rule Predated Robo-Advisors.，

http://www.thinkadvisor.com/2014/08/07/are-you-an-internet-adviser-a-10-year-old-sec-rule，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99

 See Retirehub, Inc., Advisers Act Rel. No. 3337 (Dec. 15, 2011). 

http://www.thinkadvisor.com/2014/08/07/are-you-an-internet-adviser-a-10-year-old-sec-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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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顧問向 SEC 登記時，應填具 ADV 表格（Uniform Application for 

Investment Adviser Registration, Form ADV），此表格分為兩部份，表格

第一部份包含申請者資料、證管會之登記、組織型態、營業受讓情形之

有無、關於顧問業務之相關資訊、其他業務活動、從事金融業的關係企

業、對客戶交易之參與或利益、保管客戶財產的情形、對申請人有控制

權人之資訊、揭露資訊、是否屬於小型企業等。表格第二部份又稱為小

冊子規則（the brochure rule），為對客戶揭露最低限度之規定，其揭露內

容包含顧問服務及費用、客戶類型、投資類型、分析方法、資料來源、

投資策略、教育、營業之標準及背景、其他營業活動、其他金融企業活

動及關係企業、客戶交易之參與或利益、帳戶管理之狀態、帳戶審查、

投資或經紀業務處理權限、其他的補償規定等。 

在該表格第 1A 部份第 2A 項，申請者應勾選其申請之身分。其中，

第 11 款即為網路投資顧問，在 2016 年 1 月 4 日證管會公布之已登記投

資顧問報告中，登記為該款者有 107 家100。 

（二） 投資顧問對客戶之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ies to Clients） 

投資顧問法所規範者乃投資顧問與其客戶間的信賴關係，並致力避

免或減少投資顧問與其客戶之間可能產生之利益衝突101。 

美國法認為投資顧問對於客戶負有一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ies to 

Clients），因為投資顧問與客戶間具有一定之信賴與信任關係（trust and 

confidence），從而受託義務即為投資顧問與其客戶間關係之核心。受託

義務雖然源自於普通法上有關於代理法與信託法之法理，1940 年投資顧

問法對於投資顧問之受託義務雖無明文，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係於

1963年之SEC vs. Capital Gains Research Bureau, Inc.
102一案中予以確立，

                                                      
100

 美國之機器人投資顧問公司可能因符合他款，而以別款進行申請，例如 Wealthfront 及

Betterment 均是以第一款之大型投顧公司（large advisory firm）進行登記。大型投顧公司係指

其受監理之所管理資產大於美金 1 億元，或最近一次向 SEC 所為年度申報中，其受監理之所

管理資產大於美金 0.9億元者。 
101

 See Haas & Howard, supra note 93, at 1-3. 
102

 375 U.S. 180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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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經由法律的運作，投資顧問法第 206 條課予投資顧問對其客戶負

有受託義務。 

本案之被上訴人（Capital Gains Research Bureau, Inc.）係依據 1940

年投資顧問法向證管會註冊在案之投資顧問，被上訴人會定期發表名為

「資本利得報告」（A Capital Gains Report）之投資建議，每月定期寄送

予約 5000 位訂閱者，訂閱者需繳付一定年費。被上訴人於 1960 年 3 月

至 11月間，於提供投資建議並寄送報告予訂閱者前之短暫時間內，曾先

後六次以其自有資金與帳戶，先行購買其所推介之特定股票，嗣於投資

建議寄達訂閱者後數日，於該檔股票之股價上漲、交易量亦一併增加之

際，被上訴人「旋即」出售其先前買進之股票，因而獲取相當之利潤，

上開行為態樣即所謂之「搶帽子」（Scalping）103行為。然而，被上訴人

卻從未向其客戶或潛在客戶揭露此一交易，證管會於事後得知，乃向地

區法院聲請強制令（Injunction），要求法院命被上訴人於任何未來的投

資報告發表前，如有先行購買所推介股票之行為者，均應揭露此一事實；

並且，若於投資建議發送後，若旋即出售所推介之該檔股票者，亦應揭

露其出售之意圖。 

證管會向地區法院聲請強制令，卻遭地區法院予以駁回，案經上訴

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亦遭全院法官以 5:4 予以駁回，理由則以證管會並

未證明該投資建議之內容有任何虛偽、不實或誤導之情事，而後證管會

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並經最高法院予以受理，最終之判決結果為

最高法院作成有利於證管會之認定，並撤銷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之判

決，並將全案發回地區法院重新審理，證管會最後終於獲得勝訴判決。 

最高法院審視當初投資顧問法立法前之兩件歷史文件，進行歷史解

                                                      
103

 本件判決涉及投資顧問之「搶帽子」（Scalping）行為，類似「先跑」（Front Running）行

為，亦即證券商、期貨商或證券、期貨顧問事業，在推介客戶買進或賣出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

契約之前，已先行買進或賣出放空，即先行上轎之後，再透過被抬轎之方式，短時間鬧價格達

到一定之價位時，先行賣出或買進，以賺取利益。關於先跑行為（Front Running）可以參考郭

土木著，「證券及期貨先跑行為法律責任之探討」，收錄於氏著「證券交易法論著選輯」，初

版，第 377-404 頁，民國 10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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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第一份為證管會於投資顧問立法前，就證券投資信託與投資公司所

進行之研究報告，另一份資料則為國會於立法過程之聽證紀錄。就證管

會所為之立法研究報告，證管會認為投資顧問之基本功能在於提供客戶

個人化、專業化（competent）、中立化（unbiased）且持續性的投資管理

建議，並且此一任務非除去投資顧問與其客戶間所有的利益衝突，恐將

難以達成。 

投資顧問應秉持公正（impartial）且無私（disinterested）之立場，將

時間與精力從事投資研究、以提供諮詢服務，且投資顧問所獲得之對價，

僅能因其提供投資建議而獲得之勞務報酬而已，因此投資顧問不得與其

客戶分享獲利，亦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任何可能有損提供中立的投資建

議之能力；這些要求的目的就是為了達成公眾所期待與需要之高標準，

減少投資顧問與客戶間利益衝突，以捍衛非專業投資大眾之權益及善意

之投資顧問。最高法院認為投資顧問一方面向投資大眾提出投資建議，

另一方面並以其個人名義買賣所推介之有價證券者，其所為之投資建議

可能並非本於該有價證券價格之長期走勢上漲，而係本於該有證券價格

短期價格上漲之效果，從而投資人有權得知此一利益衝突之情事，並自

行評估其動機。 

由上述之標竿判決（leading case）可知，美國最高法院及該判決背

後之美國法思維，對於投資顧問之基本教義可歸納如下： 

1. 投資顧問對其客戶負有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投資顧問與其客

戶之間，具有高度之信賴與信任關係，投資顧問應以最大之善意

（utmost good faith）為客戶提供最專業之投資服務； 

2. 投資顧問之基本功能在於提供客戶個人化、專業化、客觀中立之投資

服務； 

3. 藉由受託義務之規範，對於投資顧問課予相當高之道德標準與從業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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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堅持投資顧問應保持客觀與中立、避免利益衝突，且應致力從事研究，

以提供最專業之投資服務，以保護投資大眾之權益。 

然而，機器人投顧全然無須自然人之參與與協助，投資人可獨立於

線上完成操作，並經由演算法之運算而作成投資建議。則「電腦」（指

機器人投顧）該如何履行受託義務？如何維持其高道德標準與從業標準？

如何確保電腦所提供之「投資服務」，確屬個人化與專業化之投資建議？

係為客戶量身訂作？ 

證管會（SEC）主任委員 Kara M. Stein 於 2015 年 11月 9 日，在哈

佛法律學院進行演講，認現行為法令規範對機器人投資顧問運作之最大

挑戰就是在於受託義務（fiduciary duty）104。Stein 在演說中指出，受託

義務之本質上係指投資顧問應避免利益衝突，且不得因客戶之信任而獲

取不正利益；但是，該等概念均是針對自然人之投資顧問而衍生，因此

受託義務對於機器人投資顧問而言究竟係何所指？是否有需要加以調整？

如何以現行法令加以規範？或者，應制定新法加以規範105？均是應加以

思考的問題。 

（三） 適合性（Suitability）原則 

美國證管會（SEC）於 1994 年曾提出規則 206 之修正草案（Rule 

206(4)-5），明定投資顧問負有提供適合性投資建議予客戶之義務，但因

故證管會（SEC）嗣後卻主動放棄此一修法提案，更對外聲明日後亦不再

推動適合性義務明文化之修法提案；然而，規則 206 有關投資顧問之適

合性義務，雖未完成立法，但投資顧問對其客戶負有提供適合性投資建

議之義務，並無爭議，證管會（SEC）仍藉由投資顧問法第 206 條之反詐

                                                      
104

 Surfing the Wa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 Remarks at Harvard Law School’s 

Fidelity Guest Lecture Series.，

http://www.sec.gov/news/speech/stein-2015-remarks-harvard-law-school.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05

 Surfing the Wav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 Remarks at Harvard Law School’s 

Fidelity Guest Lecture Series.，

http://www.sec.gov/news/speech/stein-2015-remarks-harvard-law-school.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www.sec.gov/news/speech/stein-2015-remarks-harvard-law-school.html
http://www.sec.gov/news/speech/stein-2015-remarks-harvard-law-sch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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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條款之執法，而要求投資顧問應提出適合投資建議予客戶106。 

 又證管會（SEC）於起草規則 206 修正草案時，自承曾參考證券商

對其客戶之適合性義務，為求研究資料之完整與全面，本研究乃先就證

券商之適合性原則進行初步介紹。 

1. 證券商（Broker-dealer）提供投資建議之適合性原則 

如前所述，依 1940 年投資顧問法之規定，證券商因附隨其證券本業

而提供客戶投資建議，免除（exempt）投資顧問法之適用，故證券商提

供客戶投資建議之業務，應回歸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之規範。 

美國法就證券商對其客戶所負之適合性義務，係依據「招牌理論」

（Shingle Theory）所建立，亦即當證券商對外懸掛「招牌」、表明其為

證券商者，即「默認」未來將以公平（equitable）與專業（professional）

方式從事證券業務107。因此，依「招牌理論」證券商一旦提供投資建議

予客戶，將被視為該證券商默認其對於所推介之有價證券具有適當資訊

足以成為其從事推介之依據；從而，證券商對其投資建議應具備一定事

實基礎與合理之意見，據以形成其投資建議。 

(1) 認識有價證券之義務（“know the security” obligation） 

依招牌理論，證券商提供客戶投資建議，即默認對所推介之有價證

券具有相當之瞭解，且其所提出之投資建議具有相當之事實根據；因此，

證券商對其所推介之有價證券，若無實際之認知與相當之瞭解，自不得

推介予客戶。換言之，證券商默認對於所推介之有價證券曾為完整之調

查與瞭解，此即為「認識有價證券」之義務。 

(2) 認識客戶之義務（duty to know your customer） 

認識客戶之義務係源自於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之反詐欺條款，要求證

券商提供投資建議時，所推介之有價證券與該客戶之投資目標應為一致，

                                                      
106

 See MLC Limited 1997 WL 408759 n.2 (SEC No Action Letter July 21, 1997). 
107

 See Thomas Lee Haze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670 (Revised 5
th

 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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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適合於該客戶所投資。惟證管會（SEC）對於證券商之認識客戶義務，

並未予以明文，而係委由自律團體之內規進行規範，例如全國證券商公

會（NASD）即有所謂的適合性規則。 

2. 投資建議之適合性原則 

美國證管會（SEC）原擬新增之規則 206 之修正草案，就第 4 項有關

於適合性原則規定如下108： 

「任何投資顧問若無下列情事而逕行提供任何客戶投資建議者，應構成投

資顧問法第 206 條第 4 項所規定之欺騙（fraudulent）、詐欺（deceptive）或操

縱（manipulative）之行為、業務與營業；但所提供者為非個人化之諮詢服務

（impersonal advisory services），不在此限。（1）於提供投資建議前，並於提

供後之適當時點，就客戶之財務狀況、投資經驗與投資目標進行合理之調查

（reasonable inquiry）；且（2）合理認定所為之投資建議適合於該客戶。」 

依據上述規定可知，證管會（SEC）認為投資顧問之適合性原則，應

有下列二項義務，分別為「調查義務」（Duty to Inquire）與「僅能提供

具適合性建議之義務」（Duty to Give Only Suitable Advice），謹說明如

下： 

(1) 適用範圍 

依據規則 206 修正草案業已揭明，適合性原則並不適用於非個人化

諮詢服務（impersonal advisory services），所謂非個人化諮詢服務，則係

指 (a) 藉由書面資料或口頭聲明而提供之投資建議，但該書面資料或口

頭聲明非以達成特定人或特定帳戶之目標或需求而目的； (b) 經由發行

統計資訊所提供之投資建議服務，但該統計資料並未內含就特定有價證

券之投資成果所為之意見109。 

(2) 「調查義務」（Duty to Inquire） 

                                                      
108

 See Suitability of Investment Advice Provided by Investment Advisers,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Release No. 1406 (Mar. 22, 1994). 
109

 § 275.206(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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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 206 之修正草案要求投資顧問於提供投資建議之前，就客戶之

財務狀況、投資經驗、與投資目標，應進行合理之調查，且於投資建議

提供之後，應定期更新客戶的資訊，以適時調整其投資建議，至於調查

之範圍則應就個案而定。 

(3) 「僅能提供具適合性建議之義務」（Duty to Give Only Suitable Advice） 

依據規則 206 修正草案，投資顧問僅得提供具適合性之投資建議予

客戶，是否具備適合性，應就客戶所有之資產組合進行判斷。適合性原

則要求投資顧問除了應認識客戶（know his client）之外，還必須認識產

品（know his product），倘若投資顧問並未實際瞭解其客戶，或未實際

瞭解其所推介之金融產品者，即違反適合性原則。倘若投資人並未提供

該等資訊或甚至有誤導投資顧問之情事者，投資顧問自無違反適合性原

則。 

(4) 文件保存 

投資顧問應保存或記載完整的詢問清單，以及其他曾詢問客戶的問

題紀錄或自客戶取得之資料，供證管會日後進行適合性之審查。 

基於投資顧問與客戶間具有高度之信賴關係，投資顧問理應本於忠

實義務為客戶量身訂作專業化與客製化之服務，提出符合適合性原則之

投資建議，以維護客戶之權益。然而，機器人投顧並無自然人可從旁協

助客戶操作，則機器人投顧應如何履行原本投資顧問之調查義務與認識

客戶之義務，如何才能確保機器人投顧所提供之投資建議確實符合適合

性原則，以確保客戶之權益？ 

美國勞工部容許電腦模型所提供之投資建議得適用於供員工退休金

帳戶美國 1974 年之員工退休收入保障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ERISA）第 3條規定，任何人為賺取手續費或其他補償，而

提供直接或間接與退休計畫之貨幣或其他資產相關之投資建議者，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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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fiduciary） 110，第 406 條則規定除第 408 條別有規定外，受託

人原則上不得為自己的利益或以自己的帳戶與員工退休計畫進行資產交

易或其他有利益衝突之交易111，亦即第 406 條原則上禁止受託人與退休

計畫之參與人間從事利益衝突之交易。然而，國會於 2006 年通過退休金

保護法（Pension Protection Act of 2006），修正員工退休收入保障法第 408

條規定，受託之投資顧問之投資建議，如係經由一「適格投資建議安排」

（an eligible investment advice arrangement）所提供者，即不受第 406 條

利益衝突交易禁止之規定112。 

所謂的「適格投資建議安排」，其中一種態樣即為符合特定條件電

腦模型所安排之交易，另依據勞工部（The Department of Labor）於 2011

年 10月所發布之規則，上開電腦模型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13： 

(a) 該電腦模式之設計與運作必須適用一般公認投資理論，以考量不

同金融資產於特定期間之歷史風險與報酬。 

(b) 應將投資管理，及其他與提供投資建議有關之手續費或其他費用

一併納入考量。 

(c) 適當評比用以預估投資選項未來收入之各要素。 

(d) 要求退休計畫之參與人或受益人提供有關年齡、時限（例如，平

均餘命、退休年齡）、風險耐受度、目前投資狀況、其他資產或

其他收入來源、投資偏好等資料，並於所提供資料之範圍內，利

用該等資料；但是電腦模型得要求提供或將其他參與人或受益人

所提供之額外資訊一併納入考量。 

(e) 使用適當之客觀標準以提供資產分配組合。 

換言之，勞工部容許電腦模型所提供之投資建議得適用於供員工退

                                                      
110

 29 U.S. 1002(21)(A)(ii). 
111

 29 U.S. 1106. 
112

 29 U.S. 1108(g)(1). 
113

 29 CFR 2550.408g-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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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帳戶，甚至就符合特定條件電腦模型所安排之交易，予以放寬利益

衝突之限制。 

（四） 美國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對投資人利用機器人投顧之提醒注意事

項 

揆諸前開說明，隨著金融科技（Fintech）成為潮流趨勢，機器人投顧

逐漸深入日常人民的投資理財活動，雖然美國聯邦證券管理部門尚未訂定

機器人投顧管理之專法或專章，而係散見於各相關法令規定（例如，網路

投資顧問、特定電腦模型所提供之投資建議），顯見美國聯邦政府就機器

人投顧之管理政策亦尚未形成具體共識。但是就投資人保護而言，聯邦政

府機關與州政府相關證券主管機關卻已針對投資人保護發表各自觀點與

建議，顯見投資人保護毋寧是建立機器人投顧管理制度之首要任務114。 

美國證管會（SEC）與金融監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Inc., FINRA）於2015年5月8日聯名發表一份對投資人之警告函，

列舉並提醒投資人於運用「自動化投資工具」（automated investment tool）

前，應行注意之事項，以保障自己之權益，略述其內容如下115。 

1. 投資人於使用前（或投資前）應詳閱服務契約或其他相關公開揭露資

訊 

美國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提醒投資人應先審閱機器人投顧所揭露之

所有相關文件，瞭解其內容、條款，例如有關於使用機器人投資顧問服

                                                      
114

 加拿大安大略省證券委員會(Ontario Securities Commission, 以下簡稱「OSC」)於 2015年 9

月 29日亦發布一份名稱為「『機器人投顧』：線上投資顧問」 (“Robo-adviser”: online investment 

advisers)之投資人新聞，其目的亦在提醒投資人於使用「線上投資顧問」時之應行注意事項；

但此份投資人新聞所指之「線上投資顧問」，非指完全自動化之機器人投顧，而係「混合模式」，

指自然人投資顧問使用線上工具之情形。上開投資人新聞提醒投資人應注意，線上投資顧問所

使用之硬體設備及其安全性，投資人應先確定個人電腦、行動或手持裝置有無網路連線得以連

結；投資人能否接受使用網路於線上購買產品或服務；投資人應透過安全的場所與設備透過網

路上連結、進入其個人投資帳戶。此外，線上投資顧問業者及其負責人之適格性與專業性亦為

投資人於選擇線上投資顧問委託其投資管理之前，應篩選適格且信譽卓著之投資顧問業者，並

應檢視該投顧經營者之適格性與專業經驗。《“Robo-adviser”: online investment advisers》，

http://blog.getsmarteraboutmoney.ca/guide-to-online-investment-advisors，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15

 Investor Alert: Automated Investment Tools，

https://www.sec.gov/oiea/investor-alerts-bulletins/autolistingtoolshtm.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blog.getsmarteraboutmoney.ca/guide-to-online-investment-advisors
https://www.sec.gov/oiea/investor-alerts-bulletins/autolistingtoolsht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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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手續費或其他費用、終止契約之條件、以及資產變現所需時間，以

確保權益。 

2. 投資人應認知投資工具有其內在限制，包括系統或程式之基本假設 

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提醒，投資人應體認系統本身有其限制與重要

基本假設，但假設可能與事實不符，或未必與個案情節相符。例如，若

機器人投顧預期未來利率呈上升趨勢，但市場上利率水準依然偏低，則

系統之假設便與現實不符。 

3. 投資人應理解機器人投顧之產出直接繫於投資人系統要求提供或投資

人所提供之資訊 

美國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提醒投資人，機器人投顧系統所列的問題

清單，將限制或影響投資人所提供之資訊內容，而投資人所提供資訊則

直接影響系統之產出結果（即投資建議）。因此，若系統所詢問之問題

不明或投資人不解其意，應立即詢問機器人投顧業者。投資人亦應注意

系統所列問題可能會過於一般化、模糊或有誤導之虞，甚至可能誘導投

資人選擇系統所預設之選項。 

4. 投資人應注意系統之產出未必符合投資人個人的財務需要或目標 

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認為機器人投顧因無法評估特定投資人之所有

情況與環境，例如，年齡、經濟狀況與財務需要、投資經驗、其他資產、

稅務概況，承受風險之意願，投資回收期間長短、現金需求，與投資目

標等等，從而機器人投顧所提出之投資建議未必適於個別投資人。例如，

系統可能僅考量投資人之年齡，卻未考量投資人於投資後一段時間可能

有購買不動產之計畫；或系統並未考量投資人之投資目標可能改變，而

未能做相應之調整。 

以上第 3 點及第 4 點美國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所提出提醒投資人注

意之事項，無非係針對機器人投顧所提供之投資建議或推介之金融產品，

能否符合投資人之需求與投資目標，與適合性原則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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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 

美國證管會與金融監管局建議投資人留意機器人投顧之系統可能蒐

集其他與投資目的無關之個人資料；並提醒投資人勿隨便提供個人之銀行

帳號、信用卡資料、密碼、社會安全碼或其他個人識別資料於網站上。 

 

（五） 麻薩諸塞州對機器人投顧之政策聲明 

美國自1997年投資顧問監督協調法（Investment Advisers Supervision 

Coordination Act）立法之後，投資顧問得於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擇一註

冊，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就投資顧問各有其管轄權限。基於州政府對於投資

顧問之管轄權，麻薩諸塞州（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以下簡稱

「 麻 州 」 ） 於 2016 年 4 月 1 日 發 表 一 份 政 策 聲 明 （ Policy 

Statement—Robo-Advisers and State Investment Adviser Registration） 116，

指出以當前機器人投顧之系統架構，「完全自動化之機器人投顧」（fully 

automated robo-advisers）本質上可能無法履行於麻州註冊投資顧問所負之

受託義務117；因此，麻州政府要求任何擬在麻州營業之機器人投顧業者，

於主管機關制訂適當之管理架構前，均應遵守該政策聲明所述之規範要旨，

主管機關將據以就個案進行審查。謹簡述該政策聲明之要旨如下： 

麻州政府認為機器人投顧與傳統投資顧問相同，均負有相同之受託義

務，而受託義務之建立則係因投資顧問與其客戶之關係，具有「信賴與信

任」（trust and confidence）之特質，使得投資顧問有權為他人管理資產，

藉以獲取報酬，投資顧問因而負有受託義務，以及對客戶之忠實義務與注

意義務等等，法制上另設有其他管理機制，以保障其客戶之權益、避免投

資人之利益受損。惟機器人投顧之業務經營模式，與傳統投顧之經營模式

畢竟仍有不同，故機器人投顧具體之受託義務內容，向有爭議。 

如前所述，投資顧問業者對於客戶負有合理之調查義務（duty to 

                                                      
116

 Policy Statement—Robo-Advisers and State Investment Adviser Registration，

https://www.sec.state.ma.us/sct/sctpdf/Policy-Statement--Robo-Advisers-and-State-Investment-Advis

er-Registration.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17

 Id. 

https://www.sec.state.ma.us/sct/sctpdf/Policy-Statement--Robo-Advisers-and-State-Investment-Adviser-Registration.pdf
https://www.sec.state.ma.us/sct/sctpdf/Policy-Statement--Robo-Advisers-and-State-Investment-Adviser-Regist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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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投資顧問於提供投資建議前，乃至於投資建議提供後，均應就

客戶之財務狀況、投資經驗與投資目標進行合理之調查。是以，麻州政府

認為，機器人投顧若無法踐行前述調查義務，即難以為客戶最佳利益提供

服務。申言之，機器人投顧之運作模式，係於網站上提供問題清單供投資

人自行填寫、提供系統所需之資訊，從而機器人投顧未必能取得充分的資

訊，足以提供個人化與具適合性投資建議予客戶，將難以作成適當之投資

決策。亦即機器人投顧難以完全履行其受託義務。 

然而，機器人投顧實務上卻充斥各種各樣之免責聲明（disclaimer），

限縮或甚至完全免除機器人投顧業者之受託義務，諸如，1. 聲明免除其

調查義務：機器人投顧通常並未查明或查詢客戶之其他資產或其他財務

資訊，雖然機器人投顧業者會於契約條款內為免責聲明之約定，其並未

對投資人負有財務管理或全面性財務規劃之服務與義務。然而，如前所

述，依據證管會之見解，適合性原則係以投資人之全部資產組合為判斷

標準，因此，倘若機器人投顧無法取得全面或足夠之資訊，則機器人投

顧能否履行適合性義務，恐有疑慮118。2. 聲明免除資訊更新義務：投資

顧問對其客戶或潛在客戶所應踐行之合理調查程序，縱於客戶決定委託

投資顧問之後，仍應定期更新投資人之資訊，惟機器人投顧通常於服務

契約內要求客戶應主動告知，約定客戶自己負有更新投資人資訊之義

務。 

實務上，甚至有機器人投顧業者與客戶約定免除適合性原則適用之

情形，將適合性原則交由客戶或投資人自行判斷。針對前述各色各樣的

免責聲明，麻州政府明確指出，免責聲明若係完全且概括免除機器人投

顧業者之受託義務者，此一免責聲明將為無效。 

另外，麻州政府亦質疑機器人投顧能否正確識別投資人之真實身份，

例如系統使用者是否具備完全之行為能力或足夠之識別能力；且機器人

投顧亦難以有效驗證投資人所提供資料之正確性，凡此均足以令主管機

                                                      
118

 See supra note 10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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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此產生管制上的疑慮119。另外，使用者之冒用或盜用，恐怕也是投

資人識別性錯誤產生之原因之一。 

麻州政府認為投資人委託投資顧問之目的，即係希望藉此獲得專業

化與客製化、個人化之投資建議或服務，蓋投資人雖瞭解自身之財務狀

況與投資目標，但受限於時間與專業，無法親力親為，自行理財投資，

寧願付費委託他人提供投資建議或其他投資服務，專業之投資顧問遂應

運而生，投資顧問接受客戶之委託，於符合客戶財務狀況與投資目標之

前提下，以其本身之專業為客戶提供投資服務、管理所投資之資產，並

負有受託義務。  

然而，因機器人投顧之系統運作及設計，乃設計問題清單供投資人

填寫，藉以取得系統所需之投資人資訊，而後將投資人進行分類（investor 

profiling），區分成幾組不同類型，再依據系統所設置之不同投資人類型，

而提供相應之「標準模組資產組合」（standard model of portfolios） 120；

尤其，當前機器人投顧業者所提供之個別金融產品或投資組合內之金融

產品，大多為指數型基金（ETFs）或共同基金（mutual funds），金融產

品略偏保守，未必符合某些風險偏好型投資人之需求；尤其，當特定投

資人有特殊需求時，則機器人投顧即難以提供真正之客製化與個人化之

投資服務。 

倘若機器人投顧所提供之投資建議與服務，實為標準品而非真正之

客製品，無法提供真正之客製化與個人化之投資服務，恐怕有失前述投

資顧問之根本精神與價值。 

（六） 金融監管局（FINRA）研究報告之建議 

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經實地調查、挑選若干提供「數位投資

建議工具」（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 tools）之業者，進行訪談並瞭解其作

業實務之後，於 2016 年 3月發表「數位投資建議」之研究報告（Report on 

                                                      
119

 Id.. 
120

 參見加拿大安大略省證券委員會之投資人新聞，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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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121，針對當前市場上提供數位投資建議之業者，

提出業務操作與執行之建議，並建議渠等調整作業慣行。 

金融監管局認為「數位投資建議工具」（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 tools，

即機器人投顧）具有七大核心業務活動：客戶類型描繪、資產配置、投

資組合篩選、交易執行、投資組合再平衡、租稅虧賣（Tax-Loss Harvesting），

與投資組合分析。若以系統使用者進行區分，則數位投資工具可分成：「金

融從業使用型」（“financial professional-facing” tools），與「投資人使用型」

（“client-facing” tools）等二類。其中，金融從業使用型之系統先於投資

人使用型系統而被開發，且核心業務活動亦增加第七項之投資組合分析

之功能。該研究報告認為投資人使用型數位投資工具（及包含六項核心

業務）即為一般所稱之機器人投顧。 

圖 9  投資顧問價值鏈 

 

金融監管局就機器人投顧業者之業務經營與操作，提出下列建議，

供業者據以實行或調整其作業規範。 

1. 建立演算法之監管（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機制與作業流程 

演算法乃機器人投顧系統之核心元素，倘若演算法有設計不當或並

未正確編碼（coding）之情形者，所運作計算之產出成果，及可能有所偏

離，進而對投資人權益產生不利影響。因此，金融監管局認為機器人投

顧業者對其系統所運用之演算法，應有效進行監督與管理，應於內部設

立一監管機制，就系統使用之演算法進行「期初審核」（Initial reviews）

與「定期審核」（Ongoing reviews），並列舉審核之要項。 

                                                      
121

 https://www.finra.org/sites/default/files/digital-investment-advice-report.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s://www.finra.org/sites/default/files/digital-investment-advic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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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初審核（Initial reviews）： 

① 評估系統之演算法所使用能否達成預期成效。換言之，機器人投

顧業者應理解演算法所使用之方法論，系統之假設、偏誤與偏好

等等。 

② 瞭解系統所輸入之資料。 

③ 進行輸出測試，以確定符合業者所預期之成果。 

(2) 定期審核（Ongoing reviews）： 

① 評估系統使用之模型縱於市場情況或經濟條件變化時，依然得

以適當使用。 

② 定期就系統產出之成果進行測試，以確保成果符合業者之預

期。 

③ 指派專責人員監管該數位投資工具。 

金融監管局於實務運作中發現，多數機器人投顧業者係以內部之投

資政策委員會（investment policy committee），負責監督演算法之開發與

執行，並參與軟體開發供應商之審核與實地調查，並評估系統之情況設

計是否妥當。 

2. 投資組合與利益衝突之監管機制 

機器人投顧系統之運作，係先描繪、建立投資人之類型模組，並依

據所描繪之類型，於投資組合模組中挑選、提供相應之投資組合，例如，

面對保守型之投資人，即提供保守型之投資組合。金融監管局於訪查中，

發現大多數機器人投顧業者就投資人模組，僅劃分為 5 至 8 類。因此，

就特定類型之投資人，如何篩選適合之投資組合，即至關重要。另外，

因投資組合之建立與選擇，於機器人投顧業者與投資人之間，可能產生

利益衝突之疑慮，因此機器人投顧業者亦應建立利益衝突之監管機制以

避免利益衝突，而監管機制應具備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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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決定投資組合之參數，例如，報酬、分散程度、信用風險、流動性

風險。 

② 建立有價證券納入投資組合之篩選標準，例如，手續費、流動性風

險與信用風險。 

③ 挑選適於納入投資組合之有價證券；倘若有價證券係由演算法所挑

選者，應就演算法進行審核，一如上述。 

④ 檢視系統預設投資組合模組（pre-packaged portfolio）是否適合於所

配對之投資人類型模組。 

⑤ 辨識與減少因特定有價證券納入投資組合而產生之利益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監管局認為上述監管機制應包括獨立於該項業

務外之從業人員參與，且於專業上有能力就整體投資組合之策略與個別

有價證券之挑選提出建議之人。 

3. 描繪投資人之輪廓（Investor Profiling） 

所謂投資人輪廓之描繪，係指應認識特定投資人之投資目標，及該

投資人所處之客觀環境與相關事實，即相當於認識客戶與適合性原則之

要求。除此之外，金融監管局建議機器人投顧業者應定期與客戶聯繫、

接觸，以判斷客戶的資料與情況是否改變。 

4. 投資組合之再平衡（Rebalancing） 

投資組合內各資產之投資報酬率可能不同，績效表現亦不同（可能

獲利、可能虧損），因而原本資產組合內資產比例可能因而有重新調整，

以維持原本設定比例之需求，此即為資產組合之再平衡122。 

對於機器人投顧系統內建之資產組合自動再平衡（ automatic 

rebalancing）功能，金融監管局認為應建立下列實行措施： 

                                                      
122

 《Rebalancing Your Portfolio》，http://www.finra.org/investors/rebalancing-your-portfolio，最後

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rebalancing-your-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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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應明確建立客戶之認知自動再平衡應發生； 

② 告知客戶再平衡可能產生之成本與稅捐； 

③ 向客戶揭露再平衡如何運作，包括如果資產再平衡被設定為定期檢

視與執行，則亦應向客戶揭露，是每月執行、每季執行或每年執行； 

④ 建立機器人投顧系統因應市場發生重大變動時之政策與程序； 

⑤ 開發將再平衡產生之租稅效果予以最小化之方法。 

四、 小結 

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的興起，促使傳統投資顧問業者提供新型態之

服務類型，線上投資建議透過網站而提供予投資人，成為機器人投顧之

原始型態。美國證管會早於 2003 年即發布規則 203A-2(f)有關網路投資顧

問之規定，但規則 203A-2(f)實質上僅處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間對於網路

投資顧問之管轄權限歸屬，並非針對機器人投顧所制訂之完整規範。自

2003年之後，美國實務上機器人投顧相關業者所管理資產（AUM）金額

愈來愈高，客戶人數也愈來愈多，不論係新創之投資顧問業者，抑或傳

統之投資顧問業者，紛紛競逐機器人投顧之市場大餅。 

傳統投資顧問之法理，包括受託義務、適合性原則、利益衝突之防

止等等，麻州政府認為應一體適用於機器人投顧，以保護投資人之權益，

但機器人投顧畢竟是新型態之服務類型，且市場業已蓬勃發展中，蔚為

一時風潮，證管會究竟該如何面對機器人投顧以及金融科技（Fintech）

對傳統投資顧問法理所帶來之衝擊，目前仍無定論，僅能透過金融監管

局對投資人發布警語，提醒投資人利用機器人投顧所應注意之事項。 

金融監管局（FINRA）於今（2016）年 3 月所發布之研究報告，針

對實務上機器人投顧之運作，提出一套實務運作之建議，包括：演算法

之審核與監控、投資組合之篩選機制、投資人輪廓之建立，乃至於再平

衡之審查機制等，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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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金融監管局針對機器人投顧運作之核心演算系統，要求業者

應進行期初與定期之審核與監管，此為傳統投資顧問並未設置之管理機

制；其次，則係針對系統所預設投資組合模組 （pre-packaged portfolio），

要求業者必須預先設定參數與建立資產篩選之標準，麻州政府則批評機

器人投顧所提出之標準化投資組合模組，恐將使投資顧問提供個人化與

客製化投資服務之精神喪失。不過，隨著系統運作愈來愈精緻，系統納

入之參數愈來愈多，在不久的將來，應可預見機器人投顧業者所預設之

投資組合模組，將會愈來愈多，分類愈來愈細緻，應可達到個人化與客

製化之功能。 

再者，就投資人輪廓之建立與描繪，傳統規範投資顧問法理之認識

客戶、適合性原則與調查義務等，並未因機器人投顧而鬆綁，藉以保護

投資人之利益；最後，則係機器人投顧系統之資產再平衡功能，特別是

自動再平衡之設定，金融監管局則係以公開原則進行規範，要求機器人

投顧之業者應踐行風險揭露與告知義務，以保護客戶之權益。 

揆諸前開說明，美國金融監管局之研究報告，針對機器人投顧之運

作，似乎已經提出一套管理制度之雛形，兼顧傳統投資顧問之法理，並

針對新型態之機器人投顧之業務型態，提出管理機制，以保護投資人之

權益。因此，上開研究報告所提出之建議，是否將進一步成為未來機器

人投顧之管理規範，可供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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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英國 

一、 機器人投資顧問實務發展現況 

2008 年金融海嘯後，由於傳統金融業大受衝擊，許多金融人才因裁

員轉而投入了各種新創的金融事業，促使金融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在這

波浪潮中以美國的發展最為快速，英國則到 2012 年左右，才開始投入運

用大數據、行動支付及生物辨識技術等新興科技在金融領域，然而早在

2008 年以前英國在部分 Fintech 領域上即有相當的發展，例如 2005 年世

界上第一家 P2P 借貸公司 Zopa 在英國註冊成立123，目前英國已有完善的

法令規範 P2P 借貸。英國做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具備許多 Fintech 發

展的優良條件，例如消費族群對新興的科技工具有較高的接受度、資本

募集容易、金融監理採取鼓勵支持的態度，智慧型手機及網路的高普及

率讓 Fintech 得以在完善的基礎設施上發展，英國目前為 Fintech 成長最

為迅速的地區，自 2008 年至 2013 年為止，在 Fintech 的投資金額每年成

長 51%，2013 年的投資金額為美金 265,000,000 元124，包括在行動支付、

財富管理以及保險業務等金融領域。 

英國隨著近年來消費者越來越習慣透過網路進行理財，以及 2013 年

實施 Retail Distribution Review 改變投資顧問業收費結構後，低成本的線

上投資服務需求日漸增加125，2011 年英國第一家線上全權委託投資公司

Nutmeg Saving and Investment Limited（下稱「Nutmeg」）126註冊成立，

開始在財富管理領域提供線上自動化的投資組合管理，目前英國約有 5

家左右的機器人投資顧務問業者，包含 Nutmeg、Money on Toast 以及

                                                      
123

 參考 https://read01.com/GPmBG.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24

  Fintech: The UK’s unique environment for growth，UK Trade & Investment 出版，2014 年，

P2。 
125

 「The move to fee-based advice on retail investment products1 has improved transparency and 

ended conflicts of interest caused by a mainly commission-driven model. However, advice is 

expensive and is not always cost-effective for consumers, particularly those seeking help in relation 

to smaller amounts of money or with simpler needs. These changes have highlighted concerns that 

there is an ‘advice gap’…」，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 Final Report，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出版，2016年 3 月，P5。 
126

 https://www.nutmeg.com/about/the-nutmeg-story，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read01.com/GPmBG.html
https://www.nutmeg.com/about/the-nutmeg-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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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th Horizon，2016 年義大利業者 MoneyFarm 以及德國業者 Scalable 

Capital 亦正式進駐英國提供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127128，以下整理英國兩

家主要業者背景及所提供的服務內容。 

（一） Nutmeg 

Nutmeg 是英國第一家機器人投資顧問，提供自動化線上理財，投資

標的為數十檔不同市場及資產類別之 ETF，包括債券、貨幣及股權投資，

公司在 2011 年成立，創辦人原先職業為股票經紀人，認為英國的財富管

理市場缺乏透明度，且收費不合理，因此創辦 Nutmeg 希望提供投資人更

透明完善的財富管理管道。截至 2015 年第 2 季，約有 10 萬名投資人使

用 Nutmeg
129。 

Nutmeg 依法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所監督管理，須先取得其核准。參考 Nutmeg 網站介紹，目前其提供的服

務項目包含： 

1. 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理（Discretionary investment management of 

Portfolio.）：Nutmeg 提供自主管理投資組合之服務，除提供消費者

投資建議外，並協助實際從事投資行為，且可主動將投資所得收益再

投資，並隨著時間平衡投資組合之比例。 

2. 資產保管（Safe custody of your investments.）：Nutmeg 依法對於消費

者之資產須與其自身之資產隔離，因此透過與其合作之金融機構管理

投資人資產，協助保管投資人之投資。 

3. 個人儲蓄帳戶管理（ISA management services.）：個人儲蓄帳戶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ISA），是指英國允許每人於每一會計

                                                      
127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28527/robo-advisor-moneyfarm-launches-in-the-uk，最後

瀏覽日期：2016.6.30。 
128

 https://www.moneymarketing.co.uk/german-robo-adviser-lands-in-the-uk/，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29

 《當金融碰上科技論壇-全球 Fintech發展趨勢》，KPMG 出版，2015年 12 月，P12，參考：

http://www.digitimes.com.tw/tw/B2B/Seminar/Service/download/053A412130/053A412130_AO5JT

XAPU1M5NTI7EY11.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www.finextra.com/newsarticle/28527/robo-advisor-moneyfarm-launches-in-the-uk
https://www.moneymarketing.co.uk/german-robo-adviser-lands-in-the-uk/
http://www.digitimes.com.tw/tw/B2B/Seminar/Service/download/053A412130/053A412130_AO5JTXAPU1M5NTI7EY11.pdf
http://www.digitimes.com.tw/tw/B2B/Seminar/Service/download/053A412130/053A412130_AO5JTXAPU1M5NTI7EY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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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可以有一定金額不必繳稅的儲蓄帳戶，並可運用此帳戶進行投資。

Nutmeg 提供投資人管理 ISA 帳戶之服務，協助投資人免稅資產之配

置。 

4. 個人退休金管理（Personal Pension Portfolio.）：Nutmeg 同時亦有提

供投資人退休金投資管理之服務。 

Nutmeg 依據客戶所回覆之投資目標、投資回收時間範圍、投入金額

以及風險層級等要素規劃投資組合，其中對於風險層級則是劃分為 10 個

不同層級，並在不同層級中附註相關解釋，例如 1-2級為「確保初始投入

資本，並將潛在損失的機率降到最低」或 9-10 級則為「願意為較高的獲

利承擔較高的風險」，藉此劃分投資人的風險屬性，提供個人化的投資

組合方案。 

而在費用收取上，下表是 Nutmeg 網站中針對投資人各種不同投資路

徑的成本比較，可以看出不論是與傳統的投資顧問業者或全權委託服務

相比，機器人投資顧問所收取的費用都較為低廉。 

  Nutmeg 自行投資 財務顧問 傳統全權委託 

最低投

資額 

最低 1,000英鎊，

外加每月 50 英

鎊，總額不超過

5,000 英鎊。退休

金管理最低 5,000

英鎊 

無 500,000英鎊起 250,000英鎊起 

費用 0.3% 至 1.0% 
每次交易約 10

至 12英鎊 

約每小時 75至 250

英鎊外加其他費用 

1%起，投資額高

可享折扣 

額外成

本 
無 

印花稅、股利

投資費用、行

政費用等 

3%起的建置成本

及 0.5% 起的交易

成本費用 

交易費用約交

易金額的 1.2%   

表 2  Nutmeg服務對照 

（二） Money on Toast 

Money on Toast Limited（下稱「Money on Toast」）130是由英國的投

資管理公司 CP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 在 2012 年成立。CPN 

                                                      
130 參考：https://www.moneyontoast.com/about/，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www.moneyontoast.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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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成立於 1986 年，主要提供高淨值的個人全權

委託投資服務，2013 年英國開始正式實施 Retail Distribution Review，CP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意識到傳統投資顧問的收費將因此逐漸提高，

一部分的投資人不再負擔的起投資顧問的費用，因此 CPN Investment 

Management LLP 成立 Money on Toast，透過機器人投資顧問提供有別於

傳統投資顧問的線上低成本投資顧問服務，截至 2015 年止，Money on 

Toast管理資產規模已達到 1 億 5千萬英鎊131。 

Money on Toast 的服務同樣包含提供投資人投資建議以及全權委託

投資132，值得注意者，2015 年 9 月 Money on Toast 創辦人 Charlie Nicholls

表示公司將推出一項鎖定高淨值客群的新線上投資理財服務，所使用的

演算法程式將與目前已推出的演算法類似，但會額外增加與投資管理人

實體會面的服務內容，投資門檻訂為 250,000 英鎊133，希望打造數位私人

銀行的概念。截至目前為止Money on Toast尚未在網站上推出這項服務，

惟可見機器人投資顧問除了針對年輕族群提供低廉的投資管理服務外，

與實體顧問搭配下亦可能吸引高淨值客群使用機器人投資顧問。 

二、 機器人投資顧問相關法令及管理措施 

英國於 2008 年起陸續進行金融監理改革，包含以 2000 年的金融服

務及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下稱「FSMA」）

為主體，增訂2012年金融服務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2，下稱「FSA」）

擴大受監管業務範圍，於 2013 年 4 月 1日廢除金融監理一元化，分拆原

先由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負責金融機構審慎監理及

行為監理之職責134，恢復並強化中央銀行（即英格蘭銀行）的金融監理

權，於該行設立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下稱「FPC」）

                                                      
131《Breaking the Banks: New entrants, new rules》，Bruce Packard 著，2015年 3月 19 日，P62，

參考 http://www.laffertyreports.com/doc/sample-pages-D106297.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32

 https://www.moneyontoast.com/fee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33

 https://www.moneymarketing.co.uk/money-on-toast-to-target-clients-with-250k-plus/，最後瀏覽

日期：2016.6.30。 
134

 《THE ASSET MANAGEMENT REVIEW》，Law Business Research Ltd.出版，Paul Dickson

主編，2013年 10月，P431。 

http://www.laffertyreports.com/doc/sample-pages-D106297.pdf
https://www.moneyontoast.com/fees/
https://www.moneymarketing.co.uk/money-on-toast-to-target-clients-with-250k-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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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公司審慎監理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下稱「PRA」），

監理範圍包含吸收存款機構及保險公司135；此外，另行設立獨立監理機

關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FCA」），監理

範圍包含除吸收存款機構及保險公司外之所有金融機構。 

與金融相關之受監理行為（Regulated Activities）規定在 FSMA 第 22

條136，該行為必須是以營利為目的而從事（1）與特定種類投資有關之行

為；或（2）若同時為本款所稱特定種類之業務者，其執行與任何種類之

財產相關。所謂特定投資種類列示於 2001 年監管行為指令（Regulated 

Activities Order 2001，下稱「RAO」），包含股票、債券、存款、保險契

約、選擇權等金融商品，範圍十分廣泛。FSMA 附則 2（Schedule 2）進

一步列示受規範的行為類型，分別為137：  

1. 從事投資活動（Dealing in investments）。 

2. 安排投資交易（Arranging deals in investments）。 

3. 吸收存款（Deposit taking）。 

4. 保管與管理財產（Safekeeping and administration of assets）。 

5. 投資管理（Managing investments）。 

6. 投資顧問（Investment advice）。 

7. 設立共同投資基金（Establishing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s）。 

                                                      
135

 http://www.twse.com.tw/ch/products/publication/download/0003000129.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36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Section22：Regulated activities 

(1) An activity is a regulated activit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if it is an activity of a specified 

kind which is carried on by way of business and— 

(a) relates to an investment of a specified kind; or 

(b) in the case of an activity of a kind which is also specifi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is carried on in relation to property of any kind. 

(2) Schedule 2 makes provision supplementing this section. 

(3) Nothing in Schedule 2 limits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subsection (1). 

(4) “Investment” includes any asset, right or interest. 

(5) “Specified” means specified in an order made by the Treasury. 
137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Schedule 2. Part 1。 

http://www.twse.com.tw/ch/products/publication/download/00030001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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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利用以電腦系統發出投資指令（Using computer-based systems for 

giving investment instructions）。 

依上述八類監管行為，FCA 訂有相關法令來管理及規範業者，從事

上述行為必須取得 FCA事前核准，如未取得核准而經營將受刑事處罰138。

是以，機器人投資顧問既係以電腦系統發出投資指令，因此必須受到監

管，此外尚涉及提供投資建議，代投資人管理其投資組合亦會涉及投資

管理（Managing investments）之監管行為。 

1. 投資建議之定義及範圍 

依據RAO第 53條、第 54條以及 Perimeter Guidance Manual 第 8.24.2

節，受 FCA 監管的投資建議須符合下列條件： 

(1) 該建議必須與證券投資或其他類似之投資有關。如股票、公債、選擇

權、期貨、退休金規劃、權益證券投資等等，但不包括銀行存款、貸

款、不動產等投資建議。 

(2) 所建議的投資內容必須是特定的。不包含一般性的建議，例如財務規

劃。 

(3) 該建議必須是依據投資人或潛在投資人之資力條件所給予。 

(4) 非純粹提供事實資訊。純粹提供資訊，而不包含任何主觀的評論或價

值判斷並非投資建議，例如僅列出產品價格、展示標的公司新聞或對

於投資條款的解釋等。 

(5) 投資建議的內容必須是基於對買賣、申購、處分或執行權利因而可獲

取利益之分析。如果僅建議如何適法安排投資架構、解釋投資協議中

的條款或解釋因一定事實而必然取得的權利，則非此處的投資建議。 

投資建議必須具備上述要件，才屬於受監管之建議，若不具備上述

要件之一，則為一般性的建議（generic advice），不受 FCA 管制。 

                                                      
138

 Section 23，F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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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投資顧問業的管制，英國於 2012 年底通過一項重要的改革法案

Retail Distribution Review（下稱「RDR」），根本的改變了投資顧問產業

的收費模式，亦對機器人投資顧問產業帶來推波助瀾的效果。RDR 的目

標在於調整金融商品在英國的銷售及收費模式，並希望建立一個更有效

率且消費者可信賴的金融商品零售市場。RDR 提高了投資顧問業的資格

標準、修改了投資顧問收費及服務的資訊揭露規則，並改變了投資顧問

的收費結構139。在這項法案通過以前，投資人透過投資顧問購買一檔基

金時，每年需付管理費用給基金公司，而基金公司則會從這筆費用中抽

一定比例給投資顧問公司，作為顧問業者推介的報酬。在這樣的收費結

構下，將導致投資顧問容易推介一些佣金抽取成數較高的產品，而非推

介真正符合投資人需求之產品，造成其投資建議並非基於投資人之需求

而提供。因此，RDR 為了確保投資顧問產業收費的透明及公正，禁止投

資顧問再從基金公司等推出財務商品的公司獲取佣金報酬，而是直接向

投資人收取費用，並且須透明化費用收取的標準140。 

在實施 RDR 後，逐漸收到其原本預期之效果，包括投資顧問提供的

建議不再受佣金大小的影響、投資顧問素質提升以及部分商品因有效的

競爭而價格降低等等141。然而，品質較高的投資顧問同時也帶來較高的

投資門檻要求，使得只有較有資力的投資人才可能負擔得起投資顧問服

務。一項對英國投資顧問公司所做的調查指出，投資顧問公司要求的最

低投資額超過 100,000 英鎊的比例，從 2013 年的 13%增加至 2015 年的

32%
142，這樣的條件對於投資金額不高、資力較低而又有投資需求的人來

說，傳統的投資顧問服務所需之成本都遠高於其願付之成本143。為了解

決這樣的問題並提供資力較低的投資人也有機會使用到投資顧問服務，

FCA 在其出具之研究報告 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 Final Report 中

                                                      
139

 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 Call For Input，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出版，2015年 10 月，P40。 
140

 http://www.morningstar.co.uk/uk/news/96826/what-is-rdr.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41

 同註 140，P41。 
142

 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 Final Report，FCA出版，2016年 3月，P19。 
143

 同註 142，P5。 

http://www.morningstar.co.uk/uk/news/96826/what-is-rd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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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認為透過科技的應用，諸如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能使用低於傳統投

資顧問之成本，提供低資力之投資人一定品質之投資顧問服務144。 

2. 相關監理措施 

(1) 設立要求 

英國 2012 年依 FSMA 之授權，制定「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Threshold Conditions) Order 2013」，針對受監理金融行

業設立門檻進行規定，包括設立地點（Location of offices）、充分監督

（Effective supervision）、是否有充足資源以執行所申請的受監理業務

（Adequate resources）、適合性原則（Suitability）、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等項目。 

(2) 最低資本額要求 

在資本要求方面，歐盟頒布之「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IV

（CRD IV）」與「Capital Requirements Regulation（CRR）」已於 2014

年生效，英國 FCA 配合制定「the Prudential Sourcebook for Investment 

Firms （IFPRU）」，將受監理金融機構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a. Exempt CAD Firm 

指經許可僅提供 1. 接受與傳送客戶有關金融商品之訂單；2. 提供投

資顧問服務，而未提供任何其他金融服務，該金融機構非集合型投資組

合管理公司（Collective Portfolio Management Investment Firms），且未持

有客戶資產。這類公司的資本要求只需達 5 萬歐元、投保單一請求 100

萬歐元專門職業責任保險（或賠償總額 150 萬元），或前兩者之組合而

足以達相同保障目的。 

b. BIPRU Firms 

此類金融機構係指經許可提供 1. 接受與傳送客戶有關金融商品之訂

                                                      
144

 同註 142，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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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2. 接受客戶委託執行交易；3. 從事全權委託業務；4. 提供投資顧問

服務，而未從事 1. 自營交易；2. 承銷或包銷金融商品；3. 包銷以外方

式銷售金融商品；4. 運營多邊交易設施；5. 為客戶進行金融商品之保管

與管理。 

FCA 對於這類金融機構的監理措施規定於「Prudential sourcebook for 

Banks, Building Societies and Investment Firms」，其監理項目包括資本、

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交易對手風險、流動性等規定。 

c. IFPRU Firms 

依據 FCA 頒布之「the Prudential Sourcebook for Investment Firms 

（IFPRU）」，依照金融機構所需自有資本之要求，可將 IFPRU Firms 分

為以下幾類： 

(a) 自有資本應達 50,000 歐元或 125,000 歐元 

此類金融機構指經許可提供 1. 接受與傳送客戶有關金融商品之

訂單；2. 接受客戶委託執行交易；3. 管理個人有關金融商品之

投資組合，而未從事 1. 自營交易；2. 承銷或包銷金融商品，該

金融機構並非集合投資組合管理公司，且未持有客戶資產。 

(b) 自有資本應達 730,000 歐元 

此類金融機構指運營多邊交易設施（operating a multilateral 

trading facility），或非屬集合投資組合管理公司之其他 IFPRU。 

(3) 最低投資門檻要求 

英國對於全權委託投資並未設有最低投資門檻限制，實務上大多由

業者基於自身成本及投資操作考量訂定各自的最低投資額要求。Nutmeg、

Wealth Horizon 等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要求的最低投資額為 1,000 英鎊，

MoneyFarm 則未要求最低的投資金額145。 

                                                      
145

 參考：https://www.moneyfarm.com/uk/pricing，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www.moneyfarm.com/uk/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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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員資格要求 

有關人員資格的部分，FCA 發布之 Training and Competence 規定從

事不同受監管業務所需之專業能力與相關認證機構。Training and 

Competence 第 2.1.15 R 條規定，金融機構應確保其從事投資建議之人員

每年應至少受 35 小時的專業訓練，其中包括 21 小時經規劃的訓練。金

融機構應每年定期向 FCA 申報相關認證機構（accredited body）針對個別

投資顧問是否符合相關專業能力要求之認證。 

(5) 適合性原則（Suitability Rule） 

依據歐盟於 2007 年 11 月所發布的金融工具市場法令（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以下簡稱「MiFID」），投資建議（investment 

advice）被定義為：「依據客戶之要求或由事業主動，針對一項或多項金

融工具之交易提供個人化之建議。（ The provision of a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to a client either upon request or at the initiative of the firm 

in respect of one or more transaction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構成所

謂的個人化建議（personal recommendation）須具備下列要素： 

A. 個人化建議必須是基於該投資人或投資代理人之資力。 

B. 個人化建議必須是適合於該特定投資人之情況。 

C. 個人化建議必須包含執行特定投資的相關步驟。 

MiFID 對於投資建議定義的範圍較英國 RAO 定義的範圍窄，因為前

者還要求投資建議必須是基於該投資人的個人特性所提供146。如提供的

投資建議符合 MiFID 的標準，依據歐盟法令該投資建議即須符合適合性

原則（Suitability Rule）。英國針對符合個人化建議的投資建議亦有相同

的規範，依據 Conduct of Business Sourcebook 第 9章（COBS 9），投資

顧問在提供的投資建議如果屬於個人化的建議時，須取得投資人相關的

                                                      
146

 參考：

http://www.out-law.com/en/articles/2014/october/fca-guidance-on-the-regulation-of-advice-and-perso

nal-recommendation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out-law.com/en/articles/2014/october/fca-guidance-on-the-regulation-of-advice-and-personal-recommendations/
http://www.out-law.com/en/articles/2014/october/fca-guidance-on-the-regulation-of-advice-and-personal-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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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以評估投資建議的適合性（Suitability），包括投資人對於該投資工

具的知識及經驗、投資人的財務狀況以及其投資目標等等147，而如何判

斷該建議是否適合於該投資人，依據 COBS9.2.2，一項投資建議或投資管

理是否適合於該投資人，必須考量： 

A. 是否達成投資人的投資目標； 

B. 是否可承擔該項投資所帶來的風險；以及 

C. 投資人是否有足夠的經驗及知識瞭解該項交易或投資組合管理所涉

及的風險148。 

依據 COBS9.2.2(2)，在確認投資人的投資目標時，需取得有關該投

資人希望持有該投資標的之時間長短、風險偏好、投資目的等等個人訊

息，以充分掌握該投資人的希望達成的目標。 

此外，FCA在其研究報告 Financial Advice Market Review Final Report

中認為，未來英國應修正 RAO 中有關投資建議之定義，使其與歐盟的

MiFID定義相同，僅限於個人化的投資建議才須列入監理149。 

(6) 契約是否以紙本為必要 

依據英國 Conduct of Business Sourcebook（下稱「COBS」）第 8.1.2

條150（下稱「COBS8.1.2」），任何經營指定投資的事業與零售客戶間均

                                                      
147

 COBS9.2.1：「(1) A firm must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a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or 

a decision to trade, is suitable for its client. (2) When making the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or 

managing his investments, the firm must obtain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lient's: (a)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investment field relevant to the specific type of designated 

investment or service; (b)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c) investment objectives; so as to enable the firm 

to make the recommendation, or take the decision, which is suitable for him.」 
148

 COBS9.2.2：「(1) A firm must obtain from the client such information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firm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facts about him and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believing, giving due 

consideration to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service provided, that the specific transaction to be 

recommended, or entered into in the course of managing: (a) meets his investment objectives; (b) is 

such that he is able financially to bear any related investment risks consistent with his investment 

objectives; and (c) is such that he has the necessar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or in the management of his portfolio.」 
149

 同註 142，P9。 
150

 COBS8.1.2：「If a firm carries on designated investment business, other than advising on 

investments or advising on conversion or transfer of pension benefits, with or for a new retail client, 

the firm must enter into a written basic agreement, on paper or other durable medium, with the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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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書面或耐久的媒介（Durable Medium）上簽訂契約，契約中載明與客

戶重要的權利義務關係，因此英國法令並未要求契約以紙本為必要，而

是定義何謂「耐久的媒介（Durable Medium）」，讓無實體的金融往來得

不以書面為必要，依其定義的內容151，。 

三、 小結 

目前英國尚未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訂定專法規範，惟從 FCA 發布之

相關研究報告可知，英國主管機關對於這項新興產業採取開放的態度。

英國在實施 RDR 後，雖然投資顧問業者之素質及收費透明度均有改善，

但也因此造成投資顧問服務成本提高，形成有錢人才有能力負擔這項專

業服務，機器人投資顧問的興起可以提供投資人一項較為低廉的選擇，

因此英國主管機關採取開放的態度。 

雖然機器人投資顧問可以滿足資產數額低的投資族群，在政策的考

量上仍應注意其可能取代部分理財專員的工作，造成大量失業的現象。

蘇格蘭皇家銀行為了滿足客戶對於數位顧問的需求，近期將推出機器人

投資顧問服務，然而同時預計可能將因此解雇 220名投資部門的員工152，

在未來，將只有管理資產達到 2,500,000 英鎊以上的投資人可以取得面對

面的實體投資顧問服務，因此部分投資部門人員將因此失去工作。在推

展機器人投資顧問的同時，仍然須考量對既有財富管理行業的衝擊。 

除了在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監理態度，2015 年 11 月 FCA 發布一項名

                                                                                                                                                        
setting out the essenti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firm and the client.」；「designated investment 

business」即包括 RAO 中的八項監管行為；「durable medium」依據 FCA Handbook 的名詞定義，

除了紙本外亦包含任何得在未來合理期間內自由存取且完整複製內容之工具。 
151

 FCA Handbook 對 durable medium的定義節錄為：「(a) paper; or (b) any instrument which 

enables the recipient to store information addressed personally to him in a way accessible for future 

reference for a period of time adequate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which allows the 

unchanged reprod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tored.…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efinitio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hall be treated as appropriate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business between the firm and the client is, or is to be, carried on if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client has regular access to the internet. The provision by the client of an e-mail addres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arrying on of that business is sufficient…」 
152

 http://www.mirror.co.uk/news/business/up-220-staff-could-replaced-7556013，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www.mirror.co.uk/news/business/up-220-staff-could-replaced-755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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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Regulatory Sandbox」的指引153，允許業者在存在部分與監理法令牴

觸之情形下，先行推出一項金融創新服務，減少一項創新的構想從發想

到推出市場所可能產生的時間及成本，業者不會立即受到違反相關金融

監理規定的處分，以鼓勵業者勇於進行金融創新。 

以投資顧問業而言，這項計畫允許業者先行提供其線上顧問服務給

特定幾位消費者，在投資建議提出後、實際執行前，財務顧問會先確認

該意見是否合理，這樣的程序有助於業者瞭解消費者如何與其自動化投

資顧問平台進行互動，以及其所使用的演算法程式與一般財務顧問的評

估結果有何差異154。 

這項計畫提供的服務可區分為以下兩類： 

一、 未經核准之事業（Unauthorized Business） 

對於從事應取得核准而尚未取得的企業，允許其透過較為簡便的申請

程序，以測試其新創概念為目的，取得有限的經營許可，使業者可以

較低的時間及金錢成本在市場上測試其新創模式是否可行。目前這項

計畫尚不包括銀行業務155。 

二、 已經核准之事業（Authorized Business） 

對於業已取得核准的金融業者，如果希望推出一項不確定是否符合現

行法令之業務，透過這項計畫主管機關得採取以下措施協助業者： 

1. 發布個別指引（Individual Guidance）：直接由主管機關針對具

體個案向業者說明相關法規如何適用。 

2. 法令的免除或修正（Waivers or Modification to our rules）：如業

者推出的服務可能違反部分法令時，在不會嚴重違背相關法令目

                                                      
153

 Regulatory Sandbox，2015 年 1月，參考：

http://www.fca.org.uk/static/documents/regulatory-sandbox.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54

 同註 153，P2。 
155

 https://www.the-fca.org.uk/firms/project-innovate-innovation-hub/regulatory-sandbox，最後瀏覽

日期：2016.6.30。 

http://www.fca.org.uk/static/documents/regulatory-sandbox.pdf
https://www.the-fca.org.uk/firms/project-innovate-innovation-hub/regulatory-sand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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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情形下，主管機關得免除業者部分義務或逕行修改部分法令。

惟針對國家及國際間的法令或條約則不適用。 

3. 非強制性通知信函（No Enforcement Action Letters）：業者在測

試其構想的同時，如果違反部分法令，只要業者同意持續公開與

主管機關溝通，並持續調整相關測試參數並公平對待所有客戶，

主管機關接受在過程中所發生預料外的法令違反，並且不會透過

強制性的處分糾正業者。主管機關只有在無法透過個別指引以及

修正或免除法令義務，但確信業者的構想或服務是正當的才會採

取這項措施，非強制性通知信函只有在這項計畫實施期間才有適

用。 

透過這項指引可瞭解，FCA 在面對 Fintech 所帶來的破壞式創新時，

是採取與業者合作的態度，嘗試共同解決新的服務型態在適用舊法令時

可能產生的問題，減少因法令的僵固性導致延誤市場創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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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香港 

一、 機器人投資顧問實務發展現況 

如前述，紐約及倫敦等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金融科技產業已蓬勃發展，

但香港就金融科技產業之發展才逐漸起步，無論是電子支付、P2P 借貸平

台、群眾籌資及自動化投資等金融科技產業，於香港之發展速度及規模

尚無法比擬紐約或倫敦等其他國際金融中心。許多香港之報導及文章皆

評論，香港於金融科技產業之發展已落後其他國家許多156，甚或鄰近之

中國於金融科技之發展亦遠超於香港金融科技產業發展之速度，報導及

分析指出金融科技產業之新創業者於香港發展相關產業時，將受現行金

融監管法規之掣肘，而新創業者於完成募資前，多數並未具備符合現行

金融監管法規之能力。 

而過去香港之大型金融機構主要係以服務法人客戶為主，主要係以

金融機構本身之信譽、規模及服務等吸引客戶，並未積極推展金融科技

之相關平台。許多新創業者就發展金融科技產業亦有需多法規遵循層面

之問題待突破，因此造就香港金融科技產業之未如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

快速發展。 

香港政府於 2015年 4月成立金融科技督導小組（下稱「督導小組」），

就發展及推動香港成為科技金融中心提供建議，而於 2016 年出具之報告

表示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正評估如何利用

風險數據標準化、收集、視像化及分析等技術以監管持牌法團、受規管

活動、持牌人、上市公司、投資產品及交易所之交易157。 

香港證監會並於 2016 年 3月 1日成立金融科技聯絡辦事處158，主要

目的係在鼓勵在香港從事金融科技發展和應用的公司和人士，與證監會

                                                      
156

 「金融科技 香港不變則退」，信報財經新聞，http://startupbeat.hkej.com/?p=26591，最後瀏

覽日期：2016.6.30。 
157

 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報告，第 45 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物流署刊印。 
158

 「證監會成立金融科技聯絡辦事處」，信報財經新聞，

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hongkong/article/1250729，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startupbeat.hkej.com/?p=26591
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hongkong/article/1250729


 

第 84 頁，共 120 頁 

 

進行溝通。證監會同時成立金融科技諮詢小組，以集中探討與金融科技

有關的發展所帶來的機遇、風險及對監管法規的影響。 

二、 主要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業者介紹 

2015年香港資產管理公司 8 Securities Limited（下稱「8 Securities」）

推出香港第一個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 8 Now!，8 Securities 係為現有的證

券經紀業務客戶提供的服務。Morningstar Investmen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下稱「Morningstar」）是 8 Securities 的代理商，就 8 Now!服

務提供所需的分析工具。這些工具包括風險評估問卷。系統將根據投資

人的風險偏好，執行投資組合，投資組合由全球指數股票型基金（以下

簡稱「ETF」）組成，投資區域包括美國、歐洲、亞洲、日本、拉丁美洲

和新興市場。 

除了美國公民外，任何人皆可填寫申請書向 8 Securities 申請開戶，

投資人可於 8 Securities 開立個人、聯名或公司帳戶，該等帳戶目前僅提

供現金買賣。投資人並可使用 8 Now!之投資顧問平台，投資建議之投資

組合。 

8 Securities 收取投資人投資組合價值的 0.88％作為年費，相較傳統

投資顧問或投資基金需收取佣金之情況不同，費用較為低廉。投資人之

投資組合以單位形式購買，每個單位由高達 15檔之 ETF 組合而成，以充

分分散投資組合。惟為達到投資人最適合的資產配置，8 Now!目前不允

許投資人出售投資組合之個別 ETF。 

三、 機器人投資顧問相關法令及管理措施 

（一） 證券市場監管機構 

香港的證券市場的主要監管機構證監會，為獨立的法定組織，負責

執行市場法例，促進和推動市場發展。另就金融商品提供意見或提供交

易之部分服務，需向香港證監會申請牌照，並遵守證監會所訂定之守則、

指引或通函等法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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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五所列之受監管業務共有十類，包

括： 

第 1類︰ 證券交易； 

第 2類︰ 期貨合約交易； 

第 3類︰ 槓桿式外匯交易； 

第 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 

第 5類︰ 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 

第 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第 7類︰ 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 

第 8類︰ 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 

第 9類︰ 提供資產管理； 

第 10類︰ 提供信貸評級服務。 

經營上述受監管之活動，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4 條第(1)項及第(2)

項之規定，如該法人非為認可之財務機構，則需為持牌法團；倘該法人

為認可之財務機構，除經營第 3 類（槓桿式外匯交易）及第 8 類（提供

證券保證金融資）之業務外，經營其他 8 類之業務，則需為註冊機構。 

而法人則依證監會制訂之「發牌資料冊」向證監會為申請，依不同

類別的受監管業務，該個別法人有不同的資本額及速動資金之要求。而

為該等持牌法團進行受監管業務之個人，則依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20 條

第 1項向證監會申請註冊為持牌代表。 

（二） 投資顧問事業管理 

於香港總共主要有三類投資顧問可以向公眾推銷出售金融產品或就

其提供意見： (1) 持有證監會牌照的中介人、(2) 銀行，以及 (3) 保險

中介人。前述之投資顧問將其所從事的業務性質及組織，而分別受不同

的監管制度 。 

香港銀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於香港證監會進行註冊後，亦可進

行該等特許之業務，就證券或期貨合約提供意見或進行交易。而香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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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則係監管於銀行及從事顧問或銷售工作的

銀行職員是否得從事該特許之業務。保險業者或保險業務員均受香港的

保險公司條例之規範。。 

而與我國證券投資顧問業較為相近之香港受監管業務則為第 4 類之

為就證券提供意見。依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五之定義，就證券提供意見

係指： 

1. 就以下各項提供意見 

(i) 應否取得或處置證券； 

(ii) 應取得或處置哪些證券； 

(iii) 應於何時取得或處置證券；或 

(iv) 應按哪些條款或條件取得或處置證券；或 

2. 發出分析或報告，而目的是為利便該等分析或報告的受眾就以下各項

作出決定 

(i) 是否取得或處置證券； 

(ii) 須取得或處置哪些證券； 

(iii) 於何時取得或處置證券；或 

(iv) 按哪些條款或條件取得或處置證券， 

按發牌資料冊第 5.7 條之規定，如公司僅向全資之子公司或向持有該

全數股份公司之母公司，或該母公司之其他全資子公司提供受監管業務

有關之意見或服務，則該公司無需就從事第 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

第 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或第 9

類（提供資產管理）之業務向證監會申請牌照。 

而依發牌資料冊第 6.4.1 條及第 6.4.2 條之規定，法人申請成為持牌

法團必須為香港公司或在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的非香港公司，該公司必

須使證監會確認具備合適的業務架構、良好的內控系統及符合資格的人

員，即可適當管理將來可能面臨之風險。而按發牌資料冊第 6.4.3 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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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公司向證監會申請註冊每一類之受監管業務，該公司至少需委任

兩名負責人員監督公司擬進行之業務，且最少有一名為「證券及期貨條

例」所定義之執行董事159。 

而從事第 4 類之受監管業務即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其最低資本額及

速動資金之要求視該法人是否得持有客戶資產而有不同，如該公司不得

持有客戶資產而從事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時，其無最低資本額之限制，速

動資金為港幣 100,000 元；如屬可持有客戶資產之其他情況，則公司之最

低資本額為港幣 5,000,000 元，速動資金為港幣 3,000,000 元。 

而取得牌照之公司則需遵循發牌資料冊第 10部規範的持續責任，必

須定期呈交經查核的帳目、財政資源申報表及週年申報表。該公司必須

繳付年費，且需持續培訓持牌人士。 

而於持牌法團工作從事受監管活動之人員，則必須遵循證監會發布

之「勝任能力的指引」、「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

操守準則」及「適用於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的管

理、監督及內部監控指引」之相關規範。 

（三） 於網路提供金融財經資訊或交易服務 

於發牌資料冊附錄A「在互聯網提供金融財經資訊或網上交易服務」

規範，於網路提供財經資訊或交易服務需向證監會申請牌照之情形，如

係屬提供為事實之一般市場資訊，純粹提供屬事實的一般市場資訊的活

動（不論是否透過網路提供），而不涉及就任何特定證券或期貨合約而

作出推薦或投資意見，一般無需適用發牌資料冊之規定。 

惟於網路提供分析工具，依發牌資料冊附錄 A 之規範，金融財經資

訊網站一般會提供有助作出投資決定的分析工具。一般而言，舉凡分析

工具能夠提供其用戶不同選擇的投資機會或推薦意見，該分析工具的提

                                                      
159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 第 1 部所定義，“董事”包括幕後董事及身居董事職位的

人（不論該人實際職銜為何）。“幕後董事”在法團董事慣於或有義務按照某人的指示或指令行

事的情況下，指該人，但如某人是以專業身分提供意見而董事按該等意見行事，則該人不得僅

因此而視為幕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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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便可能會被視作「就證券提供意見」或「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

若分析工具可以就用戶決定的投資需要（例如其規避風險的程度、投資

年期或預期的現金流量）而特別地作出推薦時，該分析工具便屬此類需

向證監會申請牌照之公司。然而，如果所提供的分析工具，僅係過濾公

開數據，便不會構成提供意見的活動。舉例來說，提供可以辨別特定行

業內盈餘低於某個預設值的股份，或可以辨別過往投資的年度收益率高

於某個預設值的投資基金的電腦程式，都不會導致其提供者須向證監會

申領牌照或註冊。 

是以，如業者提供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則將可能適用發牌資料冊

附錄 A 之規範，一般機器人投資平台將藉由投資人填寫問卷分析其風險

承受度，並建議特定之投資組合供投資人選擇，則提供該等分析工具或

平台之業者，則需依其建議投資之類型向證監會申請牌照。 

前述目前香港提供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之業者 8 Securities 於 2011

年時係取得第 1 類證券交易之牌照，而其於 2015 年正式提供 8Now!的平

台服務，並於同年取得第 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之牌照。是以，目前香港

就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並未適用其他之規範，係按其網站提供的資訊及

工具判斷是否需向證監會申請牌照。 

四、 香港現行投顧業者概述及未來展望： 

按香港證監會網站公布之統計數據，目前香港持有第 4 類牌照之持

牌法團截至 2015 年 12 月共有 987 家160，惟現有正式上線營運的機器人

投資顧問平台。除香港就金融科技產業之法律規範尚未明確外，香港主

要投資顧問業者或金融業者仍係以服務當地及其他國家之法人客戶為主，

除部分報導指出國外理財顧問公司亦正在開發機器人投資顧問之平台161，

                                                      
160

 http://www.sfc.hk/web/TC/files/SOM/MarketStatistics/c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61

 http://hk.on.cc/hk/bkn/cnt/finance/20160418/bkn-20160418174200217-0418_00842_001.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sfc.hk/web/TC/files/SOM/MarketStatistics/c02.pdf
http://hk.on.cc/hk/bkn/cnt/finance/20160418/bkn-20160418174200217-0418_0084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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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美國當地開始營運，惟實際平台是否引進到香港上線，乃至發展之

時程，仍係屬未知數。 

如前所述，香港於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之發展，如同日本及新加坡

等國家皆屬初期發展階段，香港證監會亦未就此特別制訂相關法規監管

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於督導小組所出具的報告亦表示，香港政府應制

訂清晰行業的發展策略及願景，提供金融科技生態環境的核心競爭力，

且確保政府監管之框架能夠緊隨快速變化的科技環境，及開拓渠道加強

金融科技業對監管環境的了解。 

上開報告中亦表示，金融科技所提供的服務，本質上仍係屬金融服

務，因此維持金融穩定、資金流動性及對投資者權益之保障仍係屬主要

的議題。在推動金融科技發展及消費者保障中取得適當平衡，並提升消

費者使用創新金融服務之信心及接受程度162。 

綜上，香港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可能因香港政府開始推動金融科技

之發展，預期可能有大幅之成長。惟實際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平台之業

者，除了具備證券投資顧問背景之業者外，更有許多具有科技專業背景

之業者亦可能投入此一領域之發展。是以，香港證監會建立溝通之渠道，

讓有意發展此一領域之業者，更了解現行監管法規的運行，並可就未來

證監會規範之方向提供建議。而未來香港的主管機關更將搭配風險數據

之分析，利用科技及數據分析監管相關業者，及平台所提供之交易，除

現行的法規外，亦將發展應對快速變化的金融科技發展及具有彈性之監

管架構，以使相關業者降低其法規遵循之風險，並兼顧平台使用者之權

益。 

  

                                                      
162

 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報告，第 7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物流署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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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新加坡 

一、 機器人投資顧問實務發展現況 

機器人投資顧問在亞洲的發展，新加坡乃萌芽快速的兵家必爭之地，

在新加坡，機器人投資顧問要屬投資顧問業務之一環，從事相關業務之

法人或自然人，除了符合豁免資格者外，皆須具備新加坡金融局163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下稱「MAS」）所核發之財務金融顧

問執照（Financial Advisors License）方得執行投資顧問業務。截至 2016

年 4月底，新加坡列管之金融機構中，持有投資顧問執照的業者共 62家，

基金管理公司共 274 家；值得注意者，具備豁免資格的公司、機構共 446

家164，較之過去十年有大幅度的成長。 

在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的模式上，可略分為由商業銀行發展的財富管

理業務、由投資顧問業者多角化經營跨足機器人投資顧問以及單純網路

公司三種。 

Infinity Partners Pte. Ltd.（下稱「Infinity Partners」）是新加坡首家提

供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的公司165，即為由投資顧問業者多角化經營者，

依其在MAS 登錄之資訊，其屬於依證券期貨法而持有資本市場服務執照

者，具備豁免資格，得從事財務金融顧問法（Financial Advisors Act）底

下的各項業務。Infinity Partners 在創始之初就將其顧客群定位在新加坡之

美國籍人士，可以投資指數型基金（ETF）或其他種類基金，機器人投資

顧問服務之軟體購自美國166，上線後預期服務對象約為七萬人次，每人

可供投資之資產約為二百萬美元，潛在市值達十億美元 167。Infinity 

Partners 認為引進機器人投資顧問相較人力投資顧問，更加便宜且能提供

24小時不間斷的服務。 

                                                      
163

 http://www.mas.gov.sg/，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64

 參考：https://masnetsvc.mas.gov.sg/FID.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65

 http://blog.dragonwealth.net/2015/09/24/the-robo-advisors-are-coming-to-sg/，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66

 http://blog.dragonwealth.net/2015/09/28/sg-bound-robo-advisors-bring-more-good-than-harm/，

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67

 Id. 

http://www.mas.gov.sg/
https://masnetsvc.mas.gov.sg/FID.html
http://blog.dragonwealth.net/2015/09/24/the-robo-advisors-are-coming-to-sg/
http://blog.dragonwealth.net/2015/09/28/sg-bound-robo-advisors-bring-more-good-than-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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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已取得財務金融顧問執照，或具備豁免資格之業者名單，皆

公告於MAS 的網站168上，供投資人查詢。 

依 Infinity Partners 之網站169，該公司依據用戶風險接受程度，提供

用戶個人化資產配置之投資顧問服務，區分為投資組合諮詢服務及代客

操作。雖有媒體報導此間公司於業界率先引進機器人投資顧問之服務，

惟目前仍未見其於網站上有提供此服務之連結。 

除了 Infinity Partners 外，另一家機器人投資顧問公司 Smartly
170，也

預計於 2016 年 7月在新加坡推出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171，其分類上屬於

單純網路公司之類別，關注的市場為整個東南亞市場。Smartly 的創辦人

Veskiväli 是位愛沙尼亞本土企業家，他表示，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在新

加坡才剛起步，未來前景看好172，Smartly公司團隊目前僅 5 人，團隊目

標是打造一自動化平台，讓投資人不需具備深厚財務知識背景，就能在

全球範圍內從事低風險的投資，而 Smartly 的目標是在 2016 年底管理價

值五百萬元的資產。 

從技術面而言，Smartly 提供全球多元化投資組合，例如若投資人投

資額在$10,000 以下，用戶每年手續費僅 1%，公司將不收取任何佣金，

費用包括風險評估、投資組合推薦、無限的存款和取款，並全天候監控

用戶投資組合。 

投資顧問金融科技（Fintech）的發展日新月異也愈發受到重視，對於

新加坡既存的銀行及投顧業者而言，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已是勢不可

擋。 

二、 機器人投資顧問相關法令及管理措施 

                                                      
168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irectory，參考：https://masnetsvc.mas.gov.sg/FID.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69

 http://www.infinitypartners.info/，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70

 http://www.smartly.sg/，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71

 

http://Fintechnews.sg/1483/roboadvisor/smartly-sg-announces-robo-advisor-targeted-southeast-asian-

millennials/，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72

 Id. 

https://masnetsvc.mas.gov.sg/FID.html
http://www.infinitypartners.info/
http://www.smartly.sg/
http://fintechnews.sg/1483/roboadvisor/smartly-sg-announces-robo-advisor-targeted-southeast-asian-millennials/
http://fintechnews.sg/1483/roboadvisor/smartly-sg-announces-robo-advisor-targeted-southeast-asian-millen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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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為新加坡單一之金融監理機關，兼負中央銀行與金融監理機關

之角色，其所監理之金融產業包括存款機構、信用貸放業、保險業、證

券與期貨業、投資顧問業、信託業及外匯交易等。隨著金融投資商品及

銷售通路的多元化，MAS 於 2001 年將相關財務金融顧問服務包括針對

證券、期貨、人壽保險等金融商品的相關管理規定，整合為財務金融顧

問法（Financial Advisors Act，「FAA」），並於 2001 年 10月 5日由新

加坡國會通過，其配套之法規尚有財務金融顧問法施行規則（Financial 

Advisors Regulation, 下稱「FAR」）、財務金融顧問執照核發標準準則

（Guidelines on Criteria for the Grant of a Financial Adviser’s License，下稱

「Guidelines」）及財務金融顧問業務代表資格與測驗及豁免資格作業要

點 （ Notice on Minimum Entry and Examination Requirements for 

Representatives of Licensed Financial Advisers and Exempt Financial 

Advisers，下稱「作業要點」）等。 

在 FAA 底下，立法者有意區別「財務金融顧問（Financial Adviser）」

與「財務規劃者（Financial Planner）」兩者之業務內容，前者就與證券、

期貨和保險相關的財務規劃活動受 FAA 之規範並應取得執照，後者範圍

較廣，包括存款、投資、保險、稅務、退休、地產等方面。兩者之區分

乃依據業者所提供之服務是否具備持續性、經常性、繼續性 

（systematically, regularly and in a continuous manner），若僅提供一次性

的諮詢（one-off basis），則就算從事 FAA 所規範之業務，仍不屬於 FAA

下所稱之「金融財務顧問」，而屬於廣義上之「財務規劃者」。 

FAA 中受到規範之行為如下173，從事相關業務之法人或自然人，除

了符合豁免資格者外，皆須具備新加坡金融局所核發之財務金融顧問執

照（Financial Advisors License）方得執行投資顧問業務，若未依 FAR 之

規定取得執照而從事財務金融顧問業務，公司及個人皆有相關刑事責任

174： 

                                                      
173

 The FAA, SECOND SCHEDULE, TYPES OF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174

 未依法持有相關證照而從事金融顧問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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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除了企業金融之外，在證券期貨法所定義的範圍內，以電子、印刷

或其他形式，直接或間接透過出版、著作，對他人提供顧問投資商

品175之行為。（Advising others,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ublications 

or writings, and whether in electronic, print or other form, concerning 

any investment product […]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Cap. 289).） 

（二） 以電子、印刷或其他形式，發行或散佈相關投資商品之分析或報告。

（Advising others by issuing or promulgating research analyses or 

research reports, whether in electronic, print or other form, concerning 

any investment product.） 

（三） 集合投資計劃之行銷。（Marketing of any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 

（四） 人壽保險契約之安排。（Arranging of any contract of insurance in 

respect of life policies, other than a contract of reinsurance.） 

豁免資格規範於 FAA 第 23 條，包括以下機構之法人及其代表人（即

實際執行投資顧問業務之人）： 

（一） 依銀行法設立之銀行（a bank licensed under the Banking Act (Cap. 

                                                                                                                                                        
(1) 公司：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七萬伍仟元以下之罰金，若仍不改善，得按天數連續處

以每日最高七千伍百元之罰金，至辦理為止。(Any person who contravenes subsection (1)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75,000 or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3 years or to both and, in the case of a continuing 

offence, to a further fine not exceeding $7,500 for every day or part thereof during which the 

offence continues after conviction.) 

(2) 個人：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25,000 元以下之罰金，若仍不改善，得按天數連續處以

每日最高 2,500 元之罰金，至辦理為止。(Any person who contravenes subsection (1) or (2)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25,000 

and, in the case of a continuing offence, to a further fine not exceeding $2,500 for every day or 

part of a day during which the offence continues after conviction.) 
175

 「投資商品」之定義，依 FAA第 2 條之規定為 

(1) 任何證券及期貨法中所定義之投資產品 (any capital markets product as defined in 

section 2(1)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2) 任何人身保險契約(保單) (any life policy)；或 

(3) 其他相關被指定為投資商品之產品 (any other product as may be pr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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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二） 依新加坡金融局法設立之商業銀行經核准為金融機構，並可從事金

融顧問之業務（a merchant bank approved a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approved to carry on a business of providing any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under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ct (Cap. 186)）； 

（三） 依保險法設立之公司或社團（a company or co-operative society 

licensed under the Insurance Act (Cap. 142)）； 

（四） 依證券期貨法而持有資本市場服務執照者（a holder of a capital 

markets services license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Cap. 

289)）； 

（五） 依金融公司法第 25(2)條豁免規定而從事財務金融顧問服務業務之

金融公司（a finance company which has been granted an exemption 

from section 25(2) of the Finance Companies Act (Cap. 108) to carry 

on a business of providing any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六） 證券交易、期貨交易、認可之交易員或核准設立之控股公司等因其

業務服務而產生之顧問業務（ a securities exchange, a futures 

exchange, a recognised market operator, or an approved holding 

company, in respect of the provision of any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that is solely incidental to its operation of a securities market, a futures 

market, or to its performance as an approved holding company, as the 

case may be）；及 

（七） 其他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者（such other persons or classes of persons 

as may be prescribed）。 

上述第七款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者而具備豁免資格者規定於 FAR 之

相關條文，如第 27 條即規定如下單位不須取得金融財務顧問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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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批准的企業總公司或金融與財務中心所提供之財務規劃諮詢服

務（限於在所得稅法第 43E(2)(a)或 43G(2)(a)下經企業總公司或金

融與財務中心核准之服務）（an approved headquarters company or 

approved Finance and Treasury Centre which carries on business 

involving the provision of all or any type of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but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provision of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has been approved as a qualifying service in relation to that 

headquarters company or Finance and Treasury Centre under section 

43E(2)(a) or 43G(2)(a) of the Income Tax Act (Cap. 134), as the case 

may be）； 

（二） 公司提供各類財務顧問服務予其關聯公司（a corporation which 

provides all or any type of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to any of its 

related corporations）； 

（三） 個人提供各類財務顧問服務予其關聯人員（a person who provides 

all or any type of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to any of its connected 

persons）； 

（四） 新加坡國民，直接或間接以財務顧問身分於新加坡境內提供諮詢，

或直接或透過出版物或著作或發出或頒布針對任何投資產品（除人

壽保單）之研究分析或研究報告，對象不超過 30 合格投資人者（a 

person resident in Singapore who acts,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 a financial adviser in giving advice in Singapore,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ublications or writings or by issuing or promulgating research 

analyses or research reports, concerning any investment product (other 

than life policies), to not more than 30 accredited investors on any 

occasion）；或 

（五） 個人提供各類財務顧問服務予其機構投資人（a person who provides 

all or any type of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to 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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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財務金融顧問業的監理及管制措施，FAA 主要規範包括產品資

訊揭露之義務176，要求財務金融顧問對銷售產品之名稱、條件、可能收

益和風險、費用等相關訊息作充分說明；向投資人對投資商品推介，須

有合理建議之依據177，且不得對所推薦投資產品之相關費用和契約規範

之效果有惡意詐欺及誤導之情事178等。綜觀 FAA 之規範及目前新加坡金

融局所頒布的命令、準則等，並未特別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特別立法規

範。惟，為因應 Fintech 快速發展的國際浪潮，MAS 於 2015 年 8月組成

了「金融科技及創新小組（Financia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Group, FTIG）」

專門研究相關金融科技的動態發展並研擬政策、法規等。 

此外，新加坡外交部長 Vivian Balakrishnan 於 2016 年 5 月下旬於新

加坡政府第二屆「智慧國家創新周」上公開發表之演說179中，聲明 MAS

決定為 Fintech 企業打造「regulatory sandbox（監管沙盒）」，亦即針對

Fintech相關產業採取「先開放、後監管」的政策，若業者有任何 Fintech

相關的創意、產品、服務，透過監管沙盒都可直接創業，不必事先依相

關法令取得 MAS 的核准，直到業者發展成功、規模擴大以致對現有的金

融體系產生威脅時，MAS才會介入管制。 

依據 MAS 於 2016 年 6 月 6 日發布的《FinTech Regulatory Sandbox 

Guidelines》180，申請人可透過監管沙盒測試其金融創新之服務或商品，

MAS將視申請人提出的新創計畫鬆綁適用於該計畫之相關法令，惟其提

供的服務或商品仍會受限於一明確定義的範圍及時間，監管沙盒同時也

會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以維護整體金融體系的健全。 

                                                      
176

 FAA, Art. 25. 
177

 FAA, Art. 27. 
178

 FAA, Art. 26. 
179

 

https://www.ida.gov.sg/About-Us/Newsroom/Speeches/2016/Opening-Speech-by-Dr-Vivian-Balakris

hnan-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In-Charge-of-the-Smart-Nation-Initiative-at-Smart-

Nation-Innovations-Innovfest-UnBound，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80

 

http://www.mas.gov.sg/News-and-Publications/Consultation-Paper/2016/Consultation-Paper-on-FinT

ech-Regulatory-Sandbox-Guidelines.aspx，最後瀏覽日期：2016.7.20。 

https://www.ida.gov.sg/About-Us/Newsroom/Speeches/2016/Opening-Speech-by-Dr-Vivian-Balakrishnan-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In-Charge-of-the-Smart-Nation-Initiative-at-Smart-Nation-Innovations-Innovfest-UnBound
https://www.ida.gov.sg/About-Us/Newsroom/Speeches/2016/Opening-Speech-by-Dr-Vivian-Balakrishnan-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In-Charge-of-the-Smart-Nation-Initiative-at-Smart-Nation-Innovations-Innovfest-UnBound
https://www.ida.gov.sg/About-Us/Newsroom/Speeches/2016/Opening-Speech-by-Dr-Vivian-Balakrishnan-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In-Charge-of-the-Smart-Nation-Initiative-at-Smart-Nation-Innovations-Innovfest-UnBound
http://www.mas.gov.sg/News-and-Publications/Consultation-Paper/2016/Consultation-Paper-on-FinTech-Regulatory-Sandbox-Guidelines.aspx
http://www.mas.gov.sg/News-and-Publications/Consultation-Paper/2016/Consultation-Paper-on-FinTech-Regulatory-Sandbox-Guidelin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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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MAS 已於網站上增設了「Sandbox」專區181，提供新創業者諮

詢窗口，監管沙盒措施於實務上的發展及相應的管制措施仍有待觀察日

後相關具體案例。 

 

 

 

  

                                                      
181

 http://www.mas.gov.sg/Singapore-Financial-Centre/Smart-Financial-Centre/FAQs/Sandbox.aspx，

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mas.gov.sg/Singapore-Financial-Centre/Smart-Financial-Centre/FAQs/Sandbo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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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日本 

一、機器人投資顧問實務發展現況 

金融科技 Fintech 企業，係指利用從雲數據存儲到智慧手機等技術，

提供貸款、保險和支付服務的產業。根據統計，2014 度金融科技新創企

業共投資達 120 億美元，其中，日本金融科技企業籌集資金僅約 5,000 萬

美元182，算是起步得較晚，也發展較慢的地區。此現象可歸因於長期以

來日本政府對金融方面的嚴格監管，低利率政策亦促使多數人選擇信貸

服務而非從事積極投資；另外，日本國民在資產配置上普遍較為保守，

以現金方式持有比例甚高，且日本人十分重視安全與隱私，使用網上銀

行狀況相較於其他國家為低，許多人對互聯網金融服務皆持保留態度

183。 

金融科技的在全球化下的潛力日益浮現，日本受到全球化及歐美先

進國家發展的影響，加上因為利息持續低靡、經濟低度成長及因財政問

題導致的日幣貶值即通貨膨脹，以及社會步入老年化反應年金制度的問

題等，開始檢討全球性的資產利用的必要性184。京都大學教授加藤康之

指出，為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日本以儲蓄為主的資產利用行為已經不能

稱為合理的經濟決定，有比要一邊擴大投資標的，提高分散程度，一邊

利用海外資產的高度成長，以及高收益率來進行資產保全。（「日本で

円預金だけすることは、長期的な経済的リスクをヘッジするためには

もはや経済合理的とはいえない。投資先を拡大して分散投資を高めな

がら海外資産の高い成長と高い利回りで資産保全する必要があるので

す。」 

為了因應金融科技 Fintech 相關技術的蓬勃發展，日本金融廳於去年

                                                      
182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1_04_0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83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6/05/05/japan-Fintech/，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84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7_04_0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1_04_00.pdf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6/05/05/japan-fintech/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7_04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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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發佈的「平成 27 事務年度金融行政方針185」中，希望能把握 Fintech

的動向並普及 Fintech 在國內的應用，同時致力於發展監管措施集保護投

資人雙管齊下的政策；於是，2015 年 12 月 14 日，金融廳與民間合作，

設置線上的綜合 Fintech 窗口186（Fintechサポートデスク），提供社會大

眾諮詢的窗口，民眾亦得利用此平台交流各類訊息等，2016年 4月 27日，

日本金融廳更設置了「金融科技業新創專家小組(フィンテック・ベンチ

ャーに関する有識者会議)
187，集合相關領域的專家希望能健全金融科技

業在日本的發展。截至 2015 年，日本企業投資 Fintech 金額達 10,223 百

萬日元，幾乎為前一年度的二倍188。甚至有媒體稱 2015 年為日本「Fintech

元年」。此外，為了促進經濟，日本政府近來採取負利率，並提高通貨

膨脹率，鼓勵人們針對持有的資產進行投資。 

2015年 11月，瑞穗銀行（Mizuho Bank）為首家推動自動化投資服

務的銀行（名為 Smart Folio）189，利用金融技術並基於客戶的風險承受

能力提供高質量的投資信託組合信息，且該服務是免費的，使用者無須

為瑞穗銀行的用戶。 

另外一家晨星資產管理190（Morningstar Asset Management，下稱「晨

星 AM」）預計於 2016 年 5 月在日本推出自動化的投資顧問服務，服務

對象為採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的退休人員。晨星 AM

由日本晨星 100%（Morningstar Japan）持有，根據其網站上的資訊，晨

星 AM目前是 15檔基金的委外顧問。 

晨星 AM 所提供的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將要求使用者透過網站回

答各種問題，其中包括他們的年齡、投資經驗，根據這些回答衡量投資

                                                      
185

 http://www.fsa.go.jp/news/27/sonota/20151214-2/0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86

 http://www.fsa.go.jp/news/27/sonota/20151214-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87

 http://www.fsa.go.jp/news/27/sonota/20160427-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88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1_04_0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89

 

http://jftoday.com/Mizuho+bank+launched+SMART+FOLIO,+new+online+portfolio+advisory+servi

ce/，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90

 http://corporate.morningstar.com/as/asp/area.aspx?xmlfile=421.x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fsa.go.jp/news/27/sonota/20151214-2/01.pdf
http://www.fsa.go.jp/news/27/sonota/20151214-2.html
http://www.fsa.go.jp/news/27/sonota/20160427-1.html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1_04_00.pdf
http://jftoday.com/Mizuho+bank+launched+SMART+FOLIO,+new+online+portfolio+advisory+service/
http://jftoday.com/Mizuho+bank+launched+SMART+FOLIO,+new+online+portfolio+advisory+service/
http://corporate.morningstar.com/as/asp/area.aspx?xmlfile=42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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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風險狀況並提供適當的資產配置建議。而投資組合上，除了機器人

投資顧問常見的指數型基金以外，亦會使用其積極管理的共同基金。 

另外三菱東京商業銀行旗下的 Kokusai 資產管理公司（下稱「Kokusai 

AM」）的也宣布將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開始提供名為 Portstar 的機器人

投資顧問服務，該服務初步僅透過四家網路證券公司提供。 

除了銀行業跨足機器人投資顧問業務之外，日本允許銀行收購非金

融產業企業之全部股權，讓日本銀行得以與金融科技企業建立合作關係，

開發包括機器人投資顧問等技術及相關服務，亦有專以提供自動化投資

顧問服務之公司出現，例如日本三井住友銀行、日本瑞穗銀行、三菱東

京商業銀行及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的合資公司 WealthNavi。依 WealthNavi

網站191所示，其登錄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者（ウェルスナビ株式会社 金融

商品取引業者 関東財務局長(金商)第 2884 号），亦加入日本證券業協會

（日本証券業協会）、日本投資顧問業協會（日本投資顧問業協会），

惟其並非日本投資信託協會（日本投資信託協会）之會員。 

其提供服務之模式採會員制，提供會員個人化的資產配置及投資建

議，每年收取總投資資產 1%的手續費用。 

除 WealthNavi 外，另外一家 Monex-Saison-Vanguard Investment 

Partners, Inc.
192亦已於 2015 年底登錄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者，並於 2016年

初加入日本投資顧問業協會及日本投資信託協會；另外還有如 THEO 等

機器人投資顧問公司陸續上線，THEO
193在 2016 年 2 月正式開始的機器

人投資顧問服務，標榜只要 10萬日幣就可以進行投資，投資標的以 ETF

為主，投資商品包含全球 86 國 62 種貨幣達 11,000 個投資標的；透過簡

單的 KYC 問題設計，再根據使用者的回答自動給出不同的投資組合建

議。 

                                                      
191

 參考網站：http://www.wealthnavi.com/，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92

 參考網站：http://www.msvip.co.jp/corporate/index.html#top，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93

 參考網站：https://theo.blue/，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http://www.wealthnavi.com/
http://www.msvip.co.jp/corporate/index.html#top
https://theo.blue/


 

第 101 頁，共 120 頁 

 

機器人投資顧問金融科技（Fintech）從事顧問業務在日本的發展可說

是日益蓬勃，國內亦漸有不同的支持及檢討聲浪，認為除了增加機器人

投資顧問的業者數量、充實相關服務，使投資人對此業務更為了解以外，

應一併檢討適當的競爭與淘汰是否會對中長期投資人造成不利影響；此

外透過演算法取得得投資資訊的軟體應充分揭露提升透明度，更應透過

手續便利化、顧客分層化、KYC 簡化等來促進機器人投資顧問的實際應

用194。 

二、機器人投資顧問相關法令及管理措施 

金融廳195（金融庁／きんゆうちょう），是日本負責監督與管理日

本的金融事務、制定金融政策之最高機關，以維持金融穩定，確保存款

人、被保險人、金融商品投資人的權益。 

2000 年以降，為了克服分業立法的金融法制所帶來的管制困境，日

本參考英國制定金融服務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及

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GLB)Act），以達成單一金

融法制為目標，在 2000 年 5月先制訂「金融商品販賣法」，2004 年制訂

整合證券交易法、投資信託法及期貨交易法的「投資服務法」。2006 年

3 月，金融廳將原擬「投資服務法」正式定名為「金融商品交易法（金

融商品取引法）196」，並於 2007 年 9 月正式施行。 

金融商品交易法將證券業、金融期貨交易業、商品投資販賣業、信

託受益權販賣業、投資顧問業與投資信託管理業整合成金融商品交易業，

再將金融商品交易業務分為：第一類金融商品業務197（指以高流動性之

                                                      
194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7_04_0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195

 參考網站：http://www.fs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196

 金融商品取引法（昭和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法律第二十五号）最終改正：平成二七年九月

四日法律第六三号（參考網站：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3/S23HO025.html），已於 2016

年 3月 1 日施行。 
197

 金融商品取引 第二十八条  

「この章において「第一種金融商品取引業」とは、金融商品取引業のうち、次に掲げる行為

のいずれかを業として行うことをいう。 

一 有価証券（第二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り有価証券とみなされる同項各号に掲げる権利を除

く。）についての同条第八項第一号から第三号まで、第五号、第八号又は第九号に掲げる行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7_04_00.pdf
http://www.fsa.go.jp/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3/S23HO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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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販賣、行銷、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客戶資產管理等）、第二

類金融商品業務198（低流動性之有價證券販賣、行銷、市場衍生性商品

交易）、投資管理業務199（包括全權委託業務）與投資顧問暨代理業務200

等四種登錄業務。投資顧問及全權委託即受本法管轄，任何公司欲從事

此等業務皆必須登錄，且須繳納營業保證金。截至 2015 年底，登錄為投

資顧問業之業者共 990 家201。針對登錄投資管理業務之業者（包括全權

委託），其最低資本額之限制為 5,000 萬202。 

對投資顧問之行為主要規範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 41條，包含了善良

管理人義務203、忠實義務（禁止利益衝突之交易行為及損失填補、禁止

有價證券及金錢寄託、賣出、借貸）204。在管制方面則採登記制，金融

                                                                                                                                                        
為 

一の二 商品関連市場デリバティブ取引についての第二条第八項第二号、第三号又は第五号

に掲げる行為 

二 第二条第八項第四号に掲げる行為又は店頭デリバティブ取引についての同項第五号に掲

げる行為 

三 次のイからハまで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行為 

イ 有価証券の元引受けであつて、損失の危険の管理の必要性の高いものとして政令で

定めるもの 

ロ 有価証券の元引受けであつて、イに掲げるもの以外のもの 

ハ 第二条第八項第六号に掲げる行為であつて、有価証券の元引受け以外のもの 

四 第二条第八項第十号に掲げる行為 

五 第二条第八項第十六号又は第十七号に掲げる行為 
198 この章において「第二種金融商品取引業」とは、金融商品取引業のうち、次に掲げる行

為のいずれかを業として行うことをいう。 
199 この章において「投資助言・代理業」とは、金融商品取引業のうち、次に掲げる行為の

いずれかを業として行うことをいう。 
200 この章において「投資運用業」とは、金融商品取引業のうち、次に掲げる行為のいずれ

かを業として行うことをいい、銀行、協同組織金融機関その他政令で定める金融機関が、当

該行為のいずれかを業として行うことを含むものとする。 
201

 http://komonavi.com/special/25.php，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202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6/S26HO19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203

 金融商品取引法 第四十一条（顧客に対する義務） 

「金融商品取引業者等は、顧客のため忠実に投資助言業務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金融商品取引業者等は、顧客に対し、善良な管理者の注意をもつて投資助言業務を行わなけ

ればならない。」 
204

 第四十一条の二  金融商品取引業者等は、その行う投資助言業務に関して、次に掲げる

行為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一 顧客相互間において、他の顧客の利益を図るため特定の顧客の利益を害することとなる

取引を行うことを内容とした助言を行うこと。 

二 特定の金融商品、金融指標又はオプションに関し、顧客の取引に基づく価格、指標、数

値又は対価の額の変動を利用して自己又は当該顧客以外の第三者の利益を図る目的をもつ

て、正当な根拠を有しない助言を行うこと。 

三 通常の取引の条件と異なる条件で、かつ、当該条件での取引が顧客の利益を害すること

http://komonavi.com/special/25.php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6/S26HO1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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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業者須依照業者所經營之業務內容不同而分別登記。另外本法

下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一般義務包括對投資人之正確之資訊揭露義務205

及對投資人進行推介金融商品（勸誘）行爲之妥切性與適法性206。 

若違反金融商品交易法相關法令，有相關刑事責任，最高刑度為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科 1000 萬日圓以下之罰金207，對法人則可課以 7 億元

以下罰金208。 

 綜觀金融商品交易法之內容，並未特別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特別設置

專章規範，惟在全權委託方面，日本經濟產業部下的 Fintech 研究會209（産

業・金融・IT 融合に関する研究会（Fintech 研究会））於 2015 年 12月

16日之會議中提出，若欲使 Fintech 或機器人投資顧問業務得以在日本落

地生根，法規面應該相應有所調整210，因此，其於實務上的發展及管制

措施仍有待觀望。 

 

                                                                                                                                                        
となる条件での取引を行うことを内容とした助言を行うこと（第一号に掲げる行為に該当す

るものを除く。）。 

四 助言を受けた顧客が行う取引に関する情報を利用して、自己の計算において有価証券の

売買その他の取引又はデリバティブ取引（以下「有価証券の売買その他の取引等」という。）

を行うこと。 

五 その助言を受けた取引により生じた顧客の損失の全部又は一部を補てんし、又はその助

言を受けた取引により生じた顧客の利益に追加するため、当該顧客又は第三者に対し、財産

上の利益を提供し、又は第三者に提供させること（事故による損失の全部又は一部を補てん

する場合を除く。）。 

六  前各号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投資者の保護に欠け、若しくは取引の公正を害し、又は

金融商品取引業の信用を失墜させるものとして内閣府令で定める行為 
205

 金融商品取引法 第三十六条の二、第三十六条の三、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の二、第三

十七条の三、第三十八条。 
206

 金融商品取引法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207

 金融商品取引法 第百九十七条。 
208

 金融商品取引法 第二百七条。 

法人（法人でない団体で代表者又は管理人の定めのあるものを含む。以下この項及び次項に

おいて同じ。）の代表者又は法人若しくは人の代理人、使用人その他の従業者が、その法人

又は人の業務又は財産に関し、次の各号に掲げる規定の違反行為をしたときは、その行為者

を罰するほか、その法人に対し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罰金刑を、その人に対して各本条の罰金

刑を科する。 

一 第百九十七条 七億円以下の罰金刑。(下略) 
209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economy.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6.6.30。 
210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7_04_00.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economy.html
http://www.meti.go.jp/committee/kenkyukai/sansei/fintech/pdf/007_04_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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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小結  

依據前述對於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國家（地區）有

關機器人投顧之實務現況與法令架構之說明，機器人投顧以美國及英國

兩國之實務發展及法令架構較為完整及討論較為深入，亞洲地區國家則

尚在起步階段，考量到我國目前機器人投顧發展亦處於起步階段，且我

國市場規模小，未來在引入機器人投顧時，似應優先參考目前發展階段

及市場特性與我國相似的國家做為參考。 

前述各國對於投資顧問的監理制度有不同的重心及管制手段，目前

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及日本均尚未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訂定專法

管制，目前各國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仍是依既有的規範架構進行管

理，惟部分監理機關亦已注意到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特殊性質，相繼發布

了相關研究報告或政策指引，使業者及消費者能有初步的法令遵循方向。

目前國外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的規範架構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 機器人投資顧問適用既有的投資顧問規範架構 

雖然機器人投資顧問有許多特性有別於傳統投資顧問，但整體而言

仍可融入既有的架構做規範，包括對於投資顧問事業採取核准制、設立

資本額要求、人員專業能力等監理要求，機器人投資顧問仍然必須遵守

相關法令。部分國家在其現行的法令中即有特別針對網路無實體交易所

做之規範可套用在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管理，例如美國的規則 203A-2(f)有

關網路投資顧問（Internet investment advisers）之規定，機器人投資顧問

符合其所稱：「完全經由互動網站（interactive websites）而提供投資建

議予客戶之投資顧問，但以其他方式提供客戶投資建議予之人數，於過

去 12 個月，少於 15 人者，亦屬之。」據此，機器人投資顧問須向美國

證管會申請註冊。香港的發牌資料冊附錄 A「在互聯網提供金融財經資

訊或網上交易服務」規範，規定於網路提供財經資訊或交易服務需向證

監會申請牌照（惟不包括提供屬於事實之一般市場資訊，而不涉及就任

何特定證券或期貨合約而作出推薦或投資意見），據此機器人投資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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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即須取得牌照。惟在英國、新加坡及日本等國的現行法令中則尚

未見有特別針對網路無實體投資顧問服務的相關規定。 

二、 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提出的研究報告或政策方向 

部分國家監理機關已注意到機器人投資顧問的特殊性質，相繼發布

了可供參考的研究報告或政策指引。以下整理目前各國提出針對機器人

投資顧問所應涵蓋的規範重點。 

1. 對於演算法程式之監管機制 

機器人投資顧問透過電腦演算法程式依據投資組合管理理論預設參

數據以大量提供自動化投資建議給投資人，因此演算法乃機器人投顧系

統之核心元素，倘若演算法有設計不當或並未正確編碼（coding）之情形，

產出的結果及可能有所偏離，進而影響投資人權益。美國金融監管局

（FINRA）於 2016 年 3月發布的「數位投資建議」研究報告（Report on 

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認為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對其系統所運用之

演算法，應有效進行監督與管理，應於內部設立一監管機制，就系統使

用之演算法進行「期初審核」（Initial reviews）與「定期審核」（Ongoing 

reviews），並列舉審核之要項，包括評估系統之演算法能否達成預期成效、

瞭解系統所輸入之資料、進行輸出測試以確定符合業者所預期之成果、

評估使用之模型縱使於市場情況或經濟條件變化時依然得以適當使用、

定期就系統產出之成果進行測試以確保成果符合業者之預期以及指派專

責人員監管該數位投資工具等等。由於機器人投資顧問所使用的演算法

程式將直接影響對所有投資人的投資建議，相關電腦系統涉及金融及科

技等多重專業領域，因此透過定期的監控及測試有助於保障投資人權益，

簡言之，對於演算法程式必須做到定期「監控及測試」，確保不會產生

潛在的系統錯誤211。 

                                                      
211 澳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Australian Securities＆Investments Commission，簡稱「ASIC」）

在 2016年 3 月 21日發布了一項有關數位金融商品顧問（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 Advice，即指

機器人投資顧問）的諮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254: Regulating digital financial product advice，

Australian Securities＆Investments Commission 出版，2016 年 3月 21日，P6），依該諮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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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適合性原則要求 

各國在現行法令中多有針對投資顧問所提供之建議必須依據不同投

資人之條件提供適合於其個人之建議，例如美國規則 206修正草案規定，

投資顧問僅得提供具適合性之投資建議予客戶，而是否具備適合性，應

就客戶所有之資產組合進行判斷。適合性原則要求投資顧問除了應認識

客戶（know his client）之外，還必須認識產品（know his product），倘

若投資顧問並未實際瞭解其客戶，或未實際瞭解其所推介之金融產品者，

即違反適合性原則。 

在英國的部分，依據歐盟MiFID的標準以及英國FCA發布的Conduct 

of Business Sourcebook，投資建議須符合適合性原則（Suitability Rule），

投資顧問在提供投資建議時，須取得投資人相關的資訊，以評估投資建

議是否適合於個別投資人，評估的範圍包括投資人對於該投資工具的知

識及經驗、投資人的財務狀況以及其投資目標等等。 

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於 2016 年 3 月發布的「數位投資建議」

研究報告（Report on Digital Investment Advice）中，要求業者應做到「描

繪投資人之輪廓」（Investor Profiling），指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應認識

特定投資人之投資目標，及該投資人所處之客觀環境與相關事實，相當

於認識客戶與適合性原則之要求，此外，金融監管局建議機器人投資顧

問業者應定期與客戶聯繫、接觸，以判斷客戶的資料與情況是否改變。

簡言之，一般對投資顧問的適合性要求，對於機器人投資顧問來說更有

                                                                                                                                                        
目前 ASIC 提出對機器人投資顧問所使用演算法（Algorithms）的監控與測試包含： 

1. 有能清楚說明其演算法的目的、範圍與設計的系統設計文件，其中並應包含決策過程的樹

狀圖或其決策的規則。 

2. 明文制定一套監測的方式並記錄，包含監測的計畫、監測實例、監測結果、瑕疵結果以及

最終測試結果。在系統第一次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以前，業者所採用的演算法均應經過嚴謹

的測試，並在系統上線後定期實施同樣的測試。 

3. 針對管理及改變演算法程式應有一套適當的程序，包含相關安全措施，以監控並避免未經

授權存取或修改該演算法程式。 

4. 針對演算法所為的任何修改，於七年內要有能力對該修改監控與重構（系統的復原）。 

5. 得隨時因應市場變化或法令變更等因素而修改演算法。 

6. 演算法出現錯誤時得及時控制並終止提供服務之程序。 

7. 配置足夠的人力及技術資源，透過對機器人投顧提出之建議進行即時且適當的審核，以監

控機器人投顧演算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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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嚴格遵守，蓋一般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大多透過幾道簡單的問題來

判斷並確認個別投資人的風險偏好、財力及投資目標等個人資訊，事實

上僅能將投資人概分為幾大類提供建議，而無法像傳統投資顧問與投資

人進行長時間對話交流進而提出充分個人化的投資組合建議，美國相關

單位的報告中亦指出機器人投資顧問僅詳列問題清單供投資人於網站上

自行填寫，並未如傳統投資顧問由從業人員對客戶進行合理之調查程序。

因此，機器人投資顧問以問題清單之方式取得投資人相關資訊，恐怕僅

屬片面資訊。機器人投資顧問因無法評估特定投資人之所有情況與環境，

例如年齡、經濟狀況、投資經驗、其他資產、稅務概況，承受風險之意

願，投資回收期間長短、現金需求，與投資目標等等，從而所提出之投

資建議未必適於個別投資人。 

由於各國原本對於投資顧問的管理及有許多不同，因此在面對機器

人投資顧問這項新興產業時，所需要做的調整也有所不同。整體而言，

機器人投資顧問雖然與傳統投資顧問模式有些許不同，但在各國目前的

實踐上，均是在原先的法令之上依據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特性做調整，透

過較為簡便的主管機關函釋、命令或政策指引等行政程序將機器人投資

顧問納入規範或提醒業者及消費者相關應注意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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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國發展機器人投顧之監管方向建議 

第一節  我國發展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監管方向思考 

依本研究報告第二章第二節將機器人投顧分為「諮詢建議型」或「資

產管理型」等二類，另參酌第三章有關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及香

港等地之實務發展現況可知，國外多數知名的機器人投資顧問除了基本

的「諮詢建議型」，多數包含了投資組合管理、獲利再投資之「資產管理

型」服務。而機器人投顧具有無實體服務、自動化投資建議、全權委託

服務、低投資門檻四項特性，機器人投顧根據客戶的風險偏好，以演算

法提供投資組合之建議，投資人可以利用網路及智慧型手機隨時取得投

資建議，投資及收費門檻較低。而目前多數的機器人投顧提供的投資組

合係以 ETF 為主，並可以透過稅務支出優化工具的設計，為投資人減少

稅務負擔。 

按我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之規範為投信投顧法及其相關子法，依投信投顧法第 4條第 1 項：「本法

所稱證券投資顧問，指直接或間接自委任人或第三人取得報酬，對有價

證券、證券相關商品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項目之投資或交易有關事項，

提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機器人投資顧問自客戶收取一定比例的佣

金或服務費用，對客戶提供具體有價證券（含 ETF）之買賣建議，並非

僅提供一般性之證券投資資訊供投資人自行選擇，而是依據不同客戶的

資力、風險承受度等情形推介合適之投資標的，屬本條項所定義之證券

投資顧問，又我國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為特許事業212，故依現行投信投

顧法之規定，機器人投顧之經營自應取得主管機關之核准，另外，就機

器人投顧業者之設立及人員管理，需遵循「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

                                                      
212

 參見投信投顧法第 63 條第 1 項（經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第 50 條第 1 項（經營全權委

託投資業務）等規定；又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經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或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者，

依同法第 107條第 1款，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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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管理規則」等規定。 

除投資建議之提供外，國外主要之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為「資產管

理型」，亦即除提供建議外，同時依據該建議替客戶管理其資產，實行其

所建議之資產配置，依投信投顧法第 5 條第 10 款規定：「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指對客戶委任交付或信託移轉之委託投資資產，就有價證券、證

券相關商品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項目之投資或交易為價值分析、投資

判斷，並基於該投資判斷，為客戶執行投資或交易之業務。」，因此機器

人投顧業者若有意建立「資產管理型」之投資顧問，為客戶管理資產並

利用程式提供之投資建議自動進行下單或投資組合再平衡時，即可能同

時涉及全權委託投資之範疇。依投信投顧法第 50 條規定，我國投信或投

顧業者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條件，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始得為之。針對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則應再遵守「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之規定。 

由於現行法規是基於由具有專業自然人所提供之「人」的服務，故

對人員的要求及服務的流程均是以人的服務為出發，但機器人投顧的服

務模式係以自動化電腦程式取代人為服務，二者性質及運作方式有所不

同，上述「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及「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等規範具體監理

措施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適用在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時，即可能有

與機器人投資顧問之經營模式相扞格之處，因此如有新創業者僅辦理機

器人投顧業務而無一般投顧業務時，部分行政規範即可能須隨機器人投

顧的服務模式而檢討調整。 

我國金管會為促使台灣趕上全球 Fintech 浪潮，積極規劃金融科技相

關政策，國內多家金融機構均已對外宣示發展數位金融之決心，目前已

有金融機構開始投入機器人投顧之開發，亞洲各國之機器人投顧發展較

美國及歐洲落後，然而香港於 2015 年成為亞洲第一個推出機器人投資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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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服務之地區，中國、日本、韓國均已有機器人投顧服務上路，新加坡

也緊追在後，相較之下，我國機器人投顧之發展落後，雖已有本土業者

投入開發機器人投顧，尚未能得悉具體問世之時間。針對機器人投顧之

監管方向，首應思考業者有無發展之困難及法規阻礙，如何輔導業者上

路，才得以評估上路後應如何監理問題。 

依本研究第三章有關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地區之法

令及實務發展現況可知，基於 Fintech 之創新特質，各國均難以傳統之法

令思維加以框架其發展方向，各主要國家（地區）目前就機器人投顧均

沿用原來投資顧問規範之架構，尚未另行制訂專法予以規範。縱使機器

人投顧發展最為興盛與成熟之美國，亦僅由證管會（SEC）與金融監管局

（FINRA）對投資人發布警語，提醒投資人利用機器人投顧所應注意之

事項，而無統一之專法。我國機器人投顧亦屬於投信投顧法所定義之證

券投資顧問，有意經營之業者須取得主管機關許可始得營業，但參考國

外之監理規範，自亦無制訂專法之必要。 

英國機器人投顧起步雖較亞洲國家早，FCA 於 2015 年 11 月發布

「Regulatory Sandbox」的指引，鼓勵業者勇於從事金融創新，甚至對於

與現行監理法令有部分牴觸者，仍表示不會立即進行違規處分，其政策

在於鼓勵創新；無獨有偶，新加坡於 2016 年 MAS 同樣宣示針對 Fintech

相關產業採取「先開放、後監管」的政策，鼓勵業者有任何 Fintech 相關

的創意、產品、服務，都可以直接創業，不必事先經過 MAS 的同意。由

此可見英國、新加坡政府均體驗 Fintech 之重要性，而對於金融創新採積

極鼓勵態度。其餘日本、香港也都有針對 Fintech 之發展策略。 

美國機器人投顧發展多年，仍將之視為一極具爆炸性成長的市場。

近年 Betterment, Wealthfront積極完成募資，預計開發成更多理財商品，

亞洲國家僅屬起步階段，但已體認到 Fintech 潮流有待政策面積極因應，

始能追趕美國的發展，傳統金融監管法令係以人的服務為出發，實無法

追趕金融科技日新月異之發展，Fintech 對傳統金融服務而言是破壞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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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實難以舊有的法規去框架及規範。在全球

各地，要發展成為金融中心宛如競賽，金融產業環境、基礎建設、行動

裝置普及率和監管機關態度，決定了 Fintech 發展進程。因此，我國要發

展機器人投顧，甚至擘劃將台灣成為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誠應思考新

的監理方向，而無法以傳統投顧業規範之法規視之，或以傳統上高密度

之金融監理方式加以限制。況且金融科技必須投入大量的金錢與人力進

行開發，在還未發展成熟及普及前，政策上不宜直接以現有法令監管或

勉強修法因應，而是改採取全新的態度鼓勵創新，以避免僵固的法令扼

殺金融科技之發展，喪失創新先機及國家競爭力。 

觀察我國目前機器人投顧之發展環境，國人雖然網路及行動裝置使

用普及，但市場環境實難與發展成熟的美國相提並論，短期內難以發展

出功能強大之機器人投顧，先天上不足之處可由二面向分析：首先，機

器人投顧演算法之運用，仍以 ETF標的最為成熟，我國 ETF 產品供應並

未如其他國家、地區充足多元，此與美國動輒有千檔不同類型的 ETF 可

供機器人投顧選擇大為不同213；其次，我國資產管理市場之資產規模、

                                                      
213

 依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於 2016 年 1月 21 日所發布之統計資料，截至 2015

年年底，全球 ETF資產規模為 2.88兆美元，其中美國 ETF之資產規模高達 2.07兆美元，占全

球 ETF 資產規模 72%，歐洲占 17%，亞洲占 9%，其餘地區合計僅佔 3%。此外，就 ETF產品

數量之統計，截至 2015年年底，美國計有 1577檔 ETF 產品，歐洲有 1527 檔 ETF 產品。如就

亞太各國家 ETF 產品數量之統計，如下圖所示，南韓的 ETF產品數量係全亞太地區最多，其

次則為日本，臺灣則是 ETF產品數量最少。

（https://www.altii.de/media/modelfield_files/fondsportal/pressrelease/pdf/ETF_Annual_Review.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6年 6月 30 日）。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之統計，截至 2015 年年底，台股 ETF市場目前計有 39檔 ETF上市掛

牌交易，總資產規模達新台幣 2055億元，創歷年新高。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202003953-260410（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6

月 30 日）。 

https://www.altii.de/media/modelfield_files/fondsportal/pressrelease/pdf/ETF_Annual_Review.pdf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202003953-2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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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與商品多樣性及成熟度，均遠低於其他國家，退休金帳戶之全權

委託亦均由政府機關主導，機器人投顧之商業模式有賴一定經濟規模，

始能達成經營效益，此均會影響業者進行機器人投顧開發之意願及困難

度。故我國機器人投顧之開發，短期內較可能先由資金或技術較豐沛之

大型金融業者投資或兼營機器人投顧開始，所提供服務之內容則可能先

由諮詢建議型，使投資人熟悉機器人投顧運作後，至市場擴大時再進而

發展專營之機器人投顧事業，以及資產管理型之功能。因此以現階段而

言，針對專營之機器人投顧或資產管理型之修法討論，顯然言之過早！

反之，英國及新加坡所採取鼓勵金融科技的態度，以宣示法規豁免以鼓

勵業者進行投資並開發創新，更值得我國注意參採！ 

為此，本研究建議短程上，可鼓勵取得投顧執照之投資顧問業者發

展機器人投顧，如有機器人投顧問世，則適當發布聲明提醒投資人注意

風險；長程上，俟國內機器人投顧發展成熟時，再視發展情形進一步思

考對機器人投顧之監理措施。 

第二節 短程方向--鼓勵業者投入機器人投顧及適當提醒投資人注意風

險 

一、 鼓勵業者投入金融科技領域，開發機器人投顧 

如前述，我國政策上首應思考業者有無發展機器人投顧之困難及法

規阻礙，英國與新加坡均已體認並發布「Regulatory Sandbox」的指引，

鼓勵業者勇於從事金融創新，甚至採取「先開放、後監管」的政策，避

免業者開發初期即擔憂法律障礙而不願進行開發投資。觀察我國現行的

投顧法規對投顧事業的組織、業務等均有規範及違反罰則，投顧事業倘

擬進一步開發機器人投顧，即可能遇到種種法規遵循問題，而造成發展

的阻礙或增加經營的成本。 

舉例而言，現行法令對於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招攬、委任及提供服

務之交易流程上，均設有嚴密規範，甚至要求必須專人服務（非得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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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程式或書面通知為之），惟此均係基於傳統業者的經營模式而設，參考

國外機器人投資顧問的模式，一般並不會有專人一對一的對各個客戶解

釋相關事項，文件也多以電子形式傳遞。現行諸多流程及作業規範適用

在機器人投資顧問時即產生困擾。 

依證券投資顧問管理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提供證券投資分析建議時，應作成投資分析報告，載明合理分析基礎及

根據。」投信投顧公會就證券投資顧問之委任契約已研擬契約範本，供

業者採用。該契約範本均是以「專人服務」為出發。此外，現行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3 條以下對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之總經理、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等均要求設置相關職位且須具備

一定資格。惟機器人投顧之優勢既為迅速及便利之自動化電腦程式服務，

參考國外的實務發展及網路使用之特性，簽約及開戶客戶通常於線上完

成，似難再規範要求一律有「專人解說服務」；又機器人投資顧問將使得

原本投顧之操作流程更為迅速簡化，人力配置也更為精簡。為避免業者

機器人投資顧問服務上路後，動輒因觸犯現行法令而有被行政裁罰之風

險，主管機關政策上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對於傳統投顧之組織、人員

及業務監理及裁罰方式，即不宜一體適用於性質不同的機器人投顧，而

應於政策上適度放寬，並與有意從事器人投顧之業者溝通，釐清法令適

用疑義，避免業者因現行監管法令裹足不前。 

於具體作法上，英國 FCA 及新加坡 MAS 均發布之「Regulatory 

Sandbox」的指引，英國針對未經核准之事業及已經核准之事業分別訂有

不同指引，鼓勵以較為簡便的申請程序測試其新創概念，同時以發布個

別指引、法令的免除或修正、非強制性通知信函等多管齊下之方式，達

到彈性監管並輔導業者上路，即不預先限制業者之經營模式，但得針對

具體個案說明法規之適用；新加坡也以單一窗口鼓勵聲請人測試其金融

創新之服務，同時亦得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誠值得我國主管機關參考。 

二、 適當提醒投資人注意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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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鼓勵我國之投資顧問事業發展機器人投顧同時，如機器人投顧服

務於國內已漸趨普及時，主管機關得適當提醒投資人注意使用機器人投

顧服務所生之風險。 

參考美國證管會（SEC）與金融監管局於 2015 年 5 月 8 日聯名發表

一份對投資人之警告函，列舉並提醒投資人於運用「自動化投資工具」

（automated investment tool）前，應行注意之事項，以保障自己之權益，

其內容包括以下各點：1. 充分瞭解自動化投資工具的條款。2. 確認該項

工具的限制，包括任何重要的假設。3. 瞭解自動化投資工具的投資建議

取決於它所希望從投資人取得的資訊；以及投資人所回覆的內容。4.投資

人應注意自動化投資工具所提供的投資建議可能並不適於其個人的理財

需求及目標。5. 個人資訊保護。 

SEC 透過上述警告函提供投資大眾使用自動化投資工具時應注意的

重點。我國在機器人投顧之發展階段，該國外做法可供我國參考。即主

管機關於鼓勵業者發展機器人投顧之同時，得輔導業者詳予揭露機器人

投顧之業務限制及風險予委任人知悉，同時亦得以發布聲明之方式，提

醒投資人使用機器人投顧服務應注意之事項或明白可能之風險，並藉以

落實投資人自己責任原則。 

第三節 未來長程方向 

我國機器人投資顧問僅在發展初期，如前所述，尚無修法之迫切性，

避免阻礙金融科技發展，惟於機器人投顧發展至一定規模，或已發展出

資產管理型之機器人投顧時，機器人投顧服務內容已多元複雜，對投資

人權益之影響相形重大，於機器人投顧發展成熟之美國，已對適合性原

則之遵守提出檢討，並指出機器人投顧可能發生系統瑕疵與資安風險，

以及羊群效應與群聚風險問題，雖然現階段我國尚無需加以考量，但在

長程上，參考國外機器人投顧之發展，下列二個面向，值得日後加以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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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器人投資顧問演算法之監控 

機器人投資顧問業者係以演算法取代投資分析人員之研究與分析工

作，機器人投顧業者於程式設計規劃之初，應注意不得將系統植入不應

考量之參數、預設不合理之前提假設或有其他操縱演算法之情事（例如，

於程式中設定針對不同類型之投資人均推介相同之有價證券），以免影響、

擾亂證券市場秩序，降低人為操縱之因素。 

針對演算法之監控，美國金融監管局（FINRA）之研究報告有指出

建議機器人投顧業者針對系統所使用之演算法，應進行「期初審核」（Initial 

reviews）與「定期審核」（Ongoing reviews），並列舉審核之要項，包

括評估系統之演算法能否達成預期成效、瞭解系統所輸入之資料、進行

輸出測試以確定符合業者所預期之成果、評估使用之模型縱使於市場情

況或經濟條件變化時依然得以適當使用、定期就系統產出之成果進行測

試以確保成果符合業者之預期以及指派專責人員監管該數位投資工具等

等。澳洲 ASIC 則具體提出對機器人投資顧問所使用演算法的監控與測試

包含： 

1. 有能清楚說明其演算法的目的、範圍與設計的系統設計文件，其中並

應包含決策過程的樹狀圖或其決策的規則。 

2. 明文制定一套監測的方式並記錄，包含監測的計畫、監測實例、監測

結果、瑕疵結果以及最終測試結果。在系統第一次提供服務給消費者

以前，業者所採用的演算法均應經過嚴謹的測試，並在系統上線後定

期實施同樣的測試。 

3. 針對管理及改變演算法程式應有一套適當的程序，包含相關安全措施，

以監控並避免未經授權存取或修改該演算法程式。 

4. 針對演算法所為的任何修改，於七年內要有能力對該修改監控與重構

（系統的復原）。 

5. 得隨時因應市場變化或法令變更等因素而修改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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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演算法出現錯誤時得及時控制並終止提供服務之程序。 

7. 配置足夠的人力及技術資源，透過對機器人投顧提出之建議進行即時

且適當的審核，以監控機器人投顧演算法的成效。 

上開規定，可供我國參考，使機器人投顧業者之演算法有適當之監

控與監理，協助業者確保良好服務的品質，同時避免產生系統瑕疵之資

安風險。 

二、 加強使用機器人投資顧問之風險揭露 

風險揭露是讓投資人於交易前能充分了解商品的特性與風險，而不

同於傳統投資顧問係以人員向客戶提供投資建議，可以由從業人員面對

面向客戶說明並揭露風險，經由實際互動而適時提供有關投資組合的基

本特性並確認客戶已知悉相關風險。機器人投資顧問則係透過網路或是

手機的網頁提供服務，其無實體服務的特性，使得風險揭露亦均透過網

站使用完成。是以，有必要確保投資人於業者的網站上得容易取得風險

揭露之資訊及於使用網路服務前已清楚知悉使用該服務之風險。 

再者，使用機器人投顧之風險，與委任傳統人工投顧所生之風險並

不相同。機器人投顧所提供之資產組合標的遠較人工投顧之標的受有限

制，預設之投資組合模組分類又涉及是否符合投資人之適合度，再加上

金融資訊經緯萬端，變化迅速，機器人投顧畢竟是人工智能，發展至何

等程度尚非一般投資人所能熟悉，機器人投顧係依何等演算法及參考何

等數據資料而提出理財或投資建議？有無限制？如何進行演算法之監控

與測試？無論是程式之設計、參數、問卷內容、數據蒐集及分析，都有

其侷限性，加上該服務是以過去發生的數據進行分析，加上部分設計係

基於特定人之人為判斷。實際突發情況發生時，機器人投顧所使用之程

式可能不一定可即時考慮該等因素而及時反應，或有誤判之可能性，未

必均能達成與人工投顧所能提供相同之功能。此皆係投資人使用機器人

投資顧問服務所必須考量之風險，而該等風險也必須在投資人使用服務

前即以公開的原則，清楚揭露予投資人，供投資人選擇是否運用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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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顧，否則揭露不清必容易導致糾紛。 

參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自 2011 年 1月 1日起施行之《證

券投資顧問業務暫行規定》，其中第第二十七條即明訂以軟件工具、終

端設備等爲載體，向客戶提供投資建議或者類似功能服務的，應當執行

本規定，並符合下列要求： 

（一） 客觀說明軟件工具、終端設備的功能，不得對其功能進行虛假、

不實、誤導性宣傳； 

（二） 揭示軟件工具、終端設備的固有缺陷和使用風險，不得隱瞞或者

有重大遺漏； 

（三） 說明軟件工具、終端設備所使用的數據信息來源； 

（四） 表示軟件工具、終端設備具有選擇證券投資品種或者提示買賣時

機功能的，應當說明其方法和局限。 

上開規範說明機器人之重要揭露事項，可供我國日後規範參考，以

確保投資人使用機器人投顧服務前皆了解其所承受之風險，並予評估使

用，減少糾紛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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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 2015 年 6月發表一份名

為「金融服務之未來」（The Future of Financial Service）的報告，認為 Fintech

對金融服務業之衝擊，計有六大面向，並涉及十一組創新科技。此六大

面向分別為：支付 （Payments）、保險（Insurance）、存貸（Deposit & 

Lending）、籌資（Capital Raising）、投資管理（Investment Management） 

和市場資訊供給（Market Provisioning）214。本研究報告之主題—機器人

投顧即包含在 Fintech 對投資管理業務所產生之衝擊，報告指出機器人投

顧對於複雜的財務管理業務提供投資人一條簡便的路徑，使投資人得輕

鬆上手原先進入門檻較高的財務管理服務，且在機器人投顧收費低、投

資人數量大的競爭下，勢必迫使傳統財務管理業者作出改變。金融業之

傳統業務，已全面性面臨 Fintech 之破壞式創新，無一倖免。 

本研究報告於第二章歸納出機器人投顧具有無實體服務、自動化投

資建議、全權委託服務、低投資門檻四項特性，機器人投顧使得投資人

得經由個人電腦（PC）、筆記型電腦（NB）、平板電腦（Tablet）、智慧型

手機（Smart Phone）等行動裝置，透過網際網路而聯結至業者所架設之

網站，直接進行線上（online）操作，幾乎無須假手他人即可獲得投資服

務。經歸納各國實務有關於機器人投顧之經營型態，本研究報告認為機

器人投顧於實務上業務經營型態可分為「諮詢建議型」與「資產管理型」

等二類，並以「資產管理型」為主要營運大宗，且為 Fintech 未來之願景。 

本研究報告於第三章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國

家地區有關機器人投顧之相關法令制度及管理措施，可知 Fintech 之創新

特質，各國均難以傳統之法令思維加以框架其發展方向，各國在機器人

投顧方面均無制定專法，仍將之歸類於投資顧問業，僅少數有針對機器

人投顧特性以不同程度之警告函及研究報告來提醒投資人注意。本研究

                                                      
214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_of_financial_services.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另參見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12/17/Fintech-in-future/，最後瀏覽日期：

2016.6.30。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_of_financial_services.pdf
http://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5/12/17/fintech-in-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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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參酌國外制度，尤其觀察同樣機器人投顧屬發展起步階段的亞洲國

家，於第四章分析機器人投資顧問引進我國後，考量我國市場特性及初

期規模，建議主管機關得參考國外鼓勵機器人投顧發展之策略方向，先

行針對機器人投資顧問的上述特性發布相關的聲明或政策宣示，讓有意

發展的業者瞭解主管機關著重的監理面向並提醒投資人相關風險；在長

程的規劃上再依據機器人投顧後續發展情形及市場情況之演變，具體擬

定法規調整或制定之方向。 

一般認為我國之證券市場乃一淺碟型之市場，散戶投資人占有相當

的比例，以 2015 年之統計資料為例，我國自然人於集中交易市場成交金

額仍占 53.3%
215，顯見我國證券市場仍以散戶投資人為主要市場參與者，

而我國民眾使用網路及手機習慣普及，從境外基金之成長也可窺知國人

投資需求殷切；展望未來，機器人投顧應有機會於我國大有發展，鑒於

金融科技均為各國亟欲發展之方向，我國之機器人投顧之發展已落後於

其他亞洲國家，於思考我國未來對機器人投顧之監管措施時，仍須以創

新的思維，擘劃提供機器人投顧於國內之良好發展環境，以提升金融產

業之競爭力。考量我國市場環境規模與國外之差異，尤其我國 ETF 指數

型基金與英美等其他國家相較，ETF 產品之數量及多樣化均不足，服務

商品日後將如何設計開發，及符合世界潮流，均有諸多待克服的難題。

故短期內市場上可能先發展搭配傳統投顧服務的「諮詢建議型」，並且此

階段的監理作為可採取發布風險聲明、警告函等方式提醒投資人注意機

                                                      
215

 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券暨期貨市場重要指標統計資料，集中交易市場成

交金額投資人類別比例表： 

單位：新台幣 10億元    

年度 

本國法人 僑外法人 本國自然人 外國自然人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2012 6,382.93 15.4  9,381.65 22.6  25,791.82  62.0  20.65 0.0  

2013 6,340.88 16.2  9,660.29 24.6  23,194.15  59.2  11.33 0.0  

2014 8,026.41 17.4  10,951.20 23.8  27,094.32  58.8  14.64 0.0  

2015 8,259.24 18.3  12,764.31 28.4  23,976.66  53.3  9.99 0.0  

註：本表成交金額買賣合計，且拍賣、標購金額未列入統計。 

 



 

第 120 頁，共 120 頁 

 

器人投顧相關風險，甚可進一步採取如英國、新加坡等鼓勵創新措施，

對於機器人投顧之性質與傳統投顧相異之處，更應避免僵固之法令處罰

影響業者經營之意願；待未來市場成熟後，市場上已出現人力介入程度

更低的「資產管理型」時，再進一步檢討台灣本地的機器人投顧發展走

向及具體法令修正內容，以期與國外接軌，並真正發展金融科技，同時

提升我國資產管理業者之專業能力，深化資產管理業務市場，此均有待

金融與非金融業者攜手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