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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卡 Smart Pay 新支付工具
隨身“卡”犀利

購物、繳費稅真便利

郭芳志∕財金資訊公司業務部卡片推展組組長

內卡片業務支付市場仍存在非常大的發展空

一、前言

間。

(一 ) 國內市場（國人消費支付現況）

(二 ) 國內信用卡業務現況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家庭收支調查報

國內信用卡市場在歷經雙卡風暴、金融海

告顯示，99 年度全國家庭總支出近 7 兆元，其

嘯等事件後，整體信用卡市場已邁入相對穩定

中消費支出已逾 5.5 兆元（附表 1），其中使

的階段。近年流通卡數逐漸回穩，簽帳金額更

用信用卡的消費金額為 1.53 兆元，使用悠遊卡

屢創新高，而預借現金、循環信用餘額則呈逐

與 icash 約 150 億元，其他近 72%，即約 4 兆

年遞減（附表 2）；整體情勢說明如下。

元係以現金或其他金流服務方式支付，顯示國

97 年

98 年

99 年

(A)

7,544,629

7,688,014

7,840,923

非消費支出（元）

(B)

186,308

186,575

182,585

消費支出（元）

(C)

705,413

705,680

702,292

(A)×(C)

53,221

54,253

55,066

(A)×[(B)+(C)]

67,277

68,597

69,383

家庭戶數

支出

家庭消費總支出（億元）
家庭總支出（億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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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附表 2

94 年，此三項收入占比依序為 76%、17%、
1.

信用卡獲利結構大幅變更

7%，近年循環信用利息收入已逐年萎縮 ，占

信用卡的主要收入來源有三項，分別為循
環信用利息、簽帳手續費、預借現金手續費；

比降為 48%，而簽帳手續費占比則大幅提升至
49%（附表 3），成為最大收入來源。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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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左右。
2.

信用卡收益率已大不如前

信用卡發卡業務近年獲利基礎並非是收入

據統計（附表 4），94 年臺灣信用卡整體

的大幅增加，而是加強信用管控使呆帳損失減

刷卡金額（包含簽帳與預借現金金額）約 1.64

少（附表 5）；換言之，當信用卡市場獲利機

兆元，信用卡發卡機構年收估計約 1,039.2 億

制改變，如何因應市場發展，增加手續費收入，

元，收益率 6.35%；刷卡金額於 100 年創歷史

減少成本支出，是現今個人消費金融業務發展

新高，達 1.67 兆元，不過發卡面整體獲利卻縮

的重要課題。

減近一半，降至 463.2 億元，收益率下滑至僅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附表 4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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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hange Reimbursement Fee），以鼓

二、金融卡市場具永續發展的條件

勵發卡機構推動 Offline Debit Card。
另 一 方 面 ， 推 動 Online Debit 的 EFT

(一 ) 金融卡在先進國家發展情形

（Electronic Funds Transfer∕電子金融轉帳）

在金流服務成熟度高的美國，信用卡及金

網路組織（如 Star、NYCE、Pulse），其現有

融卡（Debit Cards）同為市場主要支付工具，

金融機構發行的 ATM 金融卡即可附上 Online

其中金融卡之成長幅度更為顯著，依西元 2011

Debit 功能。推動 Online Debit 的 EFT 網路組

年 The Nilson Report 的調查結果顯示，預期至

織已有完整的潛在消費持卡人，缺少的是通路

2015 年約占有支付市場的 25%（附表 6），顯

∕特店，因此，藉著提供較 Offline Debit 優惠

現金融卡的便利性、普及性與安全性，越來越

的 IRF，提高特店採用 Online Debit 交易的意

受到廣大消費者的接受與使用。金融卡交易不

願（附表 7）。

易受經濟波動影響，對發卡金融機構而言，無
呆帳風險，收入穩定而具永續經營性。

附表 7

(二 ) 國內金融卡 Smart Pay 發展
附表 6

美國消費支付系統市占率

國內於民國 95 年完成金融卡晶片化，金
融卡的應用功能由單純的提款及資金調度（轉

在美國，國際卡片組織（Visa/MasterCard）

帳）媒介，發展成具繳稅、繳費及購物等多功

與特店簽有『Honor-all-cards』合約規定，新

能的 Smart Pay 支付工具，應用通路擴展至政

推廣之 Visa 金融卡∕MasterCard 金融卡（統

府機關、學校、企業、電信公司、民生基礎費

稱 Offline Debit）享有現成通路∕特店，惟缺

用及一般商店等有收款需求的機構，且由實體

少的是持卡人，故由發卡機構收取較高之 IRF

銷售點拓展至無疆界的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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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帶動金融機構更大之電子支付商機。
1.

金融卡 Smart Pay 網路繳稅之應用
為配合政府推動 e 化稅政，納稅義務人現

(2) 刷卡購物

可 利 用 財 政 部 『 Paytax 網 路 繳 稅 服 務 網 』

為了對特店提供更好的服務，也可讓持卡

（https://paytax.nat.gov.tw），使用晶片讀卡

人有更多樣化的選擇，金融機構推廣金融卡購

機完成網路繳稅，100 年度繳稅交易筆數已逾

物佈建至網路與實體商店，除持卡人不須支付

23 萬筆，繳稅金額達 115 億元；自 101 年 3

交易手續費，為加強競爭力，除提供低於信用

月 1 日起，財政部推出「擴大晶片金融卡網際

卡之優惠費率予收單機構外，另設計固定手續

網路繳稅適用範圍」，增加綜合所得稅、營利

費率機制，有異於其他卡片單一計價方式，收

事業所得稅、營業稅、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及

單機構即可運用此彈性且多元之差別費率利

地價稅等多達 18 項稅目細稅零星或隨課開徵

基，區隔目標市場，如依特店交易額訂定階梯

案件，民眾可多多使用網路繳納稅款，方便省

式（tiered）費率、針對交易量大之連鎖特店採

時又節能省碳。

個別協商費率或採用每筆交易固定的費用或設
置上限費用，鼓勵特店即使作大額交易將有較

2.

金融卡 Smart Pay 網路繳費之應用
社會大眾也可不受代收機構營業時間或地

點之限制，利用「全國繳費網」（https://ebill.

佳的費率折扣；如此即可依特店屬性拓展更多
受理金融卡刷卡購物通路，並爭取目前未受理
卡片刷卡消費的特店加入電子支付系統。

ba.org.tw）、金融機構繳費網及事業單位繳費

100 年度金融卡於以上之實體及網路特店

網查詢帳單資訊或透過電子郵件收到帳單後，

進行消費購物之交易筆數已逾 2,100 萬筆，金

以晶片金融卡直接進行線上繳費；舉凡如水、

額達 5,263 億元。

電、瓦斯公司（公用事業費）、公（國）立學
校（學雜費）、勞保局（勞保費）、健保局（健

4.

金融卡 Smart Pay 電子發票載具之應用

保費）等，約有 650 家機關（構）已加入營運，

由於金融存款帳戶是持卡人支應各項開銷

如加計民間業者之參加單位則逾 3,800 家，100

與調度資金的源頭，而國內金融機構發行的晶

年度交易筆數已逾 480 萬筆，交易金額 1,121

片金融卡（ATM 提款卡）發卡量高達 5,300 萬

億元。

張，且民眾隨身攜帶機率高，是最貼近日常生

3.

金融卡 Smart Pay 於網路及實體特店購物
之應用

活的支付工具。為推行「載具多元化 格式標準
化 紙張優質化 逐步無紙化」電子發票政策，
財政部於 100 年 6 月 27 日核定晶片金融卡為

(1) 網路購物

民眾索取電子發票載具之一；而為追求電子發

電子化幫助金融機構提升服務優勢，更擴

票普及化目標，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試辦晶片

大了金融卡 Smart Pay 業務的應用領域，各金

金融卡為電子發票共通性載具之一，並訂 101

融機構運用金融卡虛擬帳號服務，透過網路功

年元月起為推廣宣導期，於 7 月起全面推動
（附

能，協助消費者完成支付貨款且讓網路特店得

表8）；合作金庫、土地銀行等收單機構業已結

以收到貨款，隨電子商務市場之逐年擴增，勢

合金融卡 Smart Pay 金流服務，提供特店刷

32  財金資訊季刊∕No.70∕2012.3

金融卡 Smart Pay 新支付工具│專題報導

（讀）卡機進行讀取金融卡卡號，並可列印紙

（聖兒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導入電子發

本電子發票之服務，完備特店電子發票相關作

票服務。

業，目前已有佐丹奴服飾連鎖體系、butyshop

項

目 主要載具

記 名 載 具 會

員

卡

優

點

缺

點

實施時程

透過業者發行的會員卡，享 不具普及性，會員卡種類不
有會員相關服務

一
99 年 12 月

悠遊卡、

不具普及性，約只有 20%的 至今

不記名載具 icash 卡 及 符合民眾既有習慣

民眾使用

信用卡等
全國平均每人持有 1.5 支，

手 機 號 碼 可 經 由 號 碼 條 碼 化 做 為 載 營業人須具備條碼掃描設備
具，民眾較易接受

101 年起試

全國共計 5,300 萬張，遍及

辦推動

共通性載具
金

融

卡 各年齡層，可從查詢消費記 營業人須具備讀卡機
錄到兌獎全程服務

資料來源：財政部；經濟日報整理。

附表 8

陳美珍∕製表

電子發票多元載具比較
財金資訊公司已完成金融卡 Smart Pay 感

5.

金融卡 Smart Pay 感應式購物交易之應用

應式購物交易功能之系統開發，銀行公會晶片

為因應客流量大及交易通關速度需求高的

金融卡消費扣款業務推動小組於 100 年 8 月間

特約商店，如大眾運輸系統、便利商店、計程

訂定相關作業規範，金融機構可藉此擴大金融

車、量販店、美食廣場、咖啡連鎖店、速食餐

卡的應用範疇、提升金融卡購物消費的使用

廳及電影院等通路，各國際卡片組織及票證業

率、拓展小額支付服務市場，並可透過聯名卡

者先後發展感應式交易；目前國內主要支付感

及收單服務深化與企業間合作關係，進而降低

應式卡片有：

金融機構的臨櫃服務及資金成本，未來更可持

(1) Visa（PayWave）：信用卡。

續發展以擴及行動支付。

(2) MasterCard（PayPass）：信用卡、儲值
卡。

三、結語

(3) JCB（Speedy）：信用卡。
(4) 悠遊卡：除一般悠遊卡功能外，並已協同
金融機構發行悠遊聯名信用卡。
(5) 其他（icash 及全聯社等）：儲值卡。

國人於 100 年度使用金融卡 Smart Pay
（包含網路繳費、網路繳稅、網路購物及刷卡
購物）交易額已近 6,500 億元，而隨經濟環境

www.fisc.com.tw 

33

專題報導│金融卡 Smart Pay 新支付工具

的演變及科技的進步，從磁條卡轉換為晶片
卡，從國內據點擴增到海外服務，從接觸式交
易發展到感應式支付，從資金移轉延伸到購物
服務，金融卡 Smart Pay 的服務方式及據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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