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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5 年 5 月，丹麥政府擬訂於 2016 年 1 月起停止使用鈔票與零錢，以數
位化方式進行付款，邁入無現金社會。歐美國家的數位金融發展多趨成熟，現
金使用占交易總額的比例愈來愈低。再加上便利、印鈔鑄幣成本降低、減少逃
稅、經濟犯罪、穩定金融市場等優點，許多國家都積極朝此方向發展，無現金
社會儼然已成為全球趨勢。台灣也積極地朝此方向邁進。但儘管政府積極作
為，卻仍成效不彰，無現金社會的生活型態在台灣目前仍處於推廣階段。有鑑
於此，本研究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透過深度文獻探討與資料分析，針
對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文化偏好五個面向進行探究，探討
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
資料整理結果顯示，總體經濟發展為丹麥政府近幾年積極發展無現金社會
的主因，再加上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的產業結合發展 FinTech、實現無
現金社會。依修正科技接受模式分析，丹麥政府的法規約束會直接影響有用性
認知、提高使用意圖。但隨著長期培養民眾科技素養，民眾對科技社會的生活
方式已逐漸內化、對科技接受度高，此時法規限制對他們影響有限。再加上
FinTech 快速發展，直接且正向影響使用者採用數位支付的意願。更重要的是
提高易用性認知，此直覺性認知會直接影響使使用者使用數位支付的意願、影
響去現金化的成效。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完善基礎建設及相關政策推行是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
的關鍵。若欲達到完全去現金化，強制性的廢除現金將是唯一途徑。但考量到
特殊群體對現金的需求，在現實層面考量下目前只能達到高度去現金化。未來
可進一步探討台灣是否需要發展成無現金社會以及如何發展。

關鍵字：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無現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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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ay 2015, Danish government was planning to stop using banknotes and
coins from January 2016. This policy will lead Denmark to the first world cashless
society. Digital finance has already developed and tends to become mature in
European countries. The activity of cash in those countries is getting less and less.
Moreover, with the convenience, lower cost of printing banknot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However, this kind of lifestyle in Taiwan is still in the promo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will be applied TAM, depth literature reviews and focus on the
data analysis, which is included in five orientations-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payment process, channel services, macro-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to probe on
cashless society of Denmark.
Data collection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anish government to develop cashless society rapidly these
years.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infrastructure, cash flow and retail service, came up
with Fintech to achieve cashless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analysis by TAM,
legal restriction affect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enhanced users' Intentions. But with
the long-term train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teracy, people will get used to live
in science-and-technology-society lifestyle and make this kind of style internalization.
Moreo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use digital
payment systems. More important is to improve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willing of using digital payment systems and the result of
eliminating cash.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mpleted infrastructures and related
policies are the key to towarding a cashless society in Denmark. IF Denmark would
ii

like to go cashless completely, it is the only way to abolish cash legally. However,
with all things considered, a complete cashless society is now impossible to reach in
realistic level. In the future can get further explore whether Taiwan needs to develop
into a cashless society and how to develop it.

Keyword: cashless society, Revis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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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鈔券印刷與防偽技術
傳統印刷是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將圖紋轉移至承印物上，印刷業產品五花
八門，隨著科技進步、印刷技術不斷創新，許多產品逐漸被科技取代實體，例
如過去的實體書冊已部分被電子書所取代。在無現金社會環境下，首當其衝被
取代的印刷物就是紙鈔。紙鈔與一般印刷品不同，其最大的特色在於紙鈔著重
在防偽功能，防偽素材涵蓋範圍非常廣，包括鈔券原紙、油墨以及防偽設計。
因鈔券為有價證券，屬於特殊印刷品，為了避免仿造須具備多種防偽功能。
防偽印刷一直是印刷業的重要領域之一，且相關研發技術與印刷機台的生
產成本昂貴。當現金逐漸被數位支付取代後，民眾對鈔券需求逐漸降低，甚至
在未來鈔券可能消失，這樣的結果對「印鈔業」衝擊最大。紙鈔消失後，已投
入龐大資源的鈔券印刷技術仍須考量用途、成本、效益等層面，如何在無現金
社會環境下持續發展與應用防偽印刷，或是轉移至其他產業繼續發展轉型，都
是未來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無現金社會是趨勢
金融科技快速發展，這樣的趨勢在全球蔓延，支付體系正面臨實體轉虛擬
的重大轉變。許多歐美國家正積極打造無現金社會，以數位支付方式取代實體
貨幣。2015 年 5 月，根據 CNN Money 以及其他許多外媒的報導，丹麥國會擬訂
於 2016 年 1 月起廢除部分現金規定，除了醫院、郵局等基本服務外，零售商店
得拒絕接受現金。丹麥已將去現金化的相關政策方針入法，可見其去現金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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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除了丹麥，瑞典也是高度去現金化的國家之一，最主要是因為其境內的
數位支付比率高而帶動去現金化。整體而言，目前歐洲地區的實體貨幣發行量
逐年減少、電子貨幣發行量逐年倍增。除了歐洲地區，連態度保守的中國大陸
在去現金化的成效都優於台灣現況。去現金化在許多國家正積極運行，可見無
現金社會儼然已成為一種國際趨勢。

三、國內去現金化程度政府與民間差距大
隨著科技發展，交易方式也由傳統的實體貨幣交易逐漸轉變成電子貨幣交
易，台灣也正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根據萬事達卡組織（Master Card）2012 年的
「行動支付成熟度指數」（Mobile Payment Readiness Index, MPRI）報告，其針
對全球 34 個國家進行調查，全球整體評分的平均分數是 33.2，台灣以 36.1 的
分數排名第 11。綜觀該報告的評論，其認為台灣無論在金融服務、相關法規、
整體環境等，在當時是適合發展數位支付的。實際上，台灣政府也一直在持續
推動非現金支付計畫。根據財政部國庫署更新的歷年實施電子支付機關統計
表，實施電子支付的機關數量自民國 92 年至民國 104 年從 17%攀升至 92%，
成效顯著。
在立法部分，政府在社會經濟與國際接軌的多方考量下，於 2015 年發布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政府立法除了考量在商業交易過程中電子支付機
構應發揮的金流功能外，還提供了交易信賴機制以維繫交易安全、保障消費者
的權益，滿足民眾支付安全與支付便利之需求。同時，政府將 2015 年訂為「行
動金融元年」，並於該年五月通過專法，開放了 12 項線上金融業務。此外，政
府也提出了電子支付比率倍增計劃，提升硬體與軟體以因應無現金社會之需
求，欲在五年內將個人電子支付占個人消費比由 25.8%倍增至 51.6%。
由前述可知，政府機關實施電子支付成果顯著且積極進行相關立法，但民
間推動成效似乎不大。雖然萬事達卡組織的報告認為台灣體質適合發展無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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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但同一份報告也指出台灣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進行線上支付的比例僅佔
了 8%。至 2015 年，台灣電子支付比雖有提升，但也僅占個人消費支出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PCE)的 25.8%。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台灣
在數位支付的使用情況明顯落後許多。反觀新加坡、香港、中國，其 PCE 分別
為 53%、65%和 56%，都有超過 50%的非現金交易比率，南韓更高達 77％（高
雄軟體園區資訊服務網，2016）。除了民間電子支付比例低之外，台灣的貨幣
發行量也逐年增加。根據中央銀行統計，2006 年台灣鈔券發行量為 9,021 億
元，至 2015 年底已達 1.70 兆元，十年來成長了 89%（中央銀行，2016）。同
時間，硬幣發行量從 578 億元成長到 950 億元，成長 64%。發行量無論是紙鈔
或硬幣都愈來愈大，顯見台灣民眾的交易工具仍以現金為主，要邁入「無現金
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國政府機近年積極推展數位支付、朝無現金社會目標邁進，但民間實際
使用數位支付的比例仍偏低。目前台灣民眾較常使用的非現金交易方式主要還
是以信用卡以及封閉型小額支付（例如捷運卡、限定店家使用的儲值卡）為
主，與丹麥 MobilePay 這類跨帳戶系統、跨電信平台的支付型態相比，仍有一
段距離。反觀丹麥，已將消除現金的議題納入國家議程，可見其實現完全無現
金社會的決心。

四、國內無現金社會的相關研究匱乏
在國外學術研究中，關於無現金的研究不在少數。早在 1967 年，Reistad
即提出銀行業的無現金作業模式最快將於 1980 年取代當時系統，認為此改變將
會為日常商業交易帶來巨大改變。1995 年，Worthington 概述了塑膠卡支付工具
其付款前、付款當下、付款後的分析，並提出各種塑膠卡在發展無現金社會的
過程中所能提供的貢獻。Hobbs（1996）說明了無現金服務網絡對於管理跨國家
跨時區公司運作之影響。2002 年 6 月 19 日，支付卡中心的費城聯邦儲備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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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電子商務支付理事會（ECPC）舉辦了一場與電子商務支付相關主題的聯合會
議，讓消費者和商家採用電子支付方式取代實體貨幣工具。在進行去現金化的
過程中改變了交易方式，Swartz 對此整理出了交易付款方式改變後的詳細成本
效益計算（2006a）。Gee 和 Edward 更進一步調查行動技術、裝置和非接觸式
支付在導向無現金社會時所扮演的角色，並且證明在導向無現金社會時，其優
點與局限性會影響到個人（2014）。
以上舉例出來與「無現金」相關的國外期刊論文只佔全部的一小部份。以
「cashless」為關鍵字搜尋 WEB OF SCIENCE，從 1967 年到現在共有 111 筆相
關資料。反觀台灣國內期刊部份，以「無現金」或「非現金」為關鍵字，查詢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只有 2 筆相關的學位論文。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 TSSCI） 查無任何結果；台灣科
學引文索引（ 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TSCI） 因有身分限制無法
查詢，故結果無法得知。
由此可知，國外早在 1967 年即有相關研究，但台灣這類相關研究卻非常
少。無現金社會是未來趨勢，愈早推動愈能加速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各種相關
研究對於正在推行去現金化的台灣而言實屬重要，但實際上台灣在這個領域的
相關研究極度匱乏。

五、少有 TAM 探討無現金社會整體的研究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TAM）是 2000 年 Davis 與 Venkatesh 提出的，用以解
釋個人對於資訊科技接受的行為。此理論提出後應用的範圍非常廣泛，累積了
大量的相關研究。像是探討學生對 e-mail 和一般文書軟體的接受度（Davis
1989; Davis et al. 1989）、即時交通資訊系統的使用意願（朱斌妤、黃仟文、翁
少白，2008）以及學生線上學習意願探討（楊楠華、李宏安、方慧臻、陳慧
秋，2015）等，跨越不同的時空、領域與對象，為成熟度相當高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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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現金社會的部分，欲達成此目標絕對需要科技的支持與發展；再加上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已發展成熟，非常適合應用在此議題上。但搜尋國內外的文
獻資料，目前修正科技接受模式之應用多以支付工具、電子銀行等科技技術相
關的研究為主，尚未有對無現金社會之整體進行多面向的探討或應用。因此，
本研究將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針對無現金社會不同的影響面向進行研
究，探討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無現金社會是世界趨勢，台灣也加入了去現金化的行列，但成效並不顯
著。近年國際上其實陸續出現丹麥、瑞典即將成為全球第一個無現金社會的相
關新聞資訊，但由於丹麥早在 2015 年即提出廢除現金規定的相關排程，同一年
瑞典仍在進行新鈔券改版，且丹麥央行也於 2016 年底宣布停止發行貨幣，整體
而言丹麥在近幾年較瑞典更積極地推動去現金化政策。有鑑於台灣目前與無現
金社會相關的研究匱乏，再加上丹麥已是全球公認的高度去現金化國家，是值
得參考學習的對象。
本研究採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以無現金社會為主題進行研究。將無
現金社會不同的影響面向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的社會影響過程、認知促進過程
和易用性認知進行分析探討。主要目的是希望從各種影響面向深入探究丹麥邁
入無現金社會的經驗，了解其無現金社會的發展歷程、現況及優勢。本研究目
的在了解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根據研究目的將研究問題陳述如下：
一、丹麥無現金社會的發展歷程及現況為何？
二、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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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茲將本研究所提及的重要名詞作以下定義與界定：

一、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用來解釋個人對科技資訊接受的程度，從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發展而來。科
技接受模式理論認為有用性認知和易用性認知是影響使用意圖的主要因素，其
中，科技資訊易用性認知對有用性認知具正向影響力，進而間接影響使用意
圖。而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則加入了有用性認知與使用意圖構念的其他重要
決定性前因，整合了社會影響過程以及認知促進過程。

二、無現金社會
不使用現金或支票，所有的購買行為都透過塑膠貨幣或電子貨幣直接或間
接轉移到另一個帳戶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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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首先透過文獻探討進行分析，歸結出無現金社會的主要影響面向。逐層探
討各面向的詳細內容及重點，並將所有面向進行綜合分析通盤探討。接著以修
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工具貫穿各種影響面向，探討各面向對於丹麥接受無現金社
會的因素。

修正科技接
受模式

無現金社會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理論下探討丹
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影響面向

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以丹麥的資料進行分析，因國情不同，並非完全適用於其他國
家。若欲借鏡丹麥成功模式，仍需視情況調整。
（二）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為研究基礎，所得之結論非所有背景條件皆
適用。
（三）本研究因地理位置限制無法進行實地探訪，資料來源以次級網路資料為
主，故研究結果會受取得資料之正確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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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第一階段先進行文獻探討，了解無現金社會以及國內
外的無現金社會發展現況，並了解修正科技接受模式。透過文獻探討，逐層探
討影響丹麥的面向有哪些，並針對這些面向分析出丹麥邁入無現金社會的關鍵
因素，再利用修正科技接受模式進行分析，最後再依據資料及分析結果提出結
論與建議。茲擬定以下研究流程（圖 1-1），作為研究執行之依據。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資料蒐集
No
訊息判準
Yes
資料分析

模組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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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為無現金社會，並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分析基礎，目
的在探討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首先，本章會先探討無現金社會之發展
及相關研究，了解國內外無現金社會發展以及丹麥無現金社會的現況。其次，
探討修正科技接受模式以及相關研究。最後，綜合以上各節結論，撰寫文獻探
討小節。

第一節 無現金社會
一、無現金社會發展及影響力
無現金社會是指不使用現金或支票，所有的購買行為都透過塑膠貨幣或電
子貨幣直接或間接移轉到另一個帳戶的社會。貨幣最初目的在於解決物物交換
過程中價值不對等的問題。為了避免仿製，最早是以珍貴物料製作，例如貝
殼、金屬等。到了近代，為了攜帶方便漸漸演變成今日使用的現金。現金在使
用過程中存在著攜帶不便、損失、洗錢犯罪等風險與缺點。隨著數位科技發
展，電子商務形成並慢慢取代現金交易，而以行動載具進行交易的方式則稱為
行動支付。這類數位支付的出現取代了實體貨幣、減少前述弊端，並帶領國家
進入無現金社會。由此可見，在無現金社會發展過程中，數位支付是非常重要
的一環。
目前全球許多國家亟欲加快「去現金化」的速度，不外乎便利、安全、低
成本、穩定、易控管等目的。除了前述的目的外，另一個促使各國積極推動數
位支付的重要原因是可帶動經濟成長。根據 Visa Inc.委託 Moody’s Analytics 針
對全球 70 個國家進行研究，2011 年至 2015 年間因數位支付工具使用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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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帶動了 GDP。Moody’s 估計每增加 1%的數位支付比例，平均每年消費將可
增加 1040 億美元（林建甫，2016）。
民眾出門不用帶現金，免去點鈔找零的時間或現金遺失的疑慮，也可杜絕
偽鈔偽幣，只要以卡片或行動裝置進行付款，既便利又省時。因此，現金的使
用量降低減少央行貨幣發行量，進而降低印鈔鑄幣的成本，減少製造生產運輸
過程中的環境汙染物、降低碳足跡。此外，銀行不保留現金、不接受現金存
款，減少銀行搶案及金融詐騙、降低經濟犯罪。特別是台灣的經濟結構中，地
下經濟佔極高比例。根據台灣大學與成功大學的團隊研究發現，2012 年台灣的
地下經濟規模占了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28.1%，佔了近三成。因此，去現
金化將使地下經濟有效地受到政府監管，降低逃漏稅、穩定金融市場。
縱然無現金社會擁有許多優點，但仍浮現許多隱憂。除了電子詐欺風險提
高外，政府和銀行監控每一筆資金往來，民眾對隱私問題產生疑慮。對於沒有
數位支付工具的民眾而言，壓縮了消費者購買生活必需品的管道。由於對網路
依賴，一旦網絡癱瘓或是駭客入侵，極有可能演變成全面性的金融體系崩壞。
下面為無現金的優缺點整理（表 2-1）：
表 2- 1

無現金社會優缺點
優點

缺點

便利

電子詐欺風險高

降低印鈔鑄幣成本

政府與銀行控制人民使用金錢的權力

降低經濟犯罪

限制消費者購買生活必需品的管道

降低逃稅，受政府監管

駭客和隱私問題變得棘手

穩定金融市場

可能演變全面性金錢世界崩壞

無現金社會另外衍生出的重大議題是傳統金融影響。無現金社會是一種去
現金化，貨幣的消失會直接影響金融層面，特別是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下翻轉了
傳統金融的服務體系，「手機變銀行」正快速拓展中。世界趨勢與政府推廣下，
傳統金融產業也開始逐步加重數位支付領域的布局，許多基本銀行業務透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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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即可進行，這樣的作業模式愈來愈普遍。在形式上，網路銀行已取代了實體
分行。甚至當未來處於真正無現金的環境時，全面數位化的經營方式可能會使
傳統實體銀行逐漸消失。面對這樣的經營模式，未來銀行將如何因應或轉型，
以及轉變後對總體經濟、金融體系的影響程度，皆為世界各國爭相探討的重大
社會議題。
另外，使用者選擇權的自由意識受到壓迫。所有支付方式中，現金是最簡
單直接的支付方式，任何人只要握有現金均可進行交易。但民眾在去現金化的
過程中被迫要在金融機構開設賬戶，此將導致沒有被納入銀行體系內的人遭到
無現金社會排斥。即使開設了帳戶，若沒有匹配的設備（例如高階智慧型手
機）也可能無法進行交易，這對無法負擔費用的人而言更是一大門檻。

二、無現金社會之影響因素
無現金社會需要靠電子商務、數位支付等金融科技（FinTech）推動來落
實，其前提就是需要具備電子商務與網路建設等基礎設施來支持。目前全球數
位支付尚未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且數位支付相關的方案數量太多、同質性太
高，未能有效整合。再加上全球對現金的依賴度仍高達 85%（凱捷管理顧問公
司，2016），導致數位支付的整體價值未能體現。若要降低社會大眾對現金的
依賴，金融科技技術之發展是基本要件。金融科技對金融服務業各方面而言是
一種新型的解決方案，可支援不同業務處理流程，而順利發展金融科技的大前
提是必須完善金融基礎建設。金融基礎設施是指金融運行的硬體設施和制度安
排，涵蓋範圍包括支付體系、法律環境、反洗錢以及相關業務規範等（張秀
萍，2016）。簡要歸納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三要素有法律基礎設施、會計基礎
設施以及監管基礎設施（歐陽嵐，2005）。法律是金融基礎建設的核心，完善
的法律才能維持金融市場正常運作；具披露性及高透明度的會計制度會提高投
資者信心、活絡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中監管責任重大，其應獨立於政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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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供市場訊息、保護消費者權益並保持系統安全穩定。
雖然目前全球對現金的依賴度很高，但新興支付工具的興起使得非現金交
易的支付比逐年上升，現有服務已無法滿足客戶的需求。為因應現下需求，必
須在金融、電信、網路、通路等不同環節的銜接與串連上不斷創新與變革，以
貼近使用者的生活模式與需要，持續提供創新多元的金流服務。金流是處理交
易的方式，內容包括網路上的安全認證機制、交易資金移轉以及各種支付方式
（紐立科技，2014），其重點在於付款的系統和安全性、方便性及增加資金流
通性。金流可概分為線上付款（例如信用卡、WebATM、電子錢包等）與非線
上付款（例如轉帳、快遞宅配、貨到付款等）兩類。由於金流方式眾多，單一
銀行或廠商無法提供全部的金流服務，因此發展出了金流整合公司（丁子柏，
2017）。除了多元的金流服務發展外，應宜將「手續費獲利」思維 轉向「資訊
流獲利」思維（吳碧娥，2016）。資訊流是指接單、轉單過程中的所有訊息。
由於手續費已無成長的獲利空間，故宜從透過數據資訊分析協助商家來提高獲
利。目前數位支付環境中存在著不同的網路平台、品牌信用卡以及消費通路，
其牽涉到許多跨平台的整合與轉換。銀行要如何整合複雜的金流系統、為商家
降低進入門檻，考驗著金融業者的應變能力。
另一方面，欲改變民眾使用現金的習慣，必須克服普遍性與方便性。目前
數位支付的相關方案同質性太高卻不具流通性。最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同商家推
出各自的 APP 或封閉型小額支付卡，每消費一家店就要花時間下載註冊或申辦
新卡，還不如直接支付現金來得方便。商家業者應打破如此混亂的局面，建立
合作生態體系、競爭轉為合作，並朝向數位支付裝置多元銷售和服務通路來取
得消費者青睞（石渼華，2016）。此外，實體與虛擬通路間的連結性因網絡而
提高，資訊透明使得界線逐漸消失進入「全通路」零售時代。實體與虛擬通路
整合壓縮了過去傳統依靠資訊不對稱賺取差價的利潤空間，主導權也由商家移
轉至消費者。零售業正處於轉型階段，價格不再是主要競爭優勢。除了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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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式交易平台管道，商家必須擁有更優質的服務軟實力吸引留住顧客，進
化為服務導向。
除了前述零售通路會影響民眾使用現金的習慣外，社會文化與偏好也會影
響。根據 Myers（2015）的電子版社會心理學指出，文化會影響個人的資訊處
裡機制，不同國家的人在面對相同的事物時會產生不同的文化反應，這些不同
的反應與各自的文化系統相對應。以德國為例，德國人偏愛現金的理由跟台灣
人不一樣。根據 2014 年美聯儲報告顯示，在德國有 82%的交易是以現金支付為
主，大額交易亦是如此。此種現金偏好可追朔至其歷史，惡性通膨對德國人持
有現金之偏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德國人相對傾向持有現金，也使得德國
人的負債水平極低。與其說德國人愛現金，不如說德國人不喜歡負債來得更貼
切（王懿君，2014）。德國只是眾多國家中的一個例子，不同地區有不同文
化，而不同文化的人在透過心理表徵系統進行推理時便會產生不同的表現。在
偏好的部分，安永全球組織針對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香港和新加坡六
國共 10,131 位數位使用消費者進行調查，根據其 2016 年的「FinTech 接受度指
數調查」顯示，香港使用金融科技的比例最高，達 29.1%，其次為美國、新加
坡、英國、澳洲及加拿大。另外，在使用年齡層分布上，18 到 44 歲年齡層就
佔了 64.2%。種種結果顯示，不同文化、不同國家、不同年齡層對金融科技的
接受度不同，因而產生數位落差。
另外，根據萬事達卡顧問公司（MasterCard Advisors analysis）2013 年的
「Measuring progress toward a cashless society」分析報告指出，該機構關於無現
金社會的「評分標準」是依據技術與基礎設施、金融服務權限、商家規模與競
爭、總體經濟與文化偏好因素四大項：
（一）技術與基礎設施：評量對新知的吸新與創新，同時也測量基礎設施的品
質。
（二）金融服務權限︰評量金融服務以及人們使用銀行帳戶和電子支付產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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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和負擔能力。
（三）商家規模與競爭︰ 評量大規模商家對新支付方案接受的可能性以及當地
的競爭性。
（四）總體經濟與文化因素︰評量偏好現金的因素，例如做生意的容易度、地
下經濟的規模等。

綜合萬事達卡顧問公司的無現金社會之評分標準，可發現其評分範圍與前
述無現金社會之優缺點、影響因素等文獻的探討範圍相同。故歸結出影響無現
金社會之面向可分為「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
以及「文化偏好」，簡單歸納如下：
（一）總體經濟：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目標。
（二）基礎建設：包含金融運行的硬體設施和制度安排。
（三）金流：金流處裡交易的方式。包括網路上的安全認證機制、交易資金移
轉以及各種支付方式。
（四）零售通路：參與交易過程的廠商或商家。
（五）文化偏好：文化因素以及民眾現金偏好的影響因素。

三、無現金社會國際現況
數位時代來臨，數位化融入生活成為日常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日常支付也
由傳統實體貨幣漸漸被數位支付取代。以丹麥為例，為了實現無現金社會，丹
麥政府計劃自 2016 年 1 月起，除了醫院、郵局等基本服務外，允許零售商拒收
現金，只接受行動支付和銀行卡。丹麥央行更於 2015 年 10 月宣布，將於 2016
年停止印刷紙幣和生產硬幣。丹麥可以如此大規模去現金化，最主要的原因是
當地電子貨幣的普及率高。早在 2012 年，僅剩 25%的丹麥人還在使用現金支票
付款，多數民眾的交易方式早就已經以電子貨幣為主。由於民眾對電子貨幣的
14

接受度高、使用普及，在國際上早已被視為無現金社會，時程遠遠超過台灣現
況。
除了丹麥，還有許多國家也正處於「去現金化」的階段。根據國際清算銀
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6 年 9 月的報告指出，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間，許多國家的支付市場其現金流與流通量有逐年降低的趨勢。即便有
些國家的貨幣流通量有增加，其增加幅度也不大（表 2-2）。將紙幣與硬幣流通
增加量換算成百分比後（表 2-3），更可明顯看出近兩年發行量負成長率的國家
數量較過去幾年多。總結從非歐元區以及含歐元區的總流通量增加百分比趨勢
圖來看（圖 2-1），歐洲央行為提振經濟採寬鬆貨幣政策，2014 到 2015 年透過
大量印鈔的方式向市場挹注資金（兆豐商銀，2015），因此短期貨幣流量有上
升，但長期來看整體的貨幣流通量成長百分比呈現向下趨勢。此外，根據歐洲
中央銀行統計資料顯示，歐元區發行電子貨幣期末加總量從 2008 年的 12 億歐
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71 億歐元（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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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2011 至 2015 年 CPMI 國家紙幣與硬幣流通量總值（年末統計）
單位：十億美元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ustralia

57.18

60.01

64.77

59.54

57.81

55.28

Brazil

90.71

86.77

91.72

87.23

83.25

57.75

Canada

63.53

65.34

69.59

67.92

65.3

58.78

ong Kong SAR

30.34

34.75

38.95

43.88

45.57

47.98

India

211.67

200.18

215.42

210.08

228.68

250.80

Japan

1,068.20

1,143.42

1,059.47

903.08

817.07

856.55

Korea

37.93

42.10

50.62

59.94

68.07

73.92

Mexico

56.12

54.62

64.98

70.19

72.22

72.02

Russia

190.06

214.4

252.71

254.06

157.28

117.05

Saudi Arabia

29.59

37.29

40.75

44.37

48.24

52.99

Singapore

19.04

21.13

23.82

25.02

26.05

27.18

South Africa

23.58

13.57

18.57

11.35

11.66

6.15

Sweden

15.59

14.44

14.72

13.23

10.76

8.59

Switzerland

57.98

62.33

70.71

77.21

71.29

76.31

Turkey

32.33

29.42

34.59

35.66

37.35

36.06

United Kingdom

85.11

89.46

97.65

102.7

102.57

103.09

982.72

1,075.79

1,169.13

1,241.16

1,342.88

1424.92

Euro area

1,154.10

1,182.14

1,237.83

1,354.86

1,267.29

1210.42

非歐元區總流通量

3,051.68

3,245.02

3,378.20

3,306.61

3,246.06

3325.42

含歐元區總流通量

4,205.78

4,427.16

4,616.03

4,661.47

4,513.35

4535.84

United States

資料來源：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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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2011 至 2015 年 CPMI 國家紙幣與硬幣流通量增加百分比
單位：百分比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Australia

4.95

7.93

-8.07

-2.91

-4.38

Brazil

-4.34

5.70

-4.90

-4.56

-30.63

Canada

2.85

6.50

-2.40

-3.86

-9.98

Hong Kong SAR

14.54

12.09

12.66

3.85

5.29

India

-5.43

7.61

-2.48

8.85

9.67

Japan

7.04

-7.34

-14.76

-9.52

4.83

Korea

10.99

20.24

18.41

13.56

8.59

Mexico

-2.67

18.97

8.02

2.89

-0.28

Russia

12.81

17.87

0.53

-38.09

-25.58

Saudi Arabia

26.02

9.28

8.88

8.72

9.85

Singapore

10.98

12.73

5.04

4.12

4.34

South Africa

-42.45

36.85

-38.88

2.73

-47.26

Sweden

-7.38

1.94

-10.12

-18.67

-20.17

Switzerland

7.50

13.44

9.19

-7.67

7.04

Turkey

-9.00

17.57

3.09

4.74

-3.45

United Kingdom

5.11

9.15

5.17

-0.13

0.51

United States

9.47

8.68

6.16

8.20

6.11

Euro area

2.43

4.71

9.45

-6.46

-4.49

非歐元區總流通量增加%

6.34

4.10

-2.12

-1.83

2.44

含歐元區總流通量增加%

5.26

4.27

0.98

-3.18

0.50

%

CPMI國家紙幣與硬幣流通量增加百分比趨勢圖

8
6
4
2
0
-2
-4
2011

2012

2013

非歐元區總流通量增加%

2014
含歐元區總流通量增加%

圖 2- 1. CPMI 國家紙幣與硬幣流通量增加百分比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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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歐元區發行電子貨幣期末加總量
單位：十億歐元
年
電子貨幣發行總量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2

1.7

2.4

3.1

4.0

4.7

5.7

7.1

資料來源：European Central Bank（2016）

上述相關統計資料顯示，許多國家在支付市場中實體貨幣的流通量逐漸下
滑、電子貨幣的發行量逐年上升。由此可知，「去現金化」儼然已成為一種國
際趨勢。

二、台灣無現金社會發展現況
（一）政府推動去現金化的相關政策
金管會於 2015 年底推動「無現金社會五年計畫」，目的是為了要提高台灣
「電子支付」占國內個人消費支出的比率，從目前 25.8％的比率，預計在五年
內倍增到 51.6％。為了協助金融業朝向數位化發展，並提供民眾更便捷的數位
化金融服務，金管會推動了「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3.0」計畫。目前國際上許多
先進國家已朝「數位化金融環境 4.0」邁進，而台灣卻還在「數位化金融環境
3.0」的起步階段。為了加速腳步，政府持續推動一系列相關政策。除了制定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促進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外，金管會並於 2015 年 9 月
24 日設置金融科技辦公室。政府動作頻頻，目的就是為了整體金融科技的應用
與發展，期望與國際「無現金社會」趨勢接軌。
政府以身作則，中央政府的公務預算機關已全面實施國庫電子支付作業，
實施電子支付的機關數量百分比從 2003 年的 16.69%上升至 2015 年的 92.05%
（表 2-5）。電子化後，每年可節省 5 百萬張的表單列印成本及寄送成本，節省
金額超過 2 千萬元（財政部國庫署，2016），成效顯著，由此可見政府去現金化
的決心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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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歷年實施電子支付機關統計表
單位：個
年度

支用機

實施電子支付機

未實施電子支付

實施電子支付機

關數

關

機關

關占全部百分比

92

839

140

699

16.69%

93

828

347

481

41.91%

94

831

404

427

48.62%

95

841

464

377

55.17%

96

827

574

253

69.41%

97

779

585

194

75.10%

98

735

603

132

82.04%

99

690

604

86

87.54%

100

722

667

55

92.38%

101

725

669

56

92.28%

102

728

665

63

91.35%

103

706

648

58

91.78%

104

704

648

56

92.05%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2016）

但根據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的資料顯示（表 2-6），過去十年間，貨幣發行
總數額卻不斷持續升高。從圖 2-1 的貨幣發行量增加百分比趨勢線可看出，
2005 年至 2015 年間貨幣發行量的百分比每年持續攀升。其中，2015 年的發行
數額與 2005 年相比，更是大幅增加了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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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台灣近十年貨幣發行總數額與發行量增加百分比
年

貨幣總發行數額

貨幣發行量增加百分比

2005

3,642,903,937,116.00

-

2006

3,795,216,382,365.00

4.18%

2007

3,910,744,739,894.00

3.04%

2008

4,058,186,286,648.00

3.77%

2009

4,344,594,832,024.00

7.06%

2010

4,721,836,362,279.00

8.68%

2011

5,140,066,265,867.00

8.86%

2012

5,560,016,518,304.00

8.17%

2013

6,063,195,967,143.00

9.05%

2014

6,586,825,425,598.00

8.64%

2015

7,090,907,071,656.00

7.65%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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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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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發行量增加百分比

圖 2- 2. 台灣近十年貨幣發行總數額、發行量增加百分比與趨勢線

（二）台灣民眾偏好的支付工具及影響因素
消費市場中各式支付工具逐漸興起，進而帶動台灣民眾使用小額支付工具
的比例。目前非現金交易的電子支付共有 3 大類，包含信用卡、電子票證（例
20

如悠遊卡、一卡通）、以及行動支付（例如歐付寶、支付寶、直接付等）。台
灣民眾在使用信用卡及電子票證這類的電子支付比例較高，反而行動支付的比
例明顯偏低。根據尼爾森市調公司 2014 年 2 月調查指出，台灣人最愛的日常支
付方式仍以現金為主，高達 58％，其次才是塑膠貨幣。現金的使用偏好與安全
性、私密性和易用性有關，而這三個問題也是影響數位支付發展的重要因素。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的「台灣行動支付需求調查分析」指出，
台灣有 16.5%的消費者聽過行動支付且手機有行動支付功能，具備行動支付合
適條件。其中，有 4.8%的人為已使用者，另外 11.7%為未使用者。
同樣根據「台灣行動支付需求調查分析」（表 2-7），消費者對於使用行動
支付意願不高的主要負面因素是安全性。有近七成比例的民眾有安全上的疑
慮，認為行動支付不夠安全。其次為「用不習慣、使用不便」等習慣因素。更
深入分析可發現前述行動支付合適條件者中，11.7%未使用者與 4.8%已使用者
的差別在於未使用者不採用行動支付的主要負面因素為「不夠安全、缺少場
合」，次要負面因素為「用不習慣、使用不便」。相較於未使用者與整體消費
者，已使用者雖然有使用過，但因為「缺少場合、使用不便、過程耗時」等因
素，之後反而不傾向使用行動支付。在促使消費者傾向使用行動支付的正面因
素方面，前五名為「安全、優惠、方便、普遍、省時」，有一半的消費者認為
「安全」是影響其使用行動支付的正面因素。從表 2-7 可進一步觀察出，未使
用者採用行動支付的主要因素為「安全、方便、普遍」，而維繫已使用者的關
鍵則是「方便、優惠、普遍」。由此可見，無論是已使用者或是未使用者，
「方便」與「普遍」皆是影響其使用的主要因素。對未使用者而言，「安全」
更是是進入行動支付市場競爭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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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影響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的因素
影響因素
負面因素

正面因素

整體消費者

未使用者

已使用者

不夠安全

69.10%

63.90%

-

缺少場合

34.10%

45.10%

40.00%

未支援

28.40%

-

-

用不習慣

25.10%

29.50%

-

使用不便

23.20%

26.20%

38.00%

過程耗時

-

-

28.00%

安全

49.40%

45.90%

-

優惠

38.40%

-

26.00%

方便

36.50%

40.20%

44.00%

普遍

31.00%

38.50%

26.00%

省時

20.80%

-

-

資料來源：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4）

（三）台灣民眾的文化因素影響
民眾除了有安全性的疑慮外，現金的使用偏好還受到文化因素影響。台灣
有許多傳統、小額消費或不接受信用卡的店家，這類小型微利企業成為台灣落
實無現金社會的障礙。特別是台灣特有的夜市文化，電子化支付將使得此類地
下經濟無所遁形，店家的抗拒造成去現金化的困難。在台灣，弱勢族群與年長
者是現金交易主要族群之一。且根據資策會調查，2015 年國內智慧型手機普及
率已達 73.4%，即便智慧型手機普及，卻仍有人無手機可用或不會使用，而這
類人通常又以弱勢族群或年長者居多。行動支付為去現金化的主要方式之一，
如何進行無現金社會發展並兼顧國民不同方式的支付權利，為政府要面對的一
大考驗。
政府將無現金社會視為國家重大政策，而政策的推行要靠政府及民間相互
支持配合，才能按時程順利進行。政府去現金化動作頻頻，除了完善的硬體、
軟體與法規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政策要能成功推廣。國家政策在推行時，接收
到資訊的民眾佔越多數，且對施政內容遵循度越高、接受度越高，則國家政策
22

施行越能夠貫穿民間社會（高永光，2011）。

第二節 丹麥無現金社會相關研究
一、丹麥現金發展現況
（一）現金功能減弱
1900 年代，在丹麥最常見的支付工具為現金與支票（Evans & Schmalensee,
2005）。自 1900 年代後期，零售商開始接受信用卡、支付卡等卡片交易，並可
利用提款機提取現金（Slawsky & Zafar, 2005）。1990 年代，科技進步讓丹麥支
付市場出現了變化，可透過網路完成電子商務交易，網路支付與網路銀行也開
始出現了（Zwass, 1996）。數位支付成了現金的替代品影響了現金的使用，現
金支付降低，顯示現金的功能正在減弱。目前丹麥使用普及率最廣的支付工具
為 Dankort，此外，行動裝置的興起也是降低民眾使用現金支付的另一個原因。
丹麥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透過網路讓消費者可以快速方便的進行交易。目
前丹麥使用率最高的行動支付 APP 是由 Danske 銀行所推出的 MobilePay，自
2013 年推出後已超過 70%的人口在使用。
（二）「接受現金義務」規定
丹麥國家銀行支付委員會立法規定丹麥的紙幣與硬幣皆為合法的支付工
具，丹麥人民可以使用法定貨幣進行交易。另外，支付法（Payment Service）
關於現金的支付規定，明定收款人具有接受現金的義務，不得拒絕付款人使用
現金付款。也就是零售商有現場人員時不能拒絕接受現金，但也有例外。例
如，自助加油站油有現場服務人員、線上購物等，就不具有接受現金的義務。
（三）對現金看法
2016 年丹麥國家銀行支付委員會的現金支付報告（report on the role of cash
in society, 2016）顯示，丹麥零售商對現金的看法較單純，認為使用現金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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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甚至沒有優點。對銀行與零售商而言，現金涉及成本，且使用現金的成
本比使用卡片高。丹麥國家銀行 2009 年對丹麥社會支付進行調查，該調查顯示
與現金相關的總成本為 58 億克朗，平均每筆現金交易成本為 7.36 克朗。相較
之下，Dankort 支付的總成本只有 25 億，平均每筆卡片交易成本為 3.15 克朗，
成本不到現金交易的一半。丹麥國民銀行的調查也顯示，零售業使用現金的成
本比使用 Denkort 高。現金成本高最主要是因為處理現金耗時，例如：銀行業
花在分行間的存款取款、自動提款機補鈔等處裡現金的成本、零售業存放現金
的保管成本。除了銀行和零售業，政府也存在現金成本。丹麥國家銀行在生產
紙幣和硬幣時也會發生成本，諸如生產過程中的原紙、油墨、機械、廢棄物處
理等。
（四）現金發展
之後，丹麥現金的使用趨勢持續下降。銀行減少了與現金有關的服務範
圍，近年來許多分支機構已經無現金，客戶也愈來愈習慣臨櫃以外的地方提存
現金，降低銀行處理現金的成本。零售商的部分，新型的終端機引入加速了卡
片驗證速度，大幅減少卡片付款時間，且現金支付方式也逐漸在零售業下降。
根據 2016 年丹麥統計，2015 年現金只占所有付款總額的 20％左右，相當於
1,100 億克朗，與 1990 年代的 60%相比明顯下降許多。目前零售商依然接受現
金支付，但一般丹麥民眾消費時的首選支付工具為 Dankort。
除了卡片，丹麥也開始積極發展非接觸式數位支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
幾年快速興起的行動支付 MobilePay。MobilePay 是丹麥目前最大的行動支付平
台，再加上丹麥民眾對 Dankort 等其他卡片支付工具的偏好，使得丹麥境內現
金流通量持續降低。

二、丹麥無現金社會相關研究
國際期刊中，與丹麥支付或相關領域的研究不多。1993 年，Müller, Boh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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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pakka, Riis 與 Skouby 曾針對北歐電信自由化進行研究，內容著重在使用者
結構、規則與組織。Igari（2012）將日本與丹麥的資通訊技術進行比較，探討
丹麥成功推行資通訊的關鍵。Poulsen（2014）研究介紹丹麥現金付款的可行性
並進行驗證，但只針對醫療健保政策。雖然目前國際間關於無現金社會相關議
題或基礎建設的研究很多，但與丹麥相關的研究卻很少。即使有相關，也多屬
於特定領域研究，且多非近期研究。近期丹麥研究多著重於科技農業、醫療、
能源等發展，在無現金社會或去現金化的研究幾乎沒有。

第三節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一、修正科技接受模式介紹
（一）理性行動理論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是從科技接受模式理論延伸的，而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則是根據 Fishbein 與 Ajzen 的理性行動理
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發展而來，其最初目的是為了提高競爭力
引進資訊科技進行企業再造。理性行動理論認為人類是相當理性並且有系統地
使用合適的資訊（Fishbein and Ajzen, 1975）。根據理性行動理論，人們在從事
某特定行為時是取決於行為意圖，其反映了個人對於從事某項行為的意願
（Fishbein and Ajzen, 1975）。也就是說行為的產生是由個人經過理性思考後，
產生「要」、「不要」、或「其他決定」等選項，從這些選項中選定了之後才
去採取的行為。行為意圖由人們的態度及主觀規範依相對權重來決定。態度是
指個人內心對行為所抱持的態度，當個人對於某一特定行為或新科技存有正面
情感時，容易形塑成較高的行為意願（黃詩芸，2010）。主觀規範是指與行為
者相關的其他人會影響個人進行某項行為的外在因素，例如重要人士對該行為
的意見，以及這些意見會影響當事人的認知。故人們對於某行為的態度取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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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主要信念以及執行後果的評價，主觀規範則取決於規範性信念和順從的
動機。執行信念是指個人在執行某行為之後預期可能會產生某種結果的意念；
後果評價則是指前述該項結果預期的價值回應；規範信念是指外在環境對個人
行為意圖的影響；順從動機則是指個人對於他人或團體意見的順從程度。

執行信念
態度
後果評價

行為意圖

實際行為

規範信念
主觀規範
順從動機

圖 2- 3. 理性行動理論。
資料來源： Fishbein and Ajzen（1975）

（二）科技接受模式理論
Davis（1989）採用了前述理性行動理論的因果關係發展出了科技接受模式
理論，用以解釋個人對資訊科技接受的行為。在科技接受模式理論中，有用性
認知 （perceived usefulness）以及易用性認知 （perceived ease of use）是影響
使用意圖的兩個主要決定性因素。其中，易用性認知會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
間接影響使用意圖。Davis 定義有用性認知為「某人認為使用某特殊系統將會提
昇其績效的信念」，易用性認知定義為「某人使用特殊系統將不耗費勞力程度
（容易程度）的信念」。簡言之，當個人相信某系統會增加其工作成效，即為
有用性認知；當個人相信使用某系統所省下努力的程度，即為易用性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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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簡易的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Davis（1989）

科技接受模式理論與理性行動理論的差別在於，科技接受模式理論將重心
轉移至內在、心理層面等個人信念之探討。為了能更有效地掌握心理層面的狀
態與變化，便將外部變項納入，以探討外在因素對內在信念、意圖或使用行為
的影響，形成了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三）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原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的有用性認知和易用性認知，不足以完整解釋個人對
資訊科技的接受度。因此，除了原本理論的變項關係，還將科技接受模式中的
有用性認知、易用性認知以及使用意圖概念的其他重要性前因都涵蓋在內，並
將時間納入。將時間納入的原因是因為使用者隨著使用的時間增加，其使用經
驗也會跟著增加，進而改變影響因素。因此，Venkatesh 與 Davis（2000）提出
了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亦稱為 TAM2，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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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Venkates and Davis（2000）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中整合了社會影響過程與認知促進過程。社會影響
過程包含了主觀規範、自發性以及印象；認知促進過程則包含了任務攸關性、
輸出品質、結果可說明性以及易用性認知。以下為理論細部的詳細說明：
1. 社會影響過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es）
（1）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對人們的行為意圖具直接影響性。Fishbein 和 Ajzen（1975）對主
觀規範的解釋是「某人對於重要參考人物認為他該不該從事該行為的認知」。
例如，有些人並不偏愛某種行為，但若這些人相信某些專家權威的看法，則他
們會遵從這些專業人士的想法去從事該行為。又，當人們認知某個具獎懲能力
的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想要人們從事某特定行為時，主觀規範對於行為意
圖具有直接影響力。例如，若不進行某項行為便會受罰時，人們即使不願意也
會遵照該要求，改變其行為意願並從事該行為，主觀規範就會產生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主觀規範同時被經驗（experience）與自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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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ariness）所調節，只有在強制性的使用環境及早期經驗，主觀規範才能
顯著性地直接影響使用意圖（Hartwick and Barki, 1994）。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
圖的直接影響可能隨著使用時間拉長、經驗增加而減弱。在系統實施之後，因
為使用經驗增加、逐漸瞭解系統特性及優缺點，主觀規範的影響力也逐漸下
降。因此，強制性的使用環境下，在系統實施前或初期使用階段中，主觀規範
對於使用意圖的直接影響較強；但隨著使用時間拉長、使用系統的經驗增加，
主觀規範的影響力會減弱。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還包含了社會影響的內化與認同，這兩個機制使得
主觀規範能透過有用性認知間接影響使用意圖。內化是指當人們認同某個重要
的參考人士使用某個系統的看法時，他會將該參考人士的信念整合於自己的信
念中（Warshaw,1980）會直接影響有用性認知。例如，假如有主管認為某個系
統是有用的，則員工可能會相信該系統真的有用，並形成使用意圖。在 French
和 Raven（1959）的分類中，專家權被認為擁有專業及信譽、具影響力，是內
化的基礎。透過內化轉化為自己的看法，產生「自覺效果」。而認同的部分，
則是透過印象間接影響使用意圖。
（2）自發性（voluntariness）
自發性是指個人認知對於採用某新科技系統是否出於自己意願之高低。由
前段的主觀規範介紹可知，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認為在強制性、非自發性的
使用環境下，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圖具直接影響力，為外在影響因素。但是當
個人可以自由選擇時，主觀規範並不會影響使用意圖，因此將自發性納入作為
調節變項，其屬內在影響因素。
（3）印象（image）
人們為了建立或維持在群體中令人喜愛的印象，會經常回應社會規範的影
響，透過公眾形象影響使用者的有用性認知，建立或維持在該團體中良好的印
象。Moore 與 Benbasat（1991）對印象的定義是「使用一個創新事物將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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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社會地位的認知」。例如，主管認為某員工在工作中應從事特定行為，則
從事該行為會提升該員工在公司中的地位。故修正科技接受模式認為印象受到
主觀規範的正向影響，而提高地位後所帶來的權力和影響力將帶來更多產出。
2. 認知促進過程（cognitive instrumental processes）
認知促進過程是指人們對有用性認知的判斷。Venkatesh 及 Davis（2000）
認為個人會透過認知過程對系統進行比較，了解該系統功能以及其能滿足個人
在作業中的何種需求，進而對系統的效能做出判斷。修正科技接受模式認為形
成「有用性認知判斷」的其中一部份是來自於「系統能夠做的事」與「在任務
中需要被完成的事」。因此，人們可以使用心理表徵來判定工作目標與使用結
果之間的配適度，做為有用性認知的判斷基礎。
（1）任務攸關性（job relevance）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認為任務攸關性是一種認知的判斷，人們會根據自身的
工作任務選擇適合的系統，對有用性認知具直接影響力。任務攸關性是指人們
對於該系統是否適用於其工作的認知程度，也就是系統能否支援其工作中的任
務。當系統對任務的支援程度愈高，則攸關性也愈高，對使用意圖具正向影
響。
（2）輸出品質（output quality）
輸出品質是指當人們在執行系統時，會考量該系統執行結果之優劣。根據
Beach 與 Mitchell（1996）的印象理論，任務攸關性的影響較可能使得非任務攸
關性的系統被排除於使用者的選擇集合之外，也就是透過相容性檢視自身的工
作任務來選擇適合的系統。而輸出品質較多採用利益性檢視，在具有多重攸關
資訊系統的選擇集合中，選擇具有最高輸出品質的系統，也就是在眾多系統中
挑選出表現成效最好的系統。
（3）結果可說明性（result demonstrability）
Moore 與 Benbasat（1991）根據 Rogers（1995）創新擴散理論的「可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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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observability），將結果的可說明性定義為「使用該創新事物其結果的具
體性」，也就是創新物之表現結果可被他人看見的程度。創新物的效果可見度
愈高，愈可能被採用（Rogers, 1995）。Moore 和 Benbasat 將可觀察性分為可見
度及結果可說明性。可見度是指是否能清楚區分使用與不使用該產品或系統在
結果上的差異；結果可說明性則是指創新物的使用結果是可觀察且可傳播給他
人知道的。Davis（1989）認為即使創新物對使用者具正向影響，但若使用者無
法感受到或看不到其功效，便無法了解其效能而不會選擇該創新物。因此，假
若「使用過程」與「使用結果為正向」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容易辨認，則人們對
該系統的有用性認知較易朝正向發展。反之，若「使用過程」與「使用結果為
正向」之間的相關性不易辨認或不明確，則系統使用者可能無法了解使用與不
使用之間的差距，無法提高使用意願。
（4）易用性認知（perceived ease of use）
易用性認知是有用性認知的一種直接因素 （Davis et al.,1989），代表使用
者認為特定系統在使用上的容易程度。Davis 定義易用性認知定義為「某人使用
特殊系統將不耗費勞力程度（容易程度）的信念」。即個人相信使用某系統所
省下努力的程度，稱為易用性認知。
總結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的簡要內容如下：社會影響過程屬外在影響，主觀
規範受到經驗與自發性調節，在強制環境或早期經驗時對使用意圖具顯著的直
接影響力。但隨使用經驗增加，原本的強制性會慢慢內化為自發性，主觀規範
對使用意圖的直接影響力會減弱。且經驗因子無法直接影響有用性認知，由印
象直接影響。而認知促進過程是指人們對有用性認知的判斷，由心理表徵所驅
動。
3. 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
由前面的文獻探討可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認為「認知判斷」是由心理表
徵所驅動的，這種心理表徵會將「較高層次的目標」與「有助於達成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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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動連結在一起，進而影響有用性與使用意圖。心理表徵即心理運作，將
外在世界的物理特徵透過編碼轉換為抽象形式的心理事件，以便處理與記憶貯
存的歷程（陳烜之，2007）。心理表徵可分為外部與內部表徵：
（1）外部表徵（external representation）
外部表徵是指所有外在的表徵形式，可分為語言表徵（著重於詞彙）和圖
形表徵（例如圖片和圖表）。語言表徵是指語言材料所負載的資訊在頭腦中存
在的方式（彭聃齡，2012），認為人腦中保存了一部心理辭典。在辭典中，每
個詞都含括了形、音、義等相關訊息，此種表徵方式稱為局部表徵。圖形表徵
是將抽象概念或內在表徵透過視覺方式呈現出來（田佳芳，2010）。圖形表徵
較具體，可由多種知覺（例如視覺、聽覺等）接收訊息，並將這些具體事物以
抽象概念指代。圖形表徵主要透過視覺通道接收訊息。
（2）內部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
指所有內在的表徵形式。可分為符號表徵和分布式表徵，其中符號表徵又
分為命題表徵和類比表徵。命題表徵是類語言表徵，反映的是心理活動內容中
的概念性內容，不考慮資訊通道來源。而類比表徵是關於視覺、聽覺或動覺等
的表象。簡言之，命題表徵可以指代任何感覺通道的訊息，而類比表徵則是指
代特定感覺通道的訊息。兩者看似有差異，但實際上幾乎無法將這兩種形式完
全區分開來（陳烜之，2007）。分布式表徵是指聯結主義 Thorndike（18741949）所提出的心理表徵。其認為人類的學習幾乎是在沒有意識參與的情況
下，自動形成「刺激—反應」聯結的過程，是一種低於符號水平的心理表徵。
近年來人們根據語言表徵的局部表徵提出延伸概念，認為詞的形音義知識並不
是存儲在單個結點上，而是分佈在神經網絡的各個單元中（彭聃齡，2012）。

二、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相關研究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應用的範圍很廣，該理論提出後被廣泛的驗證應用，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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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了大量不同領域的相關研究。例如，Holden 和 Karsh（2010）以科技接受模
式理論探討醫療健保的過去與未來發展；Johar 和 Awalluddin（2011）以此模型
來探討電子商務應用系統之影響；Farahat（2012）探討學生線上學習的接受
度；Jooa 和 Sang（2013）探討韓國人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與滿意研究；
Cabanillas、Fernández 和 Leiva（2014）探討在虛擬社會網絡使用行動支付工具
經驗的影響；Faniran 和 Odumeru（2015）調查奈及利亞民眾使用行動銀行的決
定因素；Ozturk（2016）研究消費者對觀光業對無線射頻識別（RFID）的非現
金支付系統之接受度；Dumpit（2016）研究社群媒體的使用行為；Haifley
（2016）進行高等教育教師採用電子課本的相關性研究等等。
在國內部分，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的應用探討範圍很也多，包括教
師與學生採用數位化教材的態度（張金鐘，2002）、即時交通資訊系統之使用意
願（朱斌妤、黃仟文、翁少白，2008）、NFC 手機小額付費使用者接受意願
（陳穎寬，2010）、探討影響不同類型 APP 使用意圖差異之關鍵（林宗宏，
2012）、消費者線上購物行為關鍵決定因素（李宏仁、袁劍雲、江佳霖、林韋
儒，2015）、消費者採用行動商務之科技特徵（林芳珍、趙正敏，2015）以及獨
居老人使用緊急救援系統之行為意向（Bai, D. L., 2016）等研究。由此可發現，
科技接受模式理論的應用範圍不受限制，且發展了一段時間，是一個發展成熟
的理論模式。

三、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應用於國家分析
除了前述簡易的修正科技接受模式以及 2000 年的進化版本 TAM2 外，另
外還有 2003 年的新架構「UTAUT」。UTAUT 是由 Venkatesh et al. 於 2003 年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與使用的整合理論」，歸納出績效預期（performance
expectancy, PE）、努力預期（effort expectancy, EE）、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 SI）以及促成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 FC）四個主要決定因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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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述的主要構面外，UTAUT 的架構裡還包括了性別、年齡、使用經驗及自
願性等控制變項。根據研究結果顯示，UTAUT 的架構因為整合了八種理論模
式，其對於使用行為的解釋能力達到 70%，比 TAM2 高（孫建軍、成穎、柯
青，2007）。但有鑒於本研究屬探索性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對研究主題的
見解，而不在於進行推理或解決問題，故採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最初應用於企業管理，目的是為了提高競爭力引進資訊
科技進行企業再造、創造競爭優勢。後來擴大應用於不同科技領域的研究。目
前文獻中尚未發現此理論用於國家分析，但發展無現金社會需要科技支持，修
正科技接受模式非常適合應用於此議題。用於國家分析時，研究者將國家視為
一個企業體，目的為提高國家競爭力。而無現金社會本身就是科技產業與產品
的大集合，可視為一個國家為了提升國家競爭力而引進的科技工具。修正科技
接受模式多應用於微觀分析，因此本研究將丹麥的組成分子（例如：政府、經
濟單位及民眾）視為企業內部成員，進行微觀分析。但為了進一步瞭解影響國
家發展無現金社會、去現金化等整體影響因素，須根據相關資料對國家整體進
行宏觀分析，並探討分析創造國家競爭力的一連串因素。

第四節 文獻探討小結
透過文獻探討，歸結出影響無現金社會的因素有五大面向：「總體經
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以及「文化偏好」。再者，理
論部分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從前述五個面向確實了解丹麥邁入無現金
社會之因素。
綜合前面的章節與文獻資料，可知無現金社會已成為未來趨勢。根據國際
組織 MasterCard 對台灣的評論，台灣無論在法規、金融基礎建設等許多方面都
有足夠能力時現去現金化。台灣本身體質是適合發展無現金社會的，但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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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難有進展、成效有限。政府不斷提出去現金化的政策，但民間的貨幣需求量
卻持續提高、央行貨幣發行量不斷攀升。再加上國內關於這方面可供參考的相
關研究及文獻甚少，使得台灣在去現金化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相較於丹麥
無現金社會，台灣最普及的電子支付方式卻仍停留在封閉型的支付工具，差距
非常懸殊。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針對丹麥進行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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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核心目的在於了解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依據前面章節相
關文獻整理，本研究將針對丹麥的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及文
化偏好五個面向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總體經濟：一個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目標。從總體經濟政策目標對了解政
府以及民眾對於去現金化政策的態度。
二、基礎建設：針對金融運行的硬體設施和制度安排等進行了解與探討。
三、金流：指金流處裡交易的方式。本研究將對網路上的安全認證機制、交易
資金移轉以及支付方式進行了解與探討。
四、零售通路：參與交易過程的廠商或商家。本研究將對零售通路現況進行了
解與探討。
五、文化偏好：本研究將探討文化相關因素對民眾現金偏好的影響。屬認知判
斷，由心理表徵所驅動。

首先，從各種有效管道蒐集丹麥上述五個面向的詳盡資料。完成資料蒐集
後，先針對各面向進行綜合分析，再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針對丹麥的
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文化偏好這五個面向進行社會影響過
程與認知促進過程的宏觀分析。其中，將丹麥政府、零售業及民眾視為企業內
部成員進行微觀分析，進而探究這些面相對使用者使用意圖的影響以及關鍵因
素。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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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
丹麥無現金社會影響面向：
1. 總體經濟
2. 基礎建設
3. 金流
4. 零售通路
5. 文化偏好

分析

五面向綜合分析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分析

總體經濟
社會影響過程
金流

基礎建設

認知促進過程
通路服務

文化偏好

探討
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為何？

圖 3-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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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丹麥國會擬訂於 2016 年 1 月起廢除部分現金規定，並於 2016 年底廢除鈔
券生產作業，邁入無現金社會。全球近 200 個國家中，正在進行去現金化的國
家數量繁多，何以丹麥可以如此大膽捨棄現金，其中必有值得學習或效法的地
方。
另外，在行動支付的硬體部分，Google 的 Our Mobile Planet 調查顯示，其
在 2013 年針對全 47 個國家進行智慧型手機普及率調查，台灣以 50.8%的普及
率排名第十九，丹麥的普及率為 59%排名第十，兩國相差 9 個百分點，顯示當
時台灣與丹麥的智慧型手機普及率差距沒有很大懸殊。但丹麥卻在三年後邁入
無現金社會，台灣卻還在去現金化的起步階段。
因此，本研究以丹麥國家為研究對象，除了深入案例、徹底了解丹麥的總
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及文化偏好各層面的詳細現況外，更重要
的目的是希望在研究的過程中，深入了解丹麥無現金社會的相關運作，進而學
習與應用。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以丹麥為研究對象，故採「單一個案研究法」。再者，「無現金社
會」在國內屬新興主題，目前國內關於無現金社會之政策尚未有明確方向，專
文探討該領域的研究或文獻也甚少，且少有國外案例，故採「探索性研究」。
研究層面則針對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總體經濟、文化這五個面向進行
探究。由於研究對象為丹麥，基於各種因素限制與考量，所蒐集的資料以「次
級資料」為主。在資料選擇上，為求資料的可信度及正確性，將著重於歷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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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現況的情境脈絡之了解，並忠實呈現。為避免因語言造成語意誤解，故以
政府英文官方資料為主、其他具資料來源的網路資訊為輔，以提高效度。以下
將針對研究方法選擇的原因及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說明。

一、探索性研究
黃俊英（1996）認為研究設計可以根據研究目的分成探索性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敘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與因果性研究
（causal research）：
（一）探索性研究：
當對於研究主題的內容與性質不太了解，且前人未做過或少有研究時，可
針對研究方向與範圍進行初步的資料蒐集，屬於初始研究，目的是為的將問題
本質進行釐清與定義。透過探索性研究可進一步了解情並發掘問題，從而發展
出新的想法或假設以供後續研究。其特點是可以將範圍過大且模糊的問題予以
縮小並明確化，而非提供解決方案（Churchill, 1995；Zikmund, 1994）。
（二）敘述性研究：
針對某一時間點上已存在的事實進行資料蒐集並客觀呈現，常用於市場研
究或預測。例如，產品市占率、消費族群結構、市場潛力等，可透過描述性研
究發現關聯因素，使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更加具體與明確，但無法說明這些變
數中哪些是因、哪些是果。
（三）因果性研究：
透過因果性研究可調查並釐清不同項目間的因果關係，以及各因素的影響
程度。簡言之，敘述性研究找出哪些變數之間相互具有關聯性，但無法說明某
變數對其他變數使否具有決定性或影響性，此時就要使用因果性研究，透過假
設了解各變數間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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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重點在於研究無現金社會主題，並以丹麥為研究對象，獲取相關
背景資料。但「無現金社會」在台灣屬於新興議題，國內關於無現金整體面向
相關的研究文獻匱乏，亦無可供參考或借鏡的個案。因此，本研究主題極具探
索性質，故採探索性研究

二、單一個案研究法
（一）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用以探討個案在特定情境下的活動性質，目的在了解該個案的獨
特性和複雜性、對個案做廣泛且深入的考察，用以概括說明社會結構與過程。
個案研究法著重於單一背景狀態下的研究，特別適用於研究新主題的領域
（Eisenhardt, 1989）。可從以下情況來判斷是否適合做個案研究（Yin, 1994）：
1. 究問題的性質：
個案研究依研究問題的性質可分為探索性個案研究、描述性個案研究及解釋
性個案研究：探索性個案研究與「是什麼（what）」的問題有關；描述性個案
研究與「誰（who）」及「何處（where）」的問題有關；解釋性個案研究與
「為什麼（why）」及「如何（how）」的問題有關。
2. 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可掌控的程度：
對所要研究的對象或事件無明顯的控制力，甚至無法控制。
3. 研究現象是同時期或非同時期的事物：
針對目現況來做研究，而非過去的事件。
由於本研究旨在針對丹麥的無現金社會發展的各個面向進行探究分析，研
究的背後因素與問題探究與上述三種情況不謀而合，故本研究適合以個案研究
法來進行。
（二）單一個案研究設計
個案研究法包括單一個案研究與多重個案研究（Yin, 1994），再依據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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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事件的數量可分為單一分析單位和多重分析單位。因此可組成四種研究設
計：
單一個案設計

單一分析單位
（整體性）

多重分析單位
（嵌入性）

多重個案設計

類型一

類型三

類型二

類型四

圖 3- 2. 個案研究設計種類。
資料來源：Yin（1994）

多重個案研究相較於其他研究類型而言，可獲得較為有力的證據（Herriott
and Firestin, 1983），但其通常無法用於特殊個案，例如關鍵性、特殊或例外的
個案等。
本研究以丹麥為研究對象，針對丹麥的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
通路及文化偏好五個面向進行多重分析，故本研究採單一個案多重分析單位的
設計。

三、個案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Yin（1994/2001）認為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為社會學在進行研究
時普遍採用的品質測試方式，同時也可作為個案研究的品質測試方式：
（一）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指研究設計能正確地說明研究結果，著重於研究者的發現與事實是否相符
的程度，本研究在資料篩選時會以官方或具權威性的資料為主，並確保資料的
真實性、重視事實的呈現。並運用不同的資料蒐集方式、不同資料來源、不同
角度或理論觀點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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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著重於研究結果的可運用性或推導至其他相同情境的程度。本研究將藉由
正確資料與中立研究態度來詳述丹麥屬性、深入分析探討總體經濟、基礎建
設、金流、零售通路、文化偏好五個面向來提高外在效度。
（三）信度（reliability）
資料蒐集與分析完成後，針對本研究的目的、問題選擇對的資料，並對該
資料進行適當陳述。

第四節 研究實施

一、資料來源
確認研究方向後，依據各種使用目的來蒐集次級資料。從各種資料庫或網
站上蒐集取得資料後，對該資料進行初步檢視，評估該次級資料是否能夠解決
研究問題。若該次級資料可以解決研究問題，則可予適當陳述並進行後續資料
分析。若否，則重複進行前述的資料蒐集步驟，直到找到可解決研究問題的資
料為止。
資料來源採次級資料蒐集。次級資料是指前人的研究或機構所蒐集記錄的
資料。這類資料一般而言屬於歷史性資料，通常已蒐集好甚或經過整理歸納的
資料。次級資料分析則是指透過這些資料進行分析的工作。次級資料的分析方
式除了取得成本低、速度快之外，更重要的是獲取的資料不受時空限制。
由於研究對象為丹麥，在斟酌資料的深度廣度、時空限制等因素後，資料
來源以網路上的次級資料為主。本研究將蒐集丹麥過去及現階段無現金社會之
相關資訊，以切實了解丹麥在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文化偏
好這五個面向的實際現況與紀錄。資料來源包括國內外期刊雜誌、政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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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網路新聞等公開發行的資料或電子資料庫。取得資料的主要來源整理如下
（依字母排序）：
（一）國家官方、組織網站：
由國家政府或國家組織所發布或建立的資料（表 3-1）。

表 1- 1

研究資料取得或參考的國家官方、組織網站
網站名稱

網站內容

Copenhagen Fintech

哥本哈根金融科技網站，為丹麥金融科技中心所建構的網站，
為企業、銀行、政府決策者、監管機構之間提供溝通管道
http://copenhagenfintech.dk

Danish Business

丹麥商業局，提供當地商業、國際貿易、網路電信、法規資訊

Authority

吸引外來投資
https://erhvervsstyrelsen.dk

Denmark

丹麥工業聯合會，簡稱 DI，由製造業，貿易及服務業共同持

Confederation of

有、出資與管理

Danish Industry

http://di.dk/English/Pages/English.aspx

Danish Financial

丹麥金融監管局，金融業相關法規與行政命令

Supervisory

https://finanstilsynet.dk

Authority
Danmarks

丹麥的中央銀行，提供貨幣政策與市場訊息

Nationalbank

http://www.nationalbanken.dk

FinansMinisteriet

丹麥財政部網站，提供財經相關資訊、新聞、出版物以及調查
報告
https://www.fm.dk

Finextra

金融科技資訊提供網，提供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新聞或全球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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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extra.com/
Invest in Denmark

丹麥投資促進局，隸屬於丹麥外交部，提供國外企業投資丹麥
的相關資訊以及諮詢服務
http://www.investindk.com

中華民國外交部領

提供出國相關訊息以及國家介紹

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

貿協全球資訊網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附屬網站，提供世界多國貿易實務、相關訊
息以及總體經濟資訊
http://www.taitraesource.com/

（二）新聞、財經網站：
公司行號、學校等私人組織機構或民間機構的出版品、資料庫與網路資料
（表 3-2）。

表 1- 2

研究資料取得或參考的新聞、財經網站
網站名稱
CountryWatch

網站內容
美國網站，提供世界 194 公認主權獨立國家的國家情報信息
http://www.countrywatch.com

MoneyDJ 理財網

嘉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理財網站，提供專業金融資
訊，為投信投顧公會國內唯一認可的基金資訊平台
https://www.moneydj.com/

OpenSignal

為網路測速網站，提供全球電信營運商的網路速度及涵蓋率
之調查
https://opensignal.com

Reuters

路透社，全球知名媒體新聞通訊社，提供各類新聞和金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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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http://www.reuters.com
Statista

為線上統計數據資料庫網站，提供政府機構、商業組織以及
市場民調數據
https://www.statista.com

TDC group

丹麥最大電信公 TDC 司網站，無現金社會與網路通訊關係密
切，TDC 網站提供大量相關資訊與數據
https://tdcgroup.com

（三）國際非營利網站：
國際間非營利性質的全球性網站，針對全球不同議題領域提供公開資料庫
或統計數據（表 3-3）。

表 1- 3

研究資料取得或參考的國際非營利網站
網站名稱
Eurostat

網站內容
歐盟統計局，提供歐盟及歐元區經濟社會相關的統計數據，
並予以客觀描述
https://ec.europa.eu

TheBanks.EU

提供歐洲國家地區以及各國經濟、稅收、銀行服務資訊與最
新訊息，對其進行相關分析
https://thebanks.eu/about

WORLD ECONOMIC

世界經濟論壇，以改善現況為使命，廣泛探討全球議題並提

FORUM

出相關報告
http://reports.we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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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進行資料蒐集時，不會只參考單一資料來源，會經由許多管道來驗證。
該管道會以官方資料為準，確認所蒐集的資料與欲分析的總體經濟、基礎建
設、金流、零售通路、文化偏好這五個面向有關，以提高資料的正確性，避免
過多不相干的資訊匯入而干擾分析結果。由於分析層面多，將建置相關資料庫
以利分析過程中的資料查找與驗證，進而導出最後結論。以上原則符合 Yin
（2003）的資料蒐集原則。在分析時，所有的結論會以蒐集到的事實資料為基
礎，不參入個人意見進行各種立場的分析，並在分析過程中抓住與研究相關的
重點。
而從文獻探討結果可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受到社會影響過程和認知促進
過程影響。故在分析時，將以社會影響過程與認知促進過程為分析框架，逐層
探討這五個面向對主觀規範、自發性、印象、任務攸關性、輸出品質、結果可
說明性與易用性認知是否有影響、如何影響、影響程度以及關鍵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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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總體經濟

一、近年經濟概況
（一）對外貿易
根據 2016 年的 IMD 全球競爭力中心（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發表的世界人才報告（IMD world talent report），丹麥排名全球第二，跟去年的
名次一樣持平。在進出口部分，近年丹麥對外貿易增加、大量對外順差。根據
最新的「2016 年丹麥年鑑」，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丹麥在 2009 年進出口總
值大幅下降、經濟成長趨緩。其出口與進口分別在 2011 年及 2013 年回復到
2008 年的水準。此外，丹麥自 1987 年以來貨品服務的出口總額一值持續超過
進口總額，致使該時期的貨品服務出現盈餘。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貿易額度雖
有下降，但 2008 年後的進出口發展仍維持大量盈餘（圖 4-1）。
貿易平衡：10 億克朗

進出口：10 億克朗

出口

貿易平衡
進口

圖 4- 1. 丹麥近代貿易順差情況。
資料來源：Statistics Denmar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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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DP 成長率與失業率
GDP 為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的縮寫，是指一個國家在期間內所生產最終
產品的市場價值，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丹麥 2003 年到 2007 年的實質 GDP 平
均成長了 2.4%，但 2008 年與 2009 年的平均成長率是-2.9%（Denmark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自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2010 年到 2015 年間的平均成
長率為 0.8%，雖然有提升，但幅度不大。2003 年到 2015 年丹麥各年 GDP 成長
率如表 4-1 所示（World Bank, 2016），從表中的可看出 GDP 總量雖有上升的趨
勢（圖 4-2），但實際的 GDP 成長率卻是下降趨勢（圖 4-3）。
表 4- 1
2003 年到 2015 年丹麥 GDP 成長率
年

GDP（十億美金）

GDP 成長率

2003

218.096

0.390%

2004

251.243

2.639%

2005

264.56

2.437%

2006

282.961

3.797%

2007

319.5

0.824%

2008

352.592

-0.718%

2009

319.762

-5.088%

2010

319.811

1.625%

2011

341.499

1.152%

2012

325.012

-0.073%

2013

338.927

-0.244%

2014

346.119

1.262%

2015

295.091

0.988%

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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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線

圖 4- 2. 丹麥 GDP 總值及趨勢走向

趨勢線

圖 4- 3. 丹麥 GDP 成長率及趨勢走向

在勞動就業的部分，根據美國數據統計公司 Knoema 的資料顯示（表 42）
，丹麥 2003 年最低失業率曾達到 3.5%。但受到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影響，
失業率一度飆升，最高到 7.6%。雖然過去五年失業率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但直
至 2016 年的失業率仍無法回復至金融危機前的水準，整體趨勢線顯示丹麥自
2003 年起至 2016 年的失業率依舊處於上升現象（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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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2003 年到 2016 年丹麥失業率
年

失業率

2003

5.4%

2004

5.5%

2005

4.8%

2006

3.9%

2007

3.8%

2008

3.5%

2009

6.0%

2010

7.5%

2011

7.6%

2012

7.5%

2013

7.0%

2014

6.5%

2015

6.2%

2016

6.0%

資料來源：Knoema world data atlas (2016.)

趨勢線

圖 4- 4. 丹麥失業率及趨勢走向

整體而言， 丹麥自 2003 年起呈現出 GDP 成長率下降以及失業率攀升的現
象。依據經濟學者歐肯所提出的歐肯法則（Okun's Law），失業率上升代表無收
入的人增加，國內消費力下降使得 GDP 無法擴張，造成 GDP 成長率下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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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衰退。丹麥的現況即是如此。疲弱的經濟使得丹麥政府於 2015 年祭出一連串
的經濟振興提案，其中一項就是「廢除部分現金規定」。「廢除部分現金規定」
將於第二面向基礎建設中的法規部分進行詳細說明。

二、利率發展
（一）負利率發展起源
1980 年代初期以來，丹麥金融市場開始朝向自由化、國際化、提升競爭力
的方向發展。在自由經濟市場環境下，丹麥國民在進行國外投資或貸款時不會
遭遇太大困難或承擔過重成本，這也使得自由資本流動與固定匯率政策讓國家
之間的金融產品價格或利率得以維持平衡。
2008 年，金融風暴引起「歐債危機」，當下的環境使得 AAA 級的丹麥成
為許多投資者的避風港，造成大量投資性資金湧入。資金湧入造成丹麥克朗持
續升值，對出口造成壓力並危及到整體經濟發展。為了控制匯率、避免熱錢湧
入，2012 年 7 月丹麥國家銀行宣布將央行存款利率（certificates of deposit rate）
降至負值水平-0.75%，成為全球最早實施負利率（negative interest rate）的國
家。2016 年 1 月，丹麥國家銀行將利率調升至-0.65%，但存款利率依舊維持在
負值（表 4-3）。圖 4-5 可明顯看出丹麥自 2008 年後利率走向為持續向下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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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2003 年到 2016 年丹麥央行存款利率
年

央行存款利率

2003

2.15%

2004

2.15%

2005

2.40%

2006

3.75%

2007

4.25%

2008

3.75%

2009

0.95%

2010

0.70%

2011

0.30%

2012

-0.20%

2013

-0.10%

2014

-0.05%

2015

-0.75%

2016

-0.65%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16.)

圖 4- 5. 丹麥歷史存款利率走向

負利率是指通膨率高過銀行存款率，導致銀行存款利率實際為負。當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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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負利率政策，就是調整民間存放央行的存款利率至「負值」以影響貨幣供
給。負利率屬於央行貨幣政策之一，是央行對一般銀行的存款利率，故不會出
現在一般銀行對民眾的存款利率。另一方面為一般銀行避免負利率造成存戶擠
兌而產生經營危機，一般銀行也不敢對存戶實施負利率。近年有部分國家也紛
紛開始實施負利率政策，但實施意圖各有不同。丹麥實施負利率政策的最主要
目的是控制匯率、避免大量熱錢湧入，但此政策對於刺激經濟卻有限。
（二）負利率對丹麥的影響
一般而言，當利率上升時，民眾會傾向少借錢多存錢；反之，當利率下降
時則傾向增加借貸減少儲蓄。但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在 2012 年起利
率下降到負值時，丹麥儲蓄率占 GDP 的比重卻反而上升，最低仍有 26.28%的
水準，高於 2012 年之前的比重（圖 4-6），顯示丹麥的利率降至負值時，其資
金流動趨緩、投資下降，經濟處於低成長的危機。

圖 4- 6. 丹麥儲蓄率占 GDP 歷史走向
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7)

但若單從丹麥國家銀行為控制匯率而推行負利率的目的來看，實施負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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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克朗匯率上升回復到其應有的貨幣價值並維持穩定（圖 4-7），有效阻擋
熱錢湧入。從這個方向來評論，丹麥的負利率政策可以說是成功的。從圖 4-7
可看出金融危機到 2012 年金，丹麥因熱錢湧入造成匯率劇烈波動。2012 年實
施負利率後，區段內重整，雖有波動但幅度不大。2015 年後，匯率調整至實際
價格且維持穩定、波動小。

克朗兌美元匯率（月平均值）

圖 4- 7. 丹麥克朗兌美元匯率歷史走向
資料來源：CEICdata (2017)

第二節 基礎建設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編印的丹麥投資環境簡介，丹麥最早是以農立國的
國家，除了農業之外，其他主要產業還包括生物科技、能源、船運、家具、批
發零售、紡織、資通訊、電信、金融等。其中，資通訊、電信、金融與本研究
主題具相關性。本章節除了詳盡介紹資通訊、電信、金融這三個產業外，還會
探討相關法規。

一、資通訊業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是指資訊與通訊科技產
業，簡稱資通訊產業。發展該產業產品的主要目的是，無論產品為實體物品或
54

服務，將資訊的處理與傳播透過電子工具來達成。丹麥最初是以農立國的國
家，並非一開始就是 ICT 高度發展國家，以下依序介紹丹麥 ICT 產業現況以及
改革的過程及內容。
（一）現況
丹麥鄰近歐盟與北歐，除了商業環境地理位置優越有利市場進入外，先進
科技、高素質人才、積極創新等優勢，使丹麥被譽為世界上最好的測試市場。
再加上丹麥擁有世界級 IT 基礎設施，其行動電話、寬頻和電腦的 ICT 滲透率為
全球頂尖。
全球第一支 GSM 手機是在丹麥開發的，這使得丹麥在「行動通訊研究與
開發」的領域中具有歷史性優勢。自此之後，丹麥在此一領域一直具有相當大
的貢獻。丹麥的 ICT 產業中，無線與行動產業含括了世界最先進的通訊技術與
軟體工程。此優勢吸引了許多國際科技大廠進駐，配合學校與業界間的密切合
作，使丹麥保持著其在 ICT 產業中的全球頂尖地位。但這樣的榮景在近幾年已
逐漸式微。
根據 2016 年的「網絡就緒指數（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目前丹麥在
139 個國家中排名第 11 名，總分 5.6 分（指數 1-7 為最差到最佳）。「網絡就緒
指數」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資訊科技報告（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中的著名指標（表 4-4），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利用資訊所能提供機會的能
力。表 4-5 為丹麥 2006 年至 2016 年「網絡就緒指數」的全球排名，2009 年以
前丹麥還穩定維持在全球前三名，2012 年降至第四名，2014 年跌至十名之外，
2015 年甚至跌到第十五名。2016 年雖然名次有攀升至十一名，但仍在十名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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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2016 年丹麥「網絡就緒指數」各項評分指標框架與分數
次指標

支柱（pillar）

內容

環境

第一支柱：政治與法

評估國家法律框架促進 ICT

Environment

規環境

安全發展以及法規環境的程

名次

分數

17

5.3

16

5.3

17

6.4

31

6.1

17

5.9

1

6.9

9

5.7

38

4.7

16

5.1

26

5.3

度。
第二支柱：業界與創

衡量商業框架條件促進創業

新環境

的品質。

準備度

第三支柱：基礎設施

ICT 基礎設施的發展以及數

Readiness

與數位化

位內容的可用性。

第四支柱：可行性

評估透過行動電話或固定寬
頻網際網路進入到 ICT 的成
本，「網路與電話競爭指
數」也會影響。

第五支柱：技能

衡量社會能有效利用 ICT 的
能力，與教育水準、識字水
平等基本教育技能相關。

使用請形

第六支柱：個人

衡量 ICT 在個人層面使用的
廣度與深度，例如行動電話

Usage

用戶數、家用電腦比率、寬
頻用戶數等。
第七支柱：業界

衡量企業的科技採用、創新
能力等，從而產生增益的程
度及成效。

第八支柱：政府

衡量政府對於 ICT 的重視程
度及推廣成就，政府線上服
務指標也有影響。

影響

第九支柱：經濟影響

透過專利、新產品、新服務

Impact

力

或新組織模型的影響對 ICT
的兢爭力進行衡量。對於知
識密集活動聘僱員工的比率
也有衡量。

第十支柱：社會影響

評估 ICT 對其環境、教育、

力

能源消耗、健康等與民眾相
關福祉改善的影響。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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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5
2006 年到 2016 年丹麥「網絡就緒指數」全球排名
年

名次

2006

1

2007

1

2008

1

2009

3

2010

7

2011

3

2012

4

2013

8

2014

13

2015

15

2016

11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雖然丹麥名次下滑，但 ICT 產業仍持續發展進行。根據歐盟統計局
（Eurostat）2016 年 10 月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丹麥的 ICT 專家就佔了歐
洲全部 ICT 雇員的 3.9%。此外， 2016 年丹麥統計年鑑統計資料顯示丹麥 10
人以上企業使用 ICT 進行網路存取達 100%。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丹麥在研發的
部分（包含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研發）自 2009 年起至 2014 年，每年的研發
費用都維持在 GDP 的 2.94%-3.07%之間，私營部門的研發經費就佔了 2/3。研
發為 ICT 產業創新的動能，丹麥政府與企業提撥的研究經費不受景氣影像，持
續而穩定。從上面數據可看出，雖然丹麥的「網絡就緒指數」有下滑趨勢，整
體而言丹麥的 ICT 產業在全球仍維持一定的水準。
（二）政策發展
1994 年起，丹麥政府開始進行一系列 ICT 政策推行。丹麥政府在政策推行
的過程中屬於輔佐的角色，不干預市場機制。表 4-6 依序介紹丹麥初期重要政
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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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1994 年起丹麥政府 ICT 重要政策整理表
年

政策名稱

1994

Information Society

內容
是最早關於 ICT 的政策計劃。委員會起草 Info-

2000
Society 2000，目標是帶領丹麥成為邁向資訊社會的
國際尖端。最早提出的 ICT 政策，將 ICT 的政治優
先地位徹底提升。
1995

IT action plan 1995

包含具體目標與期限，優先解決一些關鍵問題（例
如基礎建設、立法更新、標準設立等），並建立政
府、議會、公共部門與企業間的相互合作。這種強
調跨部門合作的方式已成為丹麥 ICT 戰略的特徵。

1996

The Info-Society for all-

認為資訊社會是一個人人共享的社會，同時也必須

Danish Model
針對特殊需求的人制定相關政策，善盡社會責任。
2002

IT for All

由政府提供完善的 ICT 環境，讓每位國民都具有足

（全民資訊時代）
以因應資訊社會的技能。其願景是創造經濟成長、
促進公共部門改革邁入知識社會。此政策為日後
ICT 政策提案的參考依據。
2003

Using IT Wisely

促進政府機關、企業與個人對於 ICT 的有效應用，
創造企業與產業成長、改造公共部門、提升國民知
識社會技能。

2005

國家改革計畫

依據 2005 年 3 月歐盟的里斯本策略原則所制定。著
重於 IT 的研究品質並有效利用，建立開放、且競爭
力的數位化社會。

2006

ICT 政策

著重於經濟發展，並開發國人 ICT 的使用潛力。

資料來源： OEC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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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僅將丹麥初期較重要的 ICT 政策列出，關於 ICT 的政策最早於 1994
年推行，從 1994 年到 2006 年間共推出了七大政策。丹麥政府的這幾個初期政
策從基本教育、全民知識、社會福祉等基層開始紮穩根基，奠定了丹麥 ICT 立
國基礎，自 2006 年起丹麥連續幾年「網路就緒排名」指數都位居第一名。自
2009 年起名次開始下滑，但仍維持前十名。2014 年起丹麥開始跌出十名之外，
但丹麥政府依舊每年都會推出 ICT 相關的計畫或政策，整體上丹麥 ICT 產業仍
維持一定水準。。

二、電信業
（一）現況
丹麥電信業的主管機關是丹麥商業管理局（The Danish Business
Authority），除了對網路負監督與規範的責任外，還結合頂尖 ICT 基礎設施協
助丹麥電信業發展。2011 年丹麥政府啟動了一項數位化策略（Digital Strategy
2011-2015），該策略的目標是自 2011 年至 2015 年達到數位化服務，主要項目
包括去紙化、福利數位技術以及公共部門數位化。第二波數位化策略（Digital
Strategy 2016-2020）目標則著重在品質與安全性的提升，包括：
1. 方便使用、快速、優質的數位解決方案
2. 公共部門數位化須提供良好的發展條件
3. 隨時聚焦在安全與信任
科技進步以及數位化策略的推行，使得公共與私人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更趨
緊密。
丹麥電信業蓬勃發展、公司數量眾多，截至 2016 年 6 月止，丹麥的前 20
大電信公司營業額如圖 4-8 所示，明顯可見 TDC 為丹麥最大電信公司，其營業
額就佔了前 20 大的八成以上，足具代表性。1990 年丹麥議會決議將當時四家
電信公司合併成一家公司，名為「Tele Danmark」，之後便在丹麥、瑞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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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地區提供服務，並於 2000 年更名為「TDC Group」
（TDC Group，2016）。TDC 歷史悠久，且經營範圍觸及北歐及歐洲，使其在
丹麥與瑞士擁有穩定客群，在歐洲地區也擁有龐大客戶群。

電
信
公
司
名
稱

Zenitel Denmark A/S
Flexfone A/S
Mitel Denmark A/S
Ascom Danmark A/S
Cirque A/S
Nord Energi Fibernet A/S
Energi Fyn Bredbånd A/S
Bredbånd Nord, Nordjylland A/S
COMX Networks A/S
Nokia Solutions And Networks Danmark A/s
Dansk Beredskabskommunikation A/S
Nianet A/S
Energimidt Energu A/S
RTX A/S
Waoo A/S
Fibia P/S
Global Connect A/S
Tt-Netvaerket P/S
Viasat A/S
TDC A/S

31,109
33,550
41,866
74,698
75,119
90,774
82,763
94,523
105,857
118,295
194,935
297,479
308,220
349,502
464,144
517,824
536,862
870,151
984,665
24,366,000
0

1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營業額（單位：1000克朗）

圖 4- 8. 2016 年 6 月丹麥前 20 大電信營業額排名
資料來源：Statista Denmark (2016).

TDC 做為丹麥電信龍頭，數位化轉型無疑是未來發展之路。為了提升現有
網路品質提供客戶更先進的 4G 行動網路獲得更多市場，2014 年 TDC 集團做了
一個重大決定，就是與中國技術公司華為（Huawei）合作。在此之前 TDC 的電
信供應商是瑞典大廠易利信（Telefonaktiebolaget L. M. Ericsson）。新合約簽訂
後華為將取代易利信，成為 TDC 的設備供應商。華為是中國的大陸通訊設備大
廠，根據合約，除了大量通訊設備的採購升級外，華為還包辦了之後六年內的
管理與服務。其於今年底（2017 年）的短期目標包括：
1. 家庭用戶：為 50%以上的用戶提供 1Gbps 的連接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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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用戶：為 70%以上的用戶提供 100Mbps 以上的連接速率
3. 郊外用戶：為用戶提供 10Mbps 以上的寬頻連接速率
（二）經營策略：化繁為簡
TDC 官網明確說明其 2018 年的企業策略就是「always simpler and better」
（TDC Group 2016-2018 Strategy, 2016），「簡化」成為 TDC 的核心策略。此
策略將會持續至未來的三年，並訂定目標以提供更快的速度、更佳的產品以及
更優的使用經驗。在業務部份，由於 TDC 具有 130 年以上的悠久歷史、業務版
圖範圍大，故 TDC 的傳統網路範圍非常廣。再加上透過不同的平台提供多元的
費用方案，使得 TDC 產品目錄非常複雜。由於技術提升，許多舊技術或舊商品
已無法因應丹麥國人目前的生活需求或不符合丹麥政府政策目標，故 TDC 欲將
這些平台與產品予以整合簡化、將部分舊商品退出市場，讓客戶更容易了解業
務內容。
另外，過去 TDC 的經營策略是依據不同市場採用不同品牌來覆蓋，這樣的
經營方式雖然可以依據不同品牌來區別市場，但較為複雜。因此，秉持著
「always simpler and better」一貫策略，TDC 把產品結構與品牌數量予以簡化，
此方式將有助於品牌形象統一，並且更有效率地提供更好的服務。
（三）業務質量指標
業務質量指標（key quality indicators）簡稱 KQI，可用來衡量組織的績
效，為組織營運的重要參考資訊。過去傳統網路多採用關鍵績效指標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進行衡量，但 KPI 的傳統測量方式有限、與客戶的實際
感知存在差距，故改以 KQI 進行組織績效衡量。華為作為 TDC 的新供應商，
採取「以價值為核心」的新營運模式，從三方面來建構，包括以業務為核心、
客戶無感知過渡以及網路現代化。其中網路現代化與電信基礎建設最具直接關
聯性。
華為自 2014 年起成為 DTC 的電信供應商之後，提供了建置網路的服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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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3G、4G 的行動無線設備。截至 2015 年，在華為的協助下，短短一年內
DTC 的 3G 網路覆蓋率就達到了全丹麥人口的 97%、4G 網路覆蓋率更達到了
99.8%。能夠如此快速擴張，在於華為提出了頻譜重整和 SingleRAN 的方案，
並簡化網路架構、降低成本。除了覆蓋率提升外，網路品質也不馬虎。在這樣
的基礎上，DTC 比其他電信業者提供了更好的品質與選擇，且成效顯著。根據
Open Signal 在 2016 年 5 月的報告顯示，北歐國家中，丹麥的 3G、4G 下載速
度都位居第一，整體網路下載速度也是第一；Open Signal 同年 8 月的全球整體
網路速度測試報告中，丹麥在全球排名中列居第五。

三、金融業
（一）現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所編定的定義，只要是經營
與存放款、信託、投資、匯兌、貼現、票券金銀買賣等相關業務的行業均屬於
金融業。也就是與貨幣流通及信用活動相關聯的經濟活動的總稱。故央行、國
內外銀行、信託投資、證券業等均包含在內。丹麥的銀行主管機關是丹麥金融
監管局（Danish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針對各種銀行活動予以立法
規範，確保銀行業善盡社會責任以及丹麥社會對金融機構的信心。
丹麥銀行的特點是總資產規模大，區域性小銀行家數多、密度高。根據
TheBanks.EU 的網站統計顯示，截至目前為止，丹麥境內有在營運的國內外銀
行共計 111 家。2016 年底，前 20 大銀行中，有 18 家是丹麥本國控股銀行、2
家是國外控股（表 4-7），前三大銀行就占了銀行總資產的 50%左右。此外，
Danske Bank、Nordea Bank、Jyske Bank、Nykredit Bank、Sydbank 這五家銀行
被視為系統性重要銀行（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表示其金融活動影響
著整個丹麥經濟（與系統性風險相關）。若連續兩年達到下列標準的其中一
個，即被認定為系統性重要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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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產負債表超過 GDP 的 6.5％
2. 貸款超過部門貸款總額的 5％
3. 存款超過部門存款總額的 5％

表 4- 7
2016 年底丹麥前 20 大銀行
名次

名稱

國家

1

Danske Bank

丹麥

2

Nykredit Realkredit A/S

丹麥

3

Realkredit Danmark A/S

丹麥

4

TOTALKREDIT A/S

丹麥

5

Nordea Bank Danmark A/S

瑞典

6

Nordea Kredit Realkreditaktieselskab

瑞典

7

Jyske Bank

丹麥

8

BRFKredit A/S

丹麥

9

Nykredit Bank

丹麥

10

DLR Kredit A/S

丹麥

11

Sydbank

丹麥

12

Spar Nord Bank A/S

丹麥

13

Aktieselskabet Arbejdernes Landsbank

丹麥

14

Saxo Bank A/S

丹麥

15

ingkjøbing Landbobank, Aktieselskab

丹麥

16

Vestjysk Bank A/S

丹麥

17

LR Realkredit A/S

丹麥

18

Sparekassen Kronjylland

丹麥

19

Nordjyske Bank A/S

丹麥

20

Lån & Spar Bank A/S

丹麥

資料來源：TheBanks.EU (2016)

世界經濟論壇 2016 年到 2017 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丹麥在的金融市
場發展部分獲得 4.8 分（總分 7.0），在 138 個國家中排名第 24。銀行的穩健性
為 5.6 分（排名第 41），金融市場的可信度和信心得分為 5.4（排名第 16）。
此外，丹麥國家銀行 2016 年 5 月 9 日的更新資料顯示，早在 2013 年底，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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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向丹麥家庭企業部門的貸款就佔了約國內生產總值的 180％。整體數據資料
可看出金融業對丹麥經濟具有重要意義與影響力
（二）金融與 ICT 的結合
ICT 的基礎設施對服務性供應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 ICT 產業是丹
麥重要發展產業之一，自然更被加強運用於金融業。哥本哈根金融科技中心指
出，金融與 ICT 的就業人口就占了丹麥就業率的 5％。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位於
Ö resund 地區的中心地帶，該區是歐洲最大 ICT 集散地之一，擁有超過 12,000
家 IT 公司和 100,000 名 IT 員工。哥本哈根將此金融 ICT 集散地與高程度財政
金融教育結合，現在成為發展金融 IT 的熱門地點，並於 2016 年 9 月成立
Fintech 中心「哥本哈根金融科技創新與研究協會( Copenhagen Fintech
Innovation & Research, CFIR)」，主要目的在協助金、監管機構、公司與決策者
間建立溝通管道。丹麥教育制度是以發展人格與高度技能為目標而設計的，秉
持著這樣的傳統與重點大學長期合作，造就出許多金融 IT 與經濟學領域的人
才。此外，丹麥政府與私營部門間一直維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關係
受到國際間的注意。透過 CFIR、產學合作以及公私部門合作，丹麥的金融業在
技術上快速發展，並大量投入在電腦設備以及建立電子轉換系統。
1998 年，丹麥採用了第一個全國性電子支付卡系統「Dankort」。Dankort 最
初只能在丹麥境內使用，與 Visa 金融卡結合後成為 Visa/Dankort，使 Dankort
也可在丹麥境外使用。Visa/Dankort 在支付工具中占了很大的使用比例，是丹
麥最常被使用的塑膠貨幣，在 2015 年時零售商接受 Visa/Dankort 付款的方式已
達 100%（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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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2015 年丹麥零售商接受付款方式所占比率
資料來源：Statista Denmark (2015)

（三）網路銀行安全
網路安全在金融業中非常重要。為了實現網路公司服務一體化，丹麥於
2010 年推出 NemID 系統。NemID 的目的是提供最終使用者登錄至服務供應
商，由使用者開啟供應商的網頁進行登錄。服務供應商對使用者進行身分驗證
並回傳驗證結果，依據認證結果予以拒絕或提供服務。
NemID 是由私人企業開發的，並獲得丹麥金融部門的支持。NemID 由密碼
和安全代碼卡這兩個要素組成，屬於一次性密碼，使用者 ID 與密碼必須與一起
使用。透過互動語音回覆系統（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簡稱 IVR）由手機取
得代碼。NemID 讓使用者可以更安全的登錄網路銀行、使用政府系統（例如報
稅、申請簽證、辦理護照等業務），甚至可以進行醫療諮詢等項目。
NemID 的使用者 ID、密碼和安全代碼僅供個人使用，且在網路瀏覽器或程
式上會定期更新。使用者須定期檢查其安全代碼是否遺失或 ID 被盜用，這部分
可透過網站協助查詢。NemID 系統大大提高了網路服務便利性，與過去不同平
台個別擁有不同系統的方式不同，真正實現了「個人數位一卡通」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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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
（一）ICT 法規環境評量
完善的數位環境要有健全的法規支持。前述表 4-4「網絡就緒指數」各項評
分指標框架有介紹第一支柱的政治與法規環境，內容是評估國家法律框架促進
ICT 安全發展以及法規環境的程度，評分指數為 1-7（1 最差，7 最佳）。其詳
細內容與丹麥得分如下（表 4-8）：
表 4- 8
2016 年丹麥「網絡就緒指數」第一支柱「政治與法規環境」評分細項相關資料
第一支柱評分細項

內容

分數

排名/139

1.01 立法機關有效性

立法過程的有效性

5.0

18

1.02 與 ICT 相關的法律

使用 ICT 相關的法律發展情況（例如：

5.1

14

6.3

5

法律與司法制度解決公司爭端的效率

5.0

19

個人、民間機構和企業可透過司法系統

4.1

37

電子商務、數位簽名，消費者保護等
1.03 司法獨立

司法系統獨立於政府、個人或公司的程
度

1.04 法律規範解決爭端
的效率
1.05 在面對挑戰性細則
時法律規範的效力

經由審判對抗政府專制決議之程度

1.06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智慧財產權受到保護的程度

5.6

21

1.07 軟體盜版率

非授權軟體占所有已安裝軟體的比率

23.0

7

1.08 執行合約的程序數

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到付款為止，期間

35.0

48

410.0

29

解決爭議的程序數
1.09 執行合約所需時間

原告向法院提起訴訟到付款為止，期間
解決爭議的天數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Forum（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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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可看出 2016 年丹麥「網絡就緒指數」第一支柱「政治與法規環境」
中的 1.05 項、1.08 項以及 1.09 項的表現較不突出，但在「司法獨立」與「軟體
盜版率」表現亮眼，皆進入前十名。整體平均分數為 5.6 分，在 139 個國家中
排名第 14。由此可知丹麥在法規建立與監督的機制與配套措施都在一定水準之
上。
（二）「去現金」相關重要法規與規定
支付領域快速發展，必須有相關法規予以規範並適當開放，確保數位支付
不會排擠現金使用者、現金規則不會扭曲市場競爭。即便丹麥國家銀行已決議
停止發行貨幣，但由於廢除現金交易所涉及的層面更廣，須更謹慎地評估與討
論。
1. 停止發行貨幣
丹麥國家銀行已於去年決議停止發行貨幣。根據丹麥國家銀行網頁 2017 年
3 月最新公開資料，丹麥國家銀行已決定在 2016 年底前停止國內貨幣印刷與生
產。但由於國內仍有部分現金使用者，故鈔券生產作業仍需持續進行。由於現
金需求量不大，丹麥國家銀行就如同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一樣，將貨幣生產業
務外包給供應商。雖然鈔券生產作業外包，但丹麥國家銀行仍是丹麥貨幣的發
行機構，並且保留其對丹麥鈔票設計和品質的專業技術。
根據丹麥公共採購法第 61-66 條，丹麥國家銀行預計 2017 年 9 月開始進行
丹麥鈔券招標，所有材料（包括鈔券紙）都要由供應商自行採購。相關採購時
程如下（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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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2017 年丹麥鈔券招標預定時程
時間

排程內容

2017 年 5 月 15 日

發布合約內容

2017 年 6 月 15 日

參與申請期限

2017 年 9 月 1 日

開始招標

2017 年 10 月 3 日

首次象徵性報價期限

2018 年 2 月 5 日

最佳和最終報價期限

2018 年 2 月 16 日

簽訂合同

2019 年年中

最後一批鈔券的第一次預定交付日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17)

2. 廢除現金規定
除非另有約定或特殊法律規定，丹麥鈔券和硬幣是丹麥的法定貨幣。根據
丹麥國家銀行法第 8 條的鈔券相關規定。丹麥國家銀行所發行的鈔券是合法投
標以及進行公共支付的合法貨幣。硬幣的部分，丹麥硬幣法第 4-1 條規定，除
非該硬幣被終止流通或回收，所鑄造的所有硬幣皆為法定貨幣。
丹麥規劃法中的支付服務法第 56 條（section 56 of the Payment Services ，
丹麥文 Actbetalingstjenestelovens § 56）之現金規定（kontantreglen）是指零售業
有現場工作人員時，其有義務接受現金付款、不得拒絕現金交易。另一方面，
若為線上購物或無員工的自助服務環境中則無接受現金的義務（例如公車、自
助加油站等）。前述服務環境是否配有員工取決於工作人員是否在場以及該員
工所扮演的角色。
支付服務法中的現金規定是在 1984 年引入的。因為當時銀行推出了
Dankort 系統，且 Dankort 在當時為現金的唯一數位替代品，為了防止現金客戶
受到持卡人歧視，所以引入現金規定。
但現金通常涉及大量的行政和財政負擔，且持有現金具風險性、增加企業
成本與交易成本，涉及範圍涵蓋了銀行、零售業與消費者。2009 年丹麥對社會
成本的支出進行調查，顯示現金支付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是 Dankort 支付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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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這意味著銀行和零售商持有現金伴隨著高昂的處理成本，例如，處理現金
的工作人員、運輸現金成本和保全設備等費用，這些成本會轉移到消費者身
上。為了提振經濟、提供企業更佳更低成本的環境，丹麥國會原預計於 2016 年
1 月起廢除部分現金規定，並將該政策列入國家改革計畫中。但對某些人來說
此政策的時程安排過於倉促且爭議頗多，因此 2016 年丹麥國會尚未通過廢除部
分現金之規定。廢除現金規定將帶來許多好處，雖然丹麥人使用現金的比例很
少，但不可否認現金對某些群體的丹麥人仍發揮重要作用，尤其對老人或是殘
疾人士等弱勢族群，廢除現金規定將使這些人的生活面臨衝擊，故該提案於
2016 年未獲通過。完全取消或完全接受現金規定這兩種極端方式皆無法在丹麥
議會中獲得完全支持，故未來對於現金規定的討論著重在「如何修改」現金規
定。針對現金規定的修改提出三種模式：
（1）將現金規定的使用範圍限縮於某些類別的零售商：
並非所有零售商都要接受現金支付，考量到與社會或衛生安全等相關基本
民生因素，部分被選定的零售商須接受現金支付的義務，例如郵政服務、藥
局、醫院、餐廳、超市等。此模式將確保社會上的所有群體在進行消費時仍然
有選擇以現金支付其日常生活的權利。而其他零售商將能夠選擇是否接受現
金。此種模式可採正面表列或負面表列。
（2）限制適用現金規定的時間：
即保留現金規定，但進行部分修改，允許零售商夜間 10 點至早上 6:00 拒
收現金，但 24 小時藥局等這類地方仍然有義務全天候接受現金。此模式可減少
夜間行搶的機率、減少金錢損失和安全措施的費用。
（3）將現金規定的使用範圍限縮於某些類別的零售商並限制適用時段：
將上述兩種模式結合，提供零售商更大的靈活度。同樣地，此模式也可採
正面表列或負面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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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國會的討論小組認為上述模式皆為好的替代方案，但不同模式對於使
用現金的群體都具有程度上不同的影響，必須更謹慎地予以討論評估。目前現
金規定仍處於商討研究階段，丹麥國會期望在 2017 年底前能達成共識。

第三節 金流
科技技術不斷創新與變革，為貼近使用者的生活模式與需求，發展出許多
創新多元的金流服務。金流是指處理交易的方式，內容包括網路上的安全認證
機制、交易資金移轉以及各種支付方式，其重點在於付款系統之安全性、方便
性及增加資金流通性。

一、支付方式
在實體店面或線上網路購買物品或服務時，貨幣以紙幣、硬幣或銀行存款
等形式從消費者轉移到店家。目前丹麥常用的支付工具包括簽帳卡（debit
card）、信用卡（credit card）、直接借記（direct debit）、貸記劃撥（credit
transfer）和支票（cheque）（丹麥國家銀行，2017）。分別介紹如下：
（一）簽帳卡
可用於提領現金和購買商品或服務，與信用卡類似，差別在於金額會從持
卡人的銀行帳戶中直接扣除。可用於實體店面或網路消費，也可於 ATM 提款，
轉帳，在使用時需要密碼（PIN）。丹麥境內最常使用的支付工具 Dankort 即屬
於簽帳卡的一種。
（二）信用卡
塑膠貨幣的一種，以刷卡登錄代替現金支付，消費款項先由發卡金融機構
代墊，再按月向持卡人請求繳納帳款。例如 Visa Card、Master Card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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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接借記
分期付款的一種方式，為消費者與商家間簽訂支付協議。一旦消費者登錄
帳單後，商家會依約按期從消費者帳戶裡扣款，扣款金額可以不固定（例如水
電費）。
（四）貸記劃撥
為電子劃撥的一種，由付款人向銀行發出支付命令進行電子劃撥。大額或
小額的電子劃撥均可採用貸記劃撥。
（五）支票
指發票人的金融機構於見票時支付一定金額給收款人。

二、Visa/Dankort 與 MobilePay
本章第二節可知 2015 年零售商接受 Visa/Dankort 的付款方式已達 100%
（圖 4-9），Visa/Dankort 儼然已成為丹麥最普及、最方便的付款方式。除了
Visa/Dankort，另一個近年快速崛起的行動支付裝置是 MobilePay。詳細介紹
Visa/Dankort 和 MobilePay 如下：
（一）Visa/Dankort
根據丹麥國家銀行 2014 年「新支付解決方案報告（report on new payment
solutions）」之介紹，Dankort 是丹麥境內最常見、最為廣泛使用的支付卡。其
屬於簽帳卡的一種，由丹麥的銀行發行，只能在丹麥境內使用。
1979 年，銀行界成立了 PKK 公司（Pengeinstitutternes Købe- og
Kreditkortaktieselskab），並於 1983 年推出了 Dankort 簽帳卡。其原始的想法是
推出傳統信用卡，但受到消費者與零售業的反對改成推出簽帳卡。最初 Dankort
是透過壓印機和紙本憑證進行支付，直到 1984 年引進自動提款機，Dankort 使
用者就可以全天候隨時提領現金。同年零售商進行 Dankort 線上支付的測試，
並於次年在丹麥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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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kort 卡片外觀改版了很多次。最初，持卡人的個人識別碼放置在卡片的
正面，1985 年取消了這項規定。1986 年丹麥銀行決定於卡片加上持有人照片；
2004 年發行了更具安全性的 Dankort，可利用磁帶確認基本資料，因此照片又
從卡片上移除了。1988 年，Dankort 結合了 Visa 金融卡，即為 Visa/Dankort，讓
Dankort 即使在丹麥境外也可使用。基本上 Dankort 與 Visa/Dankort 功能相同，
只差在能否於境外使用。1998 年開始，Dankort 開始可以進行線上支付。其使
用流程與信用卡相同：輸入卡片號碼、輸入有效期以及三位數的安全碼。
Dankort 的手續費在剛推出不久後就開始受到監管。1985 年政府規定禁止
向零售商收取使用 Dankort 付款的手續費，該禁令一直持續著，直到 1999 年因
為非實體貿易法律修正案而取消。此修正案只用於線上銷售，一般零售業
Dankort 付款仍禁止收取使用 Dankort 付款的手續費。在 Dankort 符合許多市場
競爭條件後，為了回收在實體店面使用 Dankort 付款的成本，丹麥政府發布了
一項協議，從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每筆付款須由零售商支付 0.5 克朗的手續費且
不得轉嫁給 Dankort 持卡人。此做法遭到嚴重反對，所以在 2005 年 2 月大選過
後發布了新的 Dankort 財務模式，零售商只要支付每年簽署採用 Dankort 系統的
部分費用，不會有任何費用轉嫁到 Dankort 持卡人身上。
功能的部分，在進行交易時，商家在店面或網站上會張貼或告知是否支援
Dankort 或 Visa。每家銀行所推出的 Dankort 規定不進相同，可依據個人喜好或
所需進行選擇。Visa/Dankort 除了作為支付工具外，也可利用接受 Dankort 或
Visa 的自動提款機提領現金。由於並非每個 ATM 都提供 Dankort 提款功能，因
此 Visa 金融卡的結合提供了更便利的提款範圍。
（二）MobilePay
除了 Dankort 最廣為丹麥人使用之外，另一個近年快速崛起的行動支付裝
置是 MobilePay。根據統計，2016 年丹麥最多人使用的行動支付系統就是
MobilePay，使用比率達 71%（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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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 2016 年丹麥使用的行動支付系統所占比率
資料來源：Statista Denmark (2016)

MobilePay 是由丹麥最大的銀行丹斯克銀行(Danske Bank)與 Trifork 共同開
發出的行動支付 APP，僅耗時六個月就開發完成。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利用這
款 APP 將簡單智能的資金移轉方式導入丹麥人的生活中，將轉帳的手續簡化，
標榜使用就像手機發簡訊一樣的容易。
這款 APP 於 2013 年 5 月 7 日推出，當日即創下 2,5000 人次的下載量。四
個月後，攀升至 200,000 名用戶；三年後，超過 300 萬的丹麥人下載
MobilePay。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用戶中大約有 70％的客戶是在丹麥銀行以外
的其他銀行開戶。丹麥民眾只需要帶著一支手機即可進行消費，收據也可直接
儲存在 MobilePay 中。根據丹斯克銀行 2017 年 3 月的統計資料，當時已超過
340 萬人使用，平均每天有 1,400 名新的使用者加入，九成的智慧型手機裡面都
有下載 MobilePay。過去三個月內，平均每分鐘的交易金額為 100,733 克朗，特
別是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達到單日最大交易金額 335,479,767 克朗。在丹麥政
府的部分，98 個地方當局已全部與 MobilePay 簽訂契約。商店的部分，超過
32,000 家實體商店與 6,100 家網路商店接受以 MobilePay 進行支付。由此可見
MobilePay 在丹麥是非常活耀的 APP，其使用頻率僅次於 Facebook 和 Fb73

messenger，列居第三名。除了個人消費外，MobilePay 也應用於慈善事業。超
過 270 家慈善機構使用此 APP，透過此 APP 所獲得的捐款金額達 3,200 萬克
朗。至 2017 年 3 月 16 日止，MobilePay 所創造的交易量高達 82,121,012,512 克
朗，成效驚人。
MobilePay 的特色在於其強調「使用 MobilePay 進行資金移轉就像發簡訊一
樣簡單」這個概念，最主要是因為目前常見的線上支付方式需要輸入許多卡片
資訊（例如信用卡），MobilePay 將這些步驟簡化了。根據 MobilePay 開發商的
觀察，現有支付工具在完成註冊前約需經過 20 個步驟，而 MobilePay 具有輸入
字段自動選擇功能，並大幅刪減非必要的訊息與步驟（例如 OK、確認…等步
驟），將前述的 20 個步驟縮減到 6 個步驟。MobilePay 註冊步驟分別是輸入使
用者的姓名、輸入 CPR 號碼、閱讀並接受條款、手機號碼驗證、輸入使用者卡
號和帳戶資料、建立代碼六個步驟。完成註冊成為用戶後，只需提供電話號碼
即可進行資金移轉。在安全性的部分，當 MobilePay 付款請求時，付款許可會
回傳至商家的應用程式，確認傳給 MobilePay 的訂單資料與 MobilePay 回傳的
資料相吻合，始得完成付款。其他的安全控管包括用戶 ID、密碼保護及超時自
動登出。
MobilePay 的另一項特色是非丹斯克銀行的帳戶也可註冊使用。只要年滿
13 歲，並擁有丹麥個人手機號碼、有效的丹麥 CPR 號碼(相當於身分證號碼)、
丹麥發行的個人信用卡以及丹麥銀行帳戶，即可註冊成為使用者。除了在丹麥
使用外，還可在挪威與芬蘭使用。

三、清算系統
丹麥的支付基礎建設是一個網路系統，將消費者與銀行間的支付進行轉
換。丹麥國家銀行在該基礎設施中所使用的清算系統為 Kronos。
大多數在丹麥的銀行都擁有丹麥國家銀行的帳戶，這些帳戶以及丹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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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的支付系統透過 Kronos 來結算銀行間或銀行與丹麥國家銀行間的帳戶。此
外，這些銀行還使用丹麥國家銀行的帳戶來結算丹麥與國際間的支付清算系
統。不同支付內容採用不同的清算系統（圖 4-11），例如 Kronos 多用於銀行間
的支付、Sumclearing 用於丹麥的零售支付、VP 和 CLS 則分別用於證券交易以
及外匯交易、Target2 用於歐元交易。甚至克朗、挪威克朗與瑞典克朗間的跨境
交易，也各有專門的清算系統 Scandinavian Cash Pool（SCP）。其中 Kronos 和
Sumclearing 這兩個清算系統應用於央行、銀行與零售業間的支付，與本研究主
題較具密切性，以下將針對這兩個系統以及丹麥國家銀行的清算角色進一步說
明。

銀行間支付
SCP
零售業支付

Sumclearing
Kronos

外匯交易

CLS

EuroCCP
證券交易
VP

圖 4- 11. 丹麥境內支付清算系統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14)

（一）丹麥國家銀行的清算角色
丹麥國家銀行是丹麥的中央銀行，可視為一般金融機構的銀行。這些金融
機構擁有丹麥國家銀行的帳戶，這些帳戶多為經常性帳戶（current account）。
經常性帳戶會與多個結算帳戶連結，透過帳戶中的存款進行帳戶清算。
金融機構依據業務需求持有多個清算帳戶，例如 Sumclearing 零售支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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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VP 證券清算系統以及 CLS 外匯清算系統的帳戶。金融機構透過即時總額
清算系統 Kronos 下的經常性帳戶和清算帳戶進行資金移轉結算帳戶間的支付。
無論進行哪一類的清算，所有持有帳戶的金融機構都必須要連到 Kronos。由此
可知，Kronos 可視為各種清算的基礎。金融機構可自由選擇是否要透過丹麥國
家銀行的帳戶直接參與丹麥支付系統，他們也可以選擇透過其他機構的丹麥國
家銀行帳戶間接參與。
丹麥中央政府也持有丹麥國家銀行的帳戶，其扮演著中央政府銀行的角
色，該帳戶除了存入政府的流動資金外，也用於結算中央政府的大筆支出款
項。政府的零售支付款項則外包給一般的商業銀行，政府透過該商業銀行將丹
麥國家銀行撥付的款項分發給受款人，或是透過該商業銀行將中央政府收入轉
至丹麥國家銀行。外包銀行為中介，替中央政府處理統整零售支付款項。
（二）Kronos
Kronos 是丹麥國家銀行的即時總額清算系統(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system)，簡稱 RTGS，為丹麥支付基礎設施的核心要素。Kronos 屬於丹麥國家
銀行，由會計部門進行系統管理，對系統負有操作責任。多數的丹麥銀行與抵
押銀行在丹麥國家銀行內都有帳戶，就像個人擁有零售銀行戶頭一樣。換句話
說，丹麥國家銀行擔任各家銀行的「銀行」角色。除了銀行之外，許多支付清
算系統與結算中心也有丹麥國家銀行的帳戶。丹麥國家銀行運用 Kronos 系統來
處理銀行帳戶的付款收支，參與者可透過 Kronos 執行多種功能，並可隨時查看
監控自己的帳戶。
Kronos 由基本模組與 Poseidon 模組組成，銀行可透過 PI 網路經由
Kronos 終端機存取基本模組來執行支付。PI 網路是封閉式網路，將丹麥的銀
行、證券、支付服務公司 Nets 和丹麥國家銀行的資料庫串聯起來。基本上，
Kronos 終端機可以視為銀行存取 Kronos 的網路銀行，銀行可利用終端機進行
結算，並隨時更新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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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idon 模組是選配模組，此處採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國際標準的網路
平台。採用 SWIFT 的銀行通常都擁有自己的自動化系統，而這些系統多採直通
式處理（straight-through processing , STP），無須人工介入即可處裡支付作業，
Poseidon 模組會自動轉換 Kronos 終端機和 SWIFT 之間的支付訊息。圖 4-12 為
Kronos 中模組的支付情形，銀行除了使用此模組要另行收費外，前述的「轉換
支付訊息」也要收費。

A 銀行

PI 網路

SWIFT
FIN Y Copy

Kronos 終端機

B 銀行
SWIFT

Kronos

Kronos

Poseidon 模組

基本模組

丹麥國家銀行

圖 4- 12. Kronos 內模組支付情形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12)

A 銀行透過 PI 網路連到 Kronos 終端機向 Poseidon 模組發出付款訊息，
Poseidon 模組驗證後將支付信息轉換成 SWIFT 訊息發送到 FIN Y Copy。FIN Y
Copy 將複製的支付信息發送到基本模組進行驗證並發送付款確認通知，最後
FIN Y Copy 向 B 銀行傳送 SWIFT 訊息。
採用 SWIFT 的銀行幾乎所有支付都透過 SWIFT 格式進行，若沒有 SWIFT
則必須透過 Kronos 終端機手動匯出。為了考量到各種規模的銀行，Kronos 並
沒有硬性要求所有銀行都要採用 SWIFT。
77

在價格的部分，根據丹麥國家銀行 Kronos 的定價策略，Kronos 的外部營
運成本和開發成本由銀行支付，內部成本則由丹麥國家銀行支付。銀行的價格
結構分成兩部分：
1. 固定營運成本以及相關開發費用的月費用（固定費用）
2. 依據系統中個別帳戶每月消費的實際使用情況收費（變動費用）
Kronos 不收連接費，月費用取決於個別銀行所選擇的模組，金鑰分配
（key distribution）則取決於銀行的營運資金。換言之，大型銀行每月支付的固
定費用較小型銀行多，變動費用則不一定。
（三）Sumclearing
在丹麥，銀行用來結算零售業支付的主要系統是 Sumclearing，該清算系統
隸屬於丹麥銀行家協會（Danish Bankers Association），業務則外包給支付服務
公司「Nets」。Sumclearing 是一套淨結算系統，參與銀行彼此間的付款會相互
抵消，盡可能地減少實際交換的流動性。2013 年，Sumclearing 多增加了一個貸
項移轉清算系統「Intradagclearing」，可支援即時轉帳。圖 4-13 以 Dankort 為例
說明系統清算處理過程：

零售商

消費者

消費者帳戶
消費者銀行

Nets/
PBS clearing

Sumclearing
丹麥國家銀行

零售業帳戶
零售業銀行

圖 4- 13. Kronos 內模組支付情形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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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消費者將 Dankort 卡片插入終端機，輸入 PIN 碼並確認，此時 Nets
會確認卡片有沒有開通。Nets 會將付款的相關資料傳送至發卡銀行，銀行會將
金額從交費者帳戶中扣除。每天除了 Dankort 的支付外，Nets 還會集結其他支
付商務服務（Payment Business Services, PBS）的結算，計算各銀行之間的借記
部位與貸記部位，再將這些部位傳送到 Sumclearing。Sumclearing 結算時會計算
個別銀行對其他銀行的淨部位，再將該部位與丹麥國家銀行的每日結算資料進
行比較。檢查後 Sumclearing 將登錄項目傳送到丹麥國家銀行，將資金存入或提
取至銀行結算的帳戶中，並傳送許可至 Sumclearing。接著，Sumclearing 通知銀
行結算成功，銀行便可對消費者帳戶進行最終登錄，將 Dankort 的付款金額存
入零售商帳戶。由於 Sumclearing 結算都在晚上進行，過程通常需要一天的時
間，也就是該筆款項會在付款隔天存入零售商的帳戶。

第四節 零售通路
通路是指生產者與消費者間進行產品或服務移轉的個人或組織，例如產品
銷售或回收。無現金社會與支付議題緊密相關，而對社會大眾最具直接影響性
的支付通路即為零售業。故本節將針對丹麥零售通路進行介紹。

一、丹麥零售通路發展概況
丹麥零售業跟隨著國際化趨勢，朝向數量減少、規模擴大的趨勢發展。從
根據丹麥商業局的報告指出，早在 1982 年到 1992 年間，丹麥的零售店總數就
下降了 37％。雖然零售店總數下降，但丹麥前四大零售業就控制了市場的 75％
（Erhvervsministeriet, 1998），壟斷情況嚴重。丹麥零售業大體可分為下面幾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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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貨業：商品種類繁多，主要為非食品類，但經常附有小型食品部門。
2. 量販店：大型商店，貨物種類非常廣泛，食品與非食品類皆有。許多產品
都有基本折扣。
3. 折扣商店：產品價格低廉，通常商店面積約 400 平方公尺，產品選擇有
限，以雜貨、少量生鮮肉品以及乳製品為主。
4. 超級市場：日常用品選擇廣泛，特別是食品類。採自助服務。
5. 食品專門店：為專門店，具有較高的服務水準。例如麵包店、肉舖等。
6. 便利商店：小商店，主要銷售報章雜誌以及少量食品類可供選擇。
7. 非食品專門店：費受消費財和耐久財的商品，像是食品、飲料、菸類、汽
車、汽油等。
8. 服務型商店：提供與服務相關的貨物銷售，替消費者在使用貨物時進行服
務。例如製錶師傅、電工等。

根據丹麥 2016 年提出的國家改革計畫報告（Denmark’s national reform
programme 2016），與鄰國相比，丹麥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其零售業的生產力
成長率一直偏低。例如，2000 到 2012 年，丹麥的年度生產率比瑞典低了將近
1.9 個百分比，這代表丹麥在零售業生產力這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因為生
產力低，所以丹麥零售業的價格相對較高。與其他歐洲國家（比利時，芬蘭，
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荷蘭）的平均價格水準相比，丹麥的消費者受到部分價
格因素影響（如增值稅，稅收，財富和促銷價格），必須要多支付 2-4％
（Erhvervsministeriet, 2015）的費用。
本章第二節總體經濟內文中有提到，丹麥近年因 GDP 成長疲弱以及失業率
攀升，造成經濟衰退。為此，丹麥政府亟欲推動經濟發展，在規劃法（Planning
Act）的城市規劃（Planning in cities/towns）中，對零售業特別予以規範。丹麥
政府認為零售業可以為城市生活創造吸引力，其帶動著城市結構、對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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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重要作用，規劃法對零售商的規範主要目的有三點：在中、小型城市與重
點區域促進零售店的多樣化、將零售店透過交通工具和運輸距離的結構規劃來
促進社會發展、期望城市因為零售結構的推動發展成多樣化的貿易中心。與零
售業相關的法規一直不斷在修正，2016 年丹麥國家改革計畫將商店營業時間法
案與規劃法納入探討：
（一）規劃法（Planning Act）
規劃法是一個針對空間的系統性規範，用以強化各地方單位對於空間與土
地的規劃責任。主要目的是確保土地的利用與發展，達到人類生活以及自然環
境的永續發展。其中，規劃法對零售業也有特別的相關規範。當時調查發現許
多大型零售商開始在城市周邊興建起了大型商店和購物中心，這樣的經營模式
削弱了許多小城鎮的零售貿易，影響到這些城鎮的現代化發展。為了達到平衡
發展，丹麥政府將零售業納入規劃法中。規劃法中對城鎮中心或市中心的零售
商規模都有限制規定，一般商店的面積為 3500 平方公尺，而市區或市中心的商
店的面積為 2000 平方公尺。
但 2016 年的丹麥國家改革計畫報告中，丹麥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認為現有的規劃法限制了零售商的位置與規模、阻礙了零售業發
展。其認為應放寬規劃，讓零售商有更大、更自由的發展空間。除了生產力委
員會外，丹麥政府也建議應該刪除規劃法中對商店銷售耐久財規模限制的規
定。研議將規劃法放寬的主要目的是規劃丹麥當地零售業、推動更有成效的商
店結構，並期望在法規條件放寬後有助於提高生產力、提供更好的服務、降低
價格以及更廣泛的貨物選擇。
（二）商店營業時間法案（Shops Closing Act）
丹麥境內商店的營業時間由「商店營業時間法」予以規範限制。由於近幾
年丹麥愈來愈重視零售業所面臨的挑戰，故商店營業時間的相關規定放寬了很
多次。例如，丹麥已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廢除關於零售業星期天營業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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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規定。在過去，法令規定星期日不得營業，至 2005 年起開放一年有 21 個
周日可以營業。根據新規定（EuroCommerce, 2014），星期一到星期日的營業
時間不設限，但由於受到丹麥人生活習慣影響，即使不設限營業時間，一般商
店的營業時間也不會太晚（約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或六點）（visit copenhagen,
2017）。雖然放寬規定，但對於國定假日還是有部分限制禁止營業，故部分特
許商店或是營業額低於 3310 萬克朗的商店則不再限制範圍內。放寬營業時間的
最終目的是為了讓這些實體零售商提高生存機會，能與線上零售業進行競爭。

二、通路支付方式的改變
十八世紀初以前，丹麥使用三種不同類型的銀幣進行付款，包括丹麥馬克
（rigsdaler）、丹麥克朗（kroner）以及挪威早期銀幣（kurant）。受到銀幣含
銀量的影響，這三種銀幣間的匯率是浮動的。為了解決多種銀幣流通對貿易造
成的影響，1736 年發行了用於貿易的丹麥鈔券。雖然鈔券發行時間很早，但直
到十九世紀中期鈔券才在丹麥國內被普遍接受。十九世紀時丹麥的大多數外貿
都透過德國漢堡(Hamburg)，丹麥和德國北部經濟密切相關，這樣的貿易關係使
得外國硬幣在丹麥國內大量流通。當時丹麥支付系統與與漢堡關係密切，丹麥
國民銀行並未發揮其作用，直到 1840 年代漢堡對丹麥支付系統的重要性降低
後，丹麥國民銀行才開始發揮核心作用。丹麥到 19 世紀才開始建立起銀行支付
系統的基礎制度。首先，丹麥在 1813 年國家破產後成立了丹麥國家銀行，其首
要目的是恢復並穩定丹麥的貨幣體系。1930 年代後貨幣體系漸趨穩定，丹麥國
家銀行開始擴大發展與支付系統相關的活動（payment systems in Denmark
2005）。
丹麥郵政部門自 1851 年推出匯款單之後，付款方式已經出現了許多新變
化，越來越多付款採用電子支付工具，例如支付卡和電子轉帳。丹麥在 1960 年
代早期引進了薪資帳戶，直到 1980 年代中期支票才被廣泛使用。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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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kort 在丹麥推出，1987 年起 Dankort 的成交量開始大幅成長，並於 1992 超
越的支票的成交數量（圖 4-14）。支票成交量降低除了受到 Dankort 影響外，
其他電子支付工具的引入使支票的使用又更低了（圖 4-15）。
成交數量：百萬
Dankort

支票

圖 4- 14. Dankort 與支票的成交數量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05)

單位：十億克朗

支票

電子支付

圖 4- 15. 電子支付與支票的成交數額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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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丹麥國家銀行支付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關於現金之社會作用的
報告（report on the role of cash in society, 2016），報告指出從 2000 年起支付卡
（payment cards）開始成為丹麥的主要支付工具，到 2015 年現金只占零售業的
20%。2014 年丹麥新支付解決方案報告（report on new payment solutions,
2014）調查結果，大規模的零售商比中小型零售商更傾向消費者使用 Dankort
付款，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型零售商偏好消費者以現金支付。小零售商偏好
現金的一個原因在於小零售商在支付成本上的權重與大型零售商不同，現金的
成本主要是營業後的保管成本。
2015 年時零售商接受 Visa/Dankort 付款的方式已達 100%，Visa/Dankort 已
成為丹麥最方便的支付工具，此外，有三分之二的零售商接受支票和國際卡。
丹麥國家銀行對線上零售業支付工具偏好進行調查，光 Dankort 的使用偏好在
2014 年就已經超過了七成；2016 年底，丹麥線上零售業的各種支付方式中，卡
片類支付就占了 96%；電子錢包也占了 32%；付款通知與線上銀行付款分別各
占了 8%與 10%（圖 4-16）。顯示無論實體或線上零售商，卡片都是最受歡迎
的支付工具。

丹麥線上零售業支付方式的使用比率
付款通知

8%

線上銀行付款

10%

電子錢包
(MobilePay, PayPal...)

32%

卡片

96%
0%

20%

40%

60%

圖 4- 16. 2016 年丹麥線上零售業支付方式的使用比率
資料來源：Statistics Denmar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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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丹麥零售商的觀點
（一）對現金支付方式的看法：
零售商普遍希望加快付款速度、將客戶付款時間降至最低，且支付方案的
成本也是重要考量因素（report on the role of cash in society, 2016）。銷售極大
化是一直是零售商的最終目標，故零售業一般不會拒絕任何形式的支付方式，
包括現金在內。但隨著科技進步，丹麥零售業對現金支付的觀點跟著改變。
2013 年，丹麥國家銀行對零售商進行調查，當時零售商認為現金的兩項優點是
不涉及手續費以及實際收到付款。但在 2016 年的調查中，現金支付對丹麥零售
商而言已經完全失去優勢。零售商普遍認為因為科技進步，使得卡片支付比現
金支付的處理時間更快速，顯示現金在零售商心中的地位開始改變。
（二）使用數位系統時的考量點：
政府欲發展無現金社會，零售業者是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其對數位支付系
統的使用意願影響著整個無現金社會的發展。零售業者使用數位支付系統時的
考量項目包括財物損失的風險程度、服務時間調度以及貨幣結算。使用數位支
付對零售商可以減少許多經營管理成本，例如減少監視安全系統、現金管理成
本。但由於數位支付需透過金融機構完成，因此會產生手續費，對交易筆數大
的零售商會帶來不小交易成本，故必須考量整體情況。服務時間調度是指當零
售商採用數位支付系統時，可減少許多現金處理的成本，例如找零、找錯錢的
風險。零售業者可將這些時間省下來提供客戶其他更具競爭力的服務項目。在
貨幣結算的部分，數位支付系統具自動結算功能，可免去現金結算的成本，但
數位支付不像現金具即時入帳特性，對零售業者而言增加了現金流量的不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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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化偏好
丹麥民眾普遍對科技接受度高，且對科技社會具高度信任。本節將從丹麥
民眾的角度出發，了解丹麥民眾的現金觀點，以及社會氛圍的建立。

一、消費者對現金的看法
「丹麥概況」（Business Sweden in Copenhagen, 2017）調查丹麥消費行
為，結果顯示丹麥約有 80%的人口使用線上購物。丹麥線上消費者逐年攀升，
隨之帶動的是數位支付的使用比例。但對部分消費者而言，現金扮演著特殊角
色。這些消費者多屬於老年人、殘疾人士或社會中的弱勢群體（report on the
role of cash in society, 2016）。他們選擇現金支付的考量原因很多，對老年人而
言，使用現金反映了他們對現金的熟悉度。數位支付對他們而言過於複雜與困
難，除了習慣影響，部分原因是老年人沒有足夠的 IT 知識。另外，現金外的支
付方式對殘疾人士而言具挑戰性。例如，數位支付若只在螢幕上呈現，視力障
礙的人無法得知支付結果，使他們更傾向於使用印有盲人點的現金付款；使用
輪椅的殘疾人士不便靠近或看不到支付系統顯示結果；殘疾人士可能被排除在
指紋、聲音等生物辨識之外。社會弱勢群體通常包括了社會問題者與精神狀況
者，這群人很大程度上過著以現金支付為主的生活。
除了社會弱勢群體，對於 18 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也有卡片付款限制。
2004 年，丹麥同意銀行不得對 13 歲以下的兒童發行支付卡。因此，在丹麥 13
歲以下的孩童無法使用卡片進行付款，只能使用現金；而 13-17 歲的青少年得
使用可控制餘額的支付卡。對於身處於科技環境的丹麥兒童與青少年，他們樂
於接受新技術，使用數位支付對他們而言不構成技術障礙，但丹麥人同時也認
為使用現金是一種學習過程，有形的實體貨幣可以幫助他們學習並了解貨幣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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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支付工具使用情形
許祐瑄（2016）認為消費者在選擇支付工具時的考量因素有預算控制、便
利性以及匿名性。
（一）控制預算的難易度
消費者使用實體現金支付會比使用卡片支付時可以明顯感受到財產的減
少，更容易控制預算。因此，在丹麥使用現金多是低收入戶族群，現金支付易
於他們控制預算（Jacobsen & Nielsen, 2011）。
（二）支付的便利性
根據丹麥國家銀行 2011 年的統計調查，消費者在選擇支付工具時，便利性
是丹麥民眾的考量主因（表 4-10）。其中認為使用 Dankort 具便利性的比例占
了 63%，比現金高出許多。此便利性不僅免除攜帶現金的不便，更反映出多數
零售業與 Dankort 的結合增加了消費者的在進行消費時的便利性，也因此
Dankort 成為丹麥一般消費者最偏愛的付款方式（圖 4-11）

表 4- 10
2011 年丹麥民眾使用各種支付方式的考量因素
支付方式
使用現金支付

使用簽帳卡支付

使用國際信用卡支付

使用考量因素

百分比

1. 便利性

34%

2. 財務控管

16%

3. 無其他支付方式

11%

4. 把多餘現金花掉

9%

5. 其他

29%

1. 便利性

37%

2. 無其他支付方式

26%

3. 財務控管

11%

4. 即時付款

10%

5. 其他

16%

1. 便利性

33%

2. 依據用途使用

27%

3. 無其他支付方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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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ankort 支付

4. 財務控管

13%

5. 其他

9%

1. 便利性

63%

2. 無其他支付方式

27%

3. 財務控管

19%

4. 即時付款

13%

5. 其他

9%

資料來源：Danmarks Nationalbank (2011)

丹麥消費者偏好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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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7. 2015 年丹麥消費者偏好付款方式
資料來源：PDIH (2015)

（三）交易匿名性與安全性
現金支付比起數位支付更具匿名性，為消費者提供隱私。數位交易需透過
個人帳戶資料進行，並於交易過程中釋出個人資訊，故這樣的交易方式會阻礙
一些注重隱私的消費者減少或拒絕使用卡片交易。安全性的部分，安全解決方
案也必須跟上腳步，才能增強使用者信心，並且減少數位交易中的偽冒交易。
但根據表 4-10 丹麥民眾使用各種支付方式的考量因素中可發現，「隱私」與
「安全性」不是丹麥民眾選擇支付工具的考量主因。相較之下，丹麥民眾在選
擇支付工具時更注重「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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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民主化的社會氛圍
無現金社會除了完善的基礎建設、金流法規制度外，還必須有公眾信任來
支持，才能克服無現金化的阻礙。在丹麥，民眾對科技社會具高度信任，這樣
的科技素養從日常開始培養。
在「知識社會」的環境下，科學與政治分離的觀念受到愈來愈多人挑戰。
此趨勢逐漸朝向「政治運作科學化（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發展，政府活動
對專家的依賴性日益提升，朝專家民主化發展（Funtowicz & Ravetz, 1992;
Brown et al., 2004）。「公民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是技術科學創新審議方
法的方式之一，最早是從美國透過丹麥傳入歐洲。然而，該模型在美國僅與專
家小組一起使用，丹麥科技委員會（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DBT）採納了
美國模式，並強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引進了公民元素，發展成現在的「公民會
議」（Alexander, 2007），其對公民參與科技評估具積極貢獻。
丹麥國會於 1986 年設立丹麥科技委員會，當時經費少、人員規模小，但卻
開創了許多公民參與的會議模式，實踐科技民主化。且這些模式廣為全球多國
採用，形成所謂的「丹麥模式」。
丹麥在科技評估的部分會這麼重視民眾參與的原因與其政治運作歷史有
關。400 多年前，丹麥面對強敵環伺，其政治家的常態作法是盡量達成共識以
增進社會團結；150 年前，學者到偏鄉開啟成人終生教育，討論公眾事務的公
民會堂也紛紛設立；1960 年代後，丹麥的環境運動蓬勃發展，例如廢核公投
（吳嘉苓，2003）。丹麥公民不只是資訊接受者，對於科技評估更具有實質貢
獻。丹麥科技委員會認為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具有參與決策的機會與權利。且
為了避免科技專家只專注在特定領域而忽略了民生所需，公民參與更能著眼於
日常生活的評估。而民眾的想法與關注點也成為政府推動政策計劃時的重要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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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分析與討論
第四章已對總體經濟、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及文化偏好五個面向進
行資料整理，本章會依據研究問題將各面向對丹麥無現金社會發展的影響進行
分析討論，並以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探討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

第一節 丹麥無現金社會的發展歷程
一、十八世紀後的支付演進
丹麥在十八世紀初期時使用的交易方式仍以銀幣為主，直到 1736 年才出現
貿易用鈔券。雖然丹麥鈔券在十八世紀就出現了，但丹麥國內到十九世紀才普
遍接受鈔券。1813 年，丹麥政府因嚴重通貨膨脹破產後才於 1818 年成立了丹
麥國家銀行，並開始著手恢復穩定丹麥的貨幣系統。
貨幣系統逐漸穩健後，1930 年代後丹麥國家銀行開始推行相關支付系統的
活動。例如 1960 年採用薪資帳戶、1983 年推出 Dankort、1984 年引進 ATM 等
等。由於技術引進、數位支付興起，為了保障民眾使用現金的權力被排擠，丹
麥政府於 1984 引入了現金規則。同時丹麥政府也考量到新科技快速發展對民眾
的衝擊，早在 1986 年就成立了丹麥科技委員會（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DBT），提供民眾與政府建立科技議題溝通管道。

二、1990 年代起的全面性建設
丹麥最早於 1994 年提出了 ICT 政策，並於 1995 年和 1996 年開始進行相關
的基礎建設，並針對特殊需求的人制定相關規定。計畫執行後數年，支付卡已
於 2000 年成為丹麥的主要支付工具。除了硬體法規外，丹麥政府於 2002 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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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IT for All」計畫，教育民眾資訊技能，讓每位民眾不論年齡、身心狀況
都能適應資訊社會。並從 2003 年到 2006 年持續推行相關政策、增強企業與國
家的競爭力。
1994 年到 2006 年的一連串政策發展奠定了丹麥資訊社會基礎，網路就業
指數排名自 2006 年起連續三年全球排名第一。2009 年起排名掉到第三名，丹
麥於 2009 年起開始增加研發費用，2009 年到 2014 年的研發費用維持在 GDP
的 2.94%-3.07%範圍之間。即便之後名次逐年下降，丹麥政府仍每年持續推動
相關政策。

三、現階段進行全面去現金化
2015 年丹麥零售商接受 Visa/Dankort 的比例達 100%，現金也只占零售業
的 20%，可見去現金化程度已非常高，雖然仍有現金流通，但丹麥在目前已被
全球視為無現金國家。但受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 2012 年實施負利率貨
幣政策造成丹麥經濟疲弱的影響，必須要達到完全去現金化的環境，丹麥政府
才可藉由操控負利率政策來提振丹麥經濟。原定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廢除現金
規定，讓零售商有權得拒絕接受現金。但考量廢除現金將使某些特殊族群的生
活面臨衝擊，在人權與人道因素考量下，此規定並沒有獲得丹麥議會通過。目
前丹麥國家銀行已決議於 2016 年底前停止發行貨幣，而廢除現金規定仍在商討
研擬最適合的模式，預計在 2017 年底前丹麥國會可達成共識。

第二節 綜合各面向對無現金社會發展之探討

一、經濟發展為最終目標
（一）為提振經濟而發展無現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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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對外貿易長期處於貿易順差，從統計數據上來看，丹麥進出口總值
雖然有回復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水準、GDP 總值上升，但實際上 GDP 成長
率卻呈現下降趨勢；失業率從 2011 年最高的 7.6%逐年下降，但仍無法回復到
2008 年的水準。對內零售業的部分，丹麥零售業因為嚴重壟斷，長期下零售業
生產成長力偏低，價格相對鄰國較高，使得丹麥民眾去鄰國消費量提高、境內
消費下降，影響經濟發展。為了提振國內外經濟成長、提升 GDP 成長率、降低
失業率，丹麥政府積極推動無現金社會。根據 Moody's Analytics 進行「電子支
付對經濟成長的影響（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payments on economic growth,
2016）」之研究發現，電子支付會對經濟體帶來實質上的利益。在電子支付生態
系統中，由買方與賣方構成連結，現金支付到電子支付的演變改變了消費者和
商家之間的關係，產生良性的經濟週期。使用電子支付消費時不像現金或支票
會受到資金限制，消費者可消費額度提高而增加消費，庫存減少必須增加生
產，造就更多的就業機會，並投入更多的消費。這樣的循環提升了經濟成長。
此報告也指出，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當一個國家的卡片使用量每增加 1%，平
均每年會增加 1,040 億美元，相當於 GDP 成長 0.04％。
丹麥 2011 年至 2015 年間，卡片支付占 GDP 的 0.14%，高於國際平均值。
卡片支付對消費的貢獻平均百分比分為 0.29%、勞動產出從 2011 年 129 兆美元
增加到 2015 年的 131 兆美元、平均每年創造 3600 個就業機會。可看出卡片支
付的使用提高丹麥內需、增加就業機會，進而促成經濟發展、達到經濟目的，
促使丹麥更積極的發展無現金社會。
（二）負利率政策促使政府積極實現無現金社會
2008 年為了阻擋金融風暴危機所湧入的熱錢，丹麥政府於 2012 年開始採
取負利率政策。實體貨幣的存在會阻礙負利率政策的施行，因為在負利率的環
境下，民眾或投資人會選擇傾向持有現金，以避免銀行帳戶內的存款因負利率
造成財產損失。但也因此造成現金囤積、資金流動下降、投資下降、消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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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出現經濟成長危機。所以一般國家在施行負利率政策時會設定下限，避
免造成經濟重大損害。但在無現金社會中，負利率政反而會更加的深化，因為
民眾的錢都存在銀行體系中，當政府實施負利率時，帳戶中的金額無法變現，
持有人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存在銀行帳戶中造成財產損失、或是透過電子支付
的方式移轉帳戶財產來進行消費或轉投資。為了避免財產縮水，許多民眾會選
擇後者進行財產配置，間接促進消費與投資。故在無現金社會的情況下，負利
率政策反而更能夠助刺激經濟發展。
有鑑於此，面對近幾年的經濟疲弱，丹麥政府非常積極地推動去現金化，因
為私人持有的貨幣無法被政府徵用，貨幣的存在會干擾政府的負利率政策。只
有在無現金社會程度愈高的國家，政府愈能夠操縱負利率。當進入完全無現金
社會時，政府將可以依據經濟需求或目的完全操控利率而不必擔心民眾擠兌。
從上述結果可知，總體經濟為影響丹麥政府進行去現金化的重大決策影響
因素。提振丹麥經濟是最終目標，去現金化則是達成目標的其中一種過程與方
法。

二、致力發展 ICT 產業
（一）投入研發經費並推行 ICT 政策
除了政府積極推動國內 ICT 產業發展外，丹麥公家機關或私人企業也不吝
於提撥相關的創新研發經費。根據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16 年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就佔了丹麥出口總額的 10%，為丹麥重要產業之一。丹麥創意產業
除了發展文化之外，最重要的是透過發想與創新，開發新的商業模式與產品來
達到經濟成長目的。其涵蓋的範圍廣泛，包括藝術、教育、科學、體育、美
食、政治等。丹麥政府明確指出 ICT 發展對許多創意部門至關重要，像是電腦
遊戲在手機與平板上的巨大商機、以及傳統電影業的商業模式受到數位化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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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與影響（Denmark at work, 2013），足見 ICT 產業涉及到創意產業的深度。根
據丹麥統計年鑑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到 2014 年，丹麥每年的研發費用都
維持在 GDP 的 2.94%-3.07 之間，光是私人企業的研發經費就佔了 2/3。可見研
發為 ICT 產業創新的動能，而 ICT 發展也同樣關係著丹麥的創意產業，兩者互
相影響，進而影響到丹麥的整體經濟。
除了研發投入，丹麥政府在 1994 年到 2006 年間積極推動 ICT 相關政策。
1994 年起草 Information Society 2000，確立了丹麥的資訊社會目標，並將 ICT
的政治地位提升。之後進行一系列的基礎建設、立法更新，並建立政府與企業
間的合作，這也成為丹麥跨部門合作的特徵之一。技術發展與合作外，丹麥政
府也不忘對人民進行相關知識教育，協助人民具備因應資訊社會的技能。在基
礎建設完善、民眾科技素養提高後，2005 年丹麥制定國家改革計畫，開始發展
國家競爭力與經濟。且之後的每一年都有相關的 ICT 計畫推出，顯示丹麥政府
邁向世界頂尖資訊社會的決心。
（二）公私營企業合作與產學合作
為促進丹麥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的合作，丹麥提出了創新網路計畫
（innovation networks）。丹麥將創新網路定義為「研究機構與企業間的合作、
知識分享與發展」的框架，成立於 2008 年。網路創新計畫的關鍵是其提供了企
業技術與非技術的創新支援，像是解決組織管理問題或是產品流程開發問題
等。目前政府資助的網路創新項目有 22 項，包含 ICT、金融 IT、機器人、食品
加工、醫療技術、能源、海上石油、服務業等領域。首先，丹麥政府資金採公
開競爭，透過提交申請的方式取得資金並建立起合作夥伴關係，由研究機構、
知識生產機構、公司、產業組織、工會、地方或國家當局所組成。丹麥的高等
教育科技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會依據成長潛力來選定
合作對象，合作夥伴選定後即開始展開活動。目前現有 22 個創新網路項目將陸
續在 2014 到 2018 年間取得政府補助，最高可補助預算的 50%。此外，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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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投資自己參與的網路創新活動（OECD Studies on SMEs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6）。
2011 年，丹麥科技創新局（Danish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ASTI）調查顯示，網路公司引進創新的比率比非網路公司高出四
倍。2013 年，約 6000 家公司參與了創新網絡計畫，有三分之二是中小企業，
共有 780 家公司因此而受惠，其中 563 家公司是 50 人以下的小型企業，佔了大
多數。從數據可看出丹麥政府的產學合作計畫相當有效率，也因此奠定了丹麥
ICT 產業的基礎。除了 ICT，金融科技也在創新網路的項目中。在金融科技創
新網路計畫中，大學與機構組織間合作關係密切，致力於金融科技的研究成長
與創新，以加強丹麥金融科技公司服務的出口。
從以上的結果可看出丹麥將學術與業界成功結合，不僅有助於丹麥的產業
經濟發產，也透過合作方式傳遞數位化思維，自然而然地接受數位化成為生活
中的一部分，無形中降低去現金化的阻礙。

三、產業結合發展 FinTech
丹麥原本就擁有世界級的 IT 基礎設備，但為了達到經濟目標、發展無現金
社會，光靠資訊技術（IT）是不夠的，還必須仰賴通訊科技（例如電信、網
路）發展 ICT 產業，並結合金融相關支付體系，將各種數位資料進行即時串聯
與融合，才能達到與支付現金一樣的即時金流。根據美國知名財經科技新聞網
「科技內幕（Business Insider）」2016 年調查指出傳統的金融業正面臨危機，
預估在 2020 年之前將有 25%的金融業務會受到金融科技公司影響，最主要原因
是傳統業務將被科技所取代。同一份報告也指出隨著科技發展消費者行為已轉
趨數位化，故金融業與科技的結合勢在必行。丹麥政府近期一直致力於 ICT 產
業發展，科技加上金融業與電信業，逐漸影響並改變民眾使用習慣。配合法規
制度的規範與限制，領引丹麥一步步邁入無現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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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T 產業與電信業合作發展 ICT 產業
根據 2017 年丹麥統計局最今公布資料，丹麥 2016 年 IT 企業銷售額比
2015 年成長了 1.1%，且三分之一的金額來自出口，顯示出丹麥 IT 產業在國際
市場上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極具競爭力。除了 IT 產業穩定成長外，政府也與電信
業合作，積極發展 ICT 產業。丹麥電信業公司數量眾多，為一個自由化市場，
但從圖 4-8 營業額可看出前 20 大電信公司中，TDC 的營業額就佔了八成以上，
幾近獨占。TDC 早在 2012 年即取得丹麥政府許可，在全國各地建置 4G 行動網
路。再加上 2014 年與華為合作後不斷提升網路覆蓋率及網路品質，更穩固了
TDC 的龍頭地位。高覆蓋率與高市佔率讓 TDC 擁有許多優勢，這些優勢成為
丹麥政府推行去現金化的助力。TDC 為丹麥電信市場上的領導者（leader），
只要丹麥政府與 TDC 達成協議，就相當於完成全國大部分的網絡相關業務配
置。其他小型電信公司追隨者（follower）則會依據領導廠商的決定來做決策，
可減少政府與各別電信公司協商的成本（個體經濟學，2013）。
提高網路覆蓋率以及網路品質都有助於發展無現金社會。無現金環境中的
所以資訊交換都需要透過網路來進行，例如數位支付、金流、零售通路等，網
路覆蓋率與網路品質會影響執行結果及使用者意願。
（二）金融業、ICT 產業結合發展 FinTech
在第四章資料整理的部分可知，2016 年丹麥的金融市場競爭力全球排名第
24 名、銀行業向丹麥家庭企業部門的貸款占了國內生產總值的 180%，這些數
據顯示出金融業對丹麥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力。為了達到經濟維持與發展目的，
丹麥除了須維持原有金融競爭水準外還必須不斷創新、以達經濟成長。再加上
金融與 ICT 產業的就業人口高達丹麥就業率的 5%，其中一個產業的衰退對整
個國家經濟都會產生巨大影響，故結合兩個產業發展 FinTech 進行金融轉型勢
在必行。
金融科技英文簡稱 FinTech，指將金融（finance）與科技結合，藉以提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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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金融服務。FinTech 泛指所有應用於金融業的科技，將創新元素融入金融服
務，以科技的方式處理業務，核心業務還是放在金融。與 ICT 最大的差異在於
ICT 多為金融業者的建置系統，FinTech 則是直接提供消費者金融服務，三者間
互有因果、相輔相成。金融業與 ICT 產業同樣皆屬丹麥的重要產業，丹麥將金
融與 ICT 結合，更加強化了其金融科技並且快速發展。根據統計網站 statista 數
據資料顯示，丹麥在 Fintech 市場的交易總值從 2015 年的 87.38 億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14.87 億美元，預計到 2021 年時會攀升到 208.35 億美元。
FinTech 快速發展，傳統金融業已無法滿足一般大眾需求，促使舊有的金融
體系發展出便利、即時、創新等服務。民眾受惠於金融科技，不但可以透過網
路從事支付、財務移轉等金融交易，更因此改變金融業經營運作方式與民眾的
使用習慣，更重要的是 FinTech 在金融業的應用提升了金融服務的效率、品質
與普及。

四、FinTech 帶來的改變
FinTech 對金融業意味著創新、崩解與轉型，從外部逐漸改變金融服務。根
據 2017 年 PwC 的全球金融科技報告（global FinTech report），80%以上的金融
機構認為其正面臨著創新者進入市場的風險、82%期望在未來的三到五年內可
提升 FinTech 的技術結合、77%預計到 2020 年將採用區塊鏈提供更便利、快
速、安全的金融服務。這些數據可了解 FinTech 對金融業的影響趨勢已無庸置
疑，未來金融業可能朝虛擬型態發展，這樣的發展除了金融業外也影響了民眾
的生活方式，包括影響金融業經營型態、金融從業人員就業機會、民眾付款方
式、零售業接受付款方式、網路的安全疑慮等。在高度變化的環境下，FinTech
會帶來下面幾點重要改變：
（一）金融服務
FinTech 可視為產業之間的合作，高度合作發展下讓傳統金融業的界線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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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許多金融服務只需透過網路媒介即可完成，取代了實體櫃台甚至雇員。
像是存貸款不一定要到銀行，只要透過網路或 ATM 即可完成；機器人顧問服
務（robo-advice）透過數據運算提供全天候理財建議等。根據瑞典商業–哥本哈
根（Business Sweden in Copenhagen）2017 年發表的丹麥概況（overview of the
Danish），丹麥金融體系中具替代性的銀行業務，目前都已經可以透過個人手
機銀行進行操作了，像是基本銀行業務、企業銀行業務以及房貸等。銀行臨櫃
業務漸漸被自動化服務取代，分行也被數位銀行所取代，除了金融從業人員的
去留問題外，如何因應未來發展與創新經營更是重要議題。
（二）交易方式
丹麥十八世紀初前的銀幣交易和十九世紀中期的鈔券交易，自 1851 年匯款
單出現後開始發展出許多新型支付方式，再加上 FinTech 推動，支付方式演變
成丹麥境內現在普遍的數位支付交易。數位支付取代了傳統的實體貨幣，使付
款方式更便利、更容易。再加上零售業支付系統與 FinTech 結合，可以接受更
多現金以外的支付方式。此外，丹麥政府於 2002 年、2003 年推動的「IT for
All」與「Using IT Wisely」兩個 ICT 政策，目的在培養民眾適應資訊社會的技
能並有效應用，提高丹麥民眾對科技的接受度。
在通路的部分，由於電子商務成長快速，丹麥工業總會（Danish Industry,
DI）認為丹麥零售業將會面臨前許多挑戰與威脅。丹麥工業總會預測 2020 年時
丹麥消費者有 25%的可支配收入花費在網路購物；丹麥網路交易協會（FDIH）
則認為未來近幾年內丹麥零售商將會有 50%的交易在網路上進行（經濟部國際
貿易局，2014）。另外，「丹麥概況」（Business Sweden in Copenhagen,
2017）調查丹麥消費行為，結果顯示丹麥約有 80%的人口使用線上購物，明均
每人年花費 16,000 克朗。網路購物的比率攀升，代表著民眾使用現金的機會愈
來愈低、數位支付的比重愈來愈高，逐漸衍生發展出多元化的線上支付方式。
再加上 2015 年丹麥國會提出廢除部分現金規定，部分零售商可免除接受現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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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將使實體零售商支付方式更接近「無現金」的經濟體系。
（三）資訊安全
FinTech 不僅改變消費者付款方式，也影響了所有的交易與清算。當金融、
零售與支付與網路的依存性愈高，科技的安全性就要愈高。溫紹群、陳威棋與
陳鴻棋（財金資訊季刊，2016）認為資訊安全的框架由身分辨別、隱私、區塊
鏈技術以及應用程式安全組成。資訊安全落實有助於金融穩定。
丹麥於 2010 年推出 NemID 提供使用者一個安全的登錄途徑，使用者透過
網路驗證身分後才可進行網路服務，提高了使用者的安全性。此外，NemID 也
將不同平台不同系統予以整合，實現了數位一卡通，提高了使用者的便利性。
除了 NemID 外，金流部分丹麥政府還採用 Kronos 和 Sumclearing 這兩個清算系
統應用於央行、銀行與零售業間的支付。Kronos 系統的安全、可用性、隱私等
皆符合美國會計師協會的信賴原則，並提供了入侵預防系統（IPS）及入金檢測
系統（IDS），確保應用程式安全（Kronos, 2017）。Sumclearing 系統的運營商
Nets 根據國際標準與建議，採取措施確保 Sumclearing 的機密性，完整性和可
用性。Nets 將網路安全納入系統中，確保系統的隱私、完整性和可用性
（Assessment of the Sumclearing, 2012）。以上皆符合資訊安全框架中的身分辨
別、隱私及應用程式安全組成。
丹麥在科技安全領域中一直不斷在創新，支付公司 Nets 已經將其目標瞄準
了區塊鏈技術，與本地專家 Coinify 合作，共同研發分佈式分類賬產品和服務的
開發實驗室。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是 Fintech 當前主要投資發展項目，目
前主要應用以金融業為主。在傳統情況下，無論大小紀錄背後都有一個資料
庫。該資料庫就像一個帳本，帳戶上數據的變動可視為一種記帳行為，管理資
料庫屬於系統維護的一部分，其他使用者無權參與。但區塊鏈顛覆傳統，讓系
統中的每一位用戶都能參與其中。區塊鏈可視為一個總帳本，系統中的每個用
戶都可參與記帳。在某個時間區段內，系統會在競爭者中找出紀錄最快、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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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戶。該用戶把這段時間的數計變化寫入一個區塊中，就像寫在一張帳頁
上，並把這張帳頁複製給系統內所有其他用戶進行備份，整個動作完成。在下
一個時間區段內重複同樣動作，於是系統中每個節點都會存有完整帳本的副
本。由於每個區塊數據是透過密碼技術串連一起，因此稱為區塊鏈。由於系統
中沒有特定記帳人，就算系統中的節點失聯或是被摧毀都不會影響系統運行。
更重要的是區塊鏈導入了信任機制，系統設定相同數據中數量最多的資料庫為
真的資料庫，少部分和其他用戶不一致的資料庫為假資料庫，此辨識機制讓多
節點的區塊鏈很難被攻擊或竄改（國際經濟觀察，2016），安全性非常高。
（四）法規修訂
FinTech 的發展需要法規架構的配合，監管機構必須要確認「保障客戶權
益」與「增進產業發展」之間的共存關關係。法規制定可以催化 FinTech 發
展、但限制過多則會抑制發展。
為了加速去現金化，丹麥國會原本決議於 2016 年一月起開始實施廢除部分
現金規定，且 2016 年底前停止國內印鈔作業與生產，以達到完全無現金社會狀
態。但由於國內仍有部分現金使用者，為了保障國民權益，原訂的廢除部分現
金規定暫緩推行，並提出三種替代方案供未來決策。雖然廢除現金規定目前仍
處於商討階段，但無論未來選擇哪一種替代方案，對丹麥的去現金化將更推進
一步。除了廢除現金規定限制民眾支付方式的選擇性外，停止發行貨幣也顯示
出丹麥境內對貨幣的需求量低，丹麥國家銀行支付委員會報告指出 2015 年丹麥
交易額現金只占了 20%（report on the role of cash in society, 2016）。在成本需
求考量下選擇將貨幣生產業務外包，並制定相關鈔券採購法。
丹麥零售業因壟斷造成生產成長力下降，加上網路購物興起，使得實體通
路生存更受影響。丹麥政府為了提升實體零售業發展，修改商店營業時間法案
放寬營業時間，並擬定放寬規劃法中對零售業位置與規模的限制。這些決策都
是希望法規條件放寬後有助於實體零售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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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偏好對無現金社會發展之影響
（一）隱私設計與安全設計的信心
數位環境的隱私與安全性對許多人而言是首要考量因素，假若數位方案無
法提供使用者對隱私與安全性的期望，那麼使用者會失去信心，這樣的結果反
而會造成數位化的反效果。從資料中可看出丹麥民眾在選擇支付工具時，隱私
與安全性並非他們主要考量的因素，顯示丹麥民眾對科技環境具高度信心。
丹麥的 IT 系統開發以隱私設計（privacy by design）與安全設計（security
by design）為基礎。技術協助外，也會提供用戶相關資訊，讓用戶可深入了解
註冊資料及所取得資料的使用權限範圍。對於匿名資料或無法匿名的受保護資
料，企業在取得這類資料時也有相關準則規範。
高水平的科技技術與網路安全是丹麥數位化的優勢條件。高度仰賴數位化
的社會在面臨網路攻擊時，其造成的損失和成本更是龐大，因此丹麥不斷致力
於網路安全的發展。透過丹麥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公家機關與私人企業間建立完
善的安全系統，且國家內不分縣市地區全部採用相同的安全標準。
（二）全民數位化
丹麥民眾對數位化接受度高，從政府的公民科技教育、教育產學合作研究
以及政府企業部門合作等皆功不可沒。丹麥人民從生活教育中淺移默化地接受
科技社會，甚至一般普遍認為無法與科技共同成長的老年人口在丹麥也具有基
本科技技能。根據統計，2016 年丹麥網路使用的年齡層中，25-54 歲每天上網
的比例超過 93%，55 歲以上也超過八成以上，比率非常高（圖 5-1）。在網路購
物方面，2016 年 16-24 歲的青少年與 35-44 歲的線上購物者都有 90%的購物比
率。65-74 歲的線上購物比率較低，但也有 59%，接近六成，甚至 75-89 歲的高
齡者也占了將近三成（圖 5-2），可見數位化在丹麥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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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丹麥各年齡層每天使用網路的人口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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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2016 年丹麥各年齡層每天使用網路的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Statista Denmark（2016）

2016年丹麥使用線上購物的年齡層分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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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 2016 年丹麥各年齡層每天使用網路的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Statista Denmar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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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科技接受模式綜合分析各面向之影響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最初應用於企業管理，企業為了提高競爭力引進資訊科
技進行企業再造、創造競爭優勢。本研究將丹麥國家視為一個企業體，國家內
的政府、經濟單位及民眾則視為企業內部成員，受到社會影響過程和認知促進
過程影響，進而探討創造國家競爭力的一連串因素。

一、社會影響過程
（一）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具直接影響性，特別是當不遵循某特定行為會受到懲
處時，主觀規範便會產生作用，例如法規約束。若將丹麥視為一個大企業體，
則創造競爭力就是指國家的經濟成長。對丹麥政府而言，「達成經濟成長目
標」雖非強制性規定，但卻是整個國家的「必須達成」的目標，對丹麥政府達
到約束效果，可視為一種主觀規範。在零售業的部分，為了達到經濟成長，丹
麥政府修訂商店時間營業法案以及規劃法；為了透過無現金社會達成經濟成
長，丹麥政府擬在未來廢除部分現金規定、以法律規範零售商與民眾現金使用
範圍。法律規範具強制性，若不遵循便會受到懲罰，因此即便零售商或民眾不
願放棄使用現金支付也會遵照法規要求、改變其原本意願放棄現金，此時主觀
規範就產生作用。但目前廢除現金規定尚未通過，故主觀規範的影響較不強
烈。
（二）長期主觀規範影響
主觀規範會受到經驗與自發性調節，所以只有在早期強制性的使用環境下
主觀規範才能發揮作用。丹麥政府自 1994 年起即開始推行一系列的 ICT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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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成功發展業界與學術單位的產學合作，培養了丹麥民眾的科技素養，科
技社會的技能已逐漸內化，主觀規範的影響力有限。
但對現金愛好者而言，法規制定的初期影響是直接且強烈的。有可能零售
商與民眾本身偏好使用實體貨幣，對非現金支付的使用意願不高卻仍必須遵
守，此為一強制性的使用環境。但隨著時間拉長與使用經驗增加，社會影響會
逐漸內化，主觀規範的影響力會減弱，並可透過有用性認知與易用性認知間接
影響使用意圖。也就是在使用非現金支付後，隨著使用經驗提高或是逐漸了解
該支付形式的優缺點後，原本使用時的強制性會慢慢轉化為自發性。故前述法
規對大部分丹麥民眾的影響力有限，但對現金愛好者具衝擊性。

二、認知促進過程
（一）任務攸關性
任務攸關性是一種認知判斷，會根據自身任務選擇適合的系統。由本章第
一節資料分析可知，經濟成長可視為丹麥政府的目標任務。受到經濟衰退與負
利率政策影響，為了達到經濟成長目標，丹麥政府選擇無現金社會做為提振國
家經濟的系統工具。而零售業與丹麥民眾為配合國家去現金化政策，也依據各
別任務選擇合適工具。受到法規制定及內化的影響，零售商與民眾不一定會了
解丹麥政府發展無現金社會是為了達到經濟成長目標，但透過法規或政策頒布
可明確認知國家政策方向為無現金社會。為了因應無現金社會的日常交易，零
售商與民眾會選擇其適合的支付工具來進行交易。例如大規模零售業為了經營
管理、降低持有現金的成本與風險，只接受數位支付系統、拒絕現金；而小規
模零售業接受所有付款方式；現金愛好者即使不願意使用數位支付，但為了因
應日常支出，在無法使用現金的情況下，數位支付對民眾而言是重要且與其生
活息息相關，也是最合適的支付工具。對於已經內化的零售商與民眾，在「數
位支付」與「現金」兩者間的決策改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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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零售商與民眾認知到某數位支付系統或某數位支付方式對其日常的重要
程度愈高，則任務攸關性也會愈高，對決策具直接影響力。
無現金社會對政府而言屬長期國家政策，再加上大量資源挹注，政策變化
性不大。但對零售商與民眾而言，在適應無現金社會的過程中對工具較具有選
擇性。當選到適合自己的支付工具時，會提高使用意圖使、他們愈來愈適應無
現金生活。
（二）輸出品質
丹麥政府在發展無現金社會時須考量到其去現金化政策執行結果之優劣，
即為輸出品質。為了實現無現金社會、優化去現金化的效果，就必須仰賴
FinTech，因此 FinTech 相關產業的基礎建設與合作、金流網路完善建置與安
全、新型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研發等前端建設更顯重要。丹麥政府除了各別發展
金融業、ICT 產業與電信業外，還進行產業間的合作與發展。金流部分則建置
了 Kronos 和 Sumclearing 這兩個清算系統，並積極發展區塊鏈技術、提供更安
全的網路服務。在交易部分也積極參與研究開發，提供國內零售商與民眾更有
效率、更便利、更有意願使用的數位支付工具或系統。上述丹麥政府種種措施
而發展出的 FinTech 成功引導丹麥邁向無現金社會。因此，發展 FinTech 對無
現金社會的發展結果是理想且正向的，對有用性認知產生直接影響。
丹麥零售商與民眾對於輸出品質的考量則著重於數位支付工具系統上。零
售商與民眾在建置數位支付工具系統時會考量其功能性、便利性、安全性、成
本費用等多重因素，在利益檢視下選擇適合的數位支付工具系統進行交易（例
如 Denkort、MobilPay 等）。當該數位支付工具系統可順利推動零售業經營或
因應民眾日常生活支付，代表其輸出品質為正向結果，會直接影響有用性認
知。
丹麥政府發展 FinTech 技術讓零售商與民眾得以採用高輸出品質的數位支
付工具系統，進而發展無現金社會、達到經濟成長目的。對政府而言，同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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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輸出品質結果，並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強化政府推行無現金社會的意願
以及零售商與民眾數位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的使用意願。
（三）結果可說明性
對政府而言，結果可說明性可視為能否明確判讀執行後的成效。截至 2015
年丹麥零售業常用的付款方式不包括現金，民眾使用現金付款的比率只占了交
易額的 20%（report on the role of cash in society, 2016）；2017 年丹麥概況
（overview of the Danish）指出，非現金支付增加的部分，光行動支付在 2016
年就增加了 66%；現金需求量減少，促使丹麥國家銀行決議於 2016 年底前停止
鈔券生產作業。以上種種數據資料顯示丹麥為了發展無現金社會而執行的各項
建設與政策，在去現金化的部分成效顯著。對政府而言這些研究數據及成效具
有結果可能說明性，使政府了解其施政方向與無現金社會發展兩者兼具有正向
關係。
另一方面，當數位支付工具系統可明確顯示其可順利解決丹麥零售商與民
眾的相關支付時，則零售商與民眾對於該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的有用性認知會朝
正向發展。例如，可清楚知道轉帳是否成功、轉帳明細、帳戶餘額等訊息，代
表可讀性愈高。當可讀性愈高，愈能提高對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的使用意願，因
為零售商與民眾可明確知道該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的使用結果。假若使用者無法
清楚感受或看不到就無法了解其效能而不選擇使用該數位支付工具系統。
（四）易用性認知
易用性認知代表在使用或執行時的容易程度。易用性認知不適用於丹麥政
府部門，因為其所施行的政策計劃影響著整個無現金社會架構，該架構涉及到
產業面、基礎建設、資訊安全等重大層面。政府推行的政策建設內部牽扯廣
泛、內容複雜，政府不會因為某計畫或建設難度高而放棄實現無現金社會。若
執行時只求簡單容易，將無法達到期望效果（例如簡單程式設計無法應付龐大
網路數據的安全）。雖然「難易度」不是政府對政策或建設內容的態度，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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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須將「他人易於使用」的特性納入計畫與設計中。對零售商與民眾來說，
「是否容易使用」會直接影響他們繼續使用的意願。
「易用性」對科技產品的使用經驗而言是關鍵。根據修正科技接受模式，
易用性認知會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進而影響使用意圖。故當使用者的易用性
知覺提高，代表其相信使用該科技產品不需要耗費任何努力；反之，則表示使
用者認為使用該科技產品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努力。因此，即使潛在的零售商與
民眾相信某數位支付工具系統可確實達到支付功能，但操作步驟過於繁瑣會讓
使用者覺得花費的心力遠超過該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的使用效益，讓這些零售商
與民眾傾向不使用；反之，簡化步驟則會提高使用者的使用意願。
受到政策、教育以及科技環境的影響，丹麥民眾普遍對科技接受度高，在
資料蒐集的部分可看出便利性是丹麥民眾選擇支付工具的最主要因素。在不考
慮法律強制廢除現金的情況下，去現金化初期，丹麥民眾會考量現金與數位支
付的便利性，決定放棄或繼續使用現金；在使用數位支付後，則會考量較各種
數位支付系統工具的便利性。可見無論去現金化到哪一個階段，「便利」一直
是丹麥民眾進行抉擇的主要因素，故易用性除了影響使用意願、增加使用意圖
外，在丹麥更有助於各式支付工具的創新與開發。例如丹麥採用 NemID 系統，
將不同平台的不同系統整合，同一個使用者 ID 可使用多種網路服務，不須註冊
多個 ID，增強使用者的易用性認知；行動支付 MobilePay 將註冊使用流程從 20
個步驟縮減到 6 個步驟，只要有電話號碼即可進行付款，不必輸入繁瑣的信用
卡資料。由此可看出一切的便利都是以使用者為出發點，使用者的認同是政策
推行的最佳利器。

三、小結
丹麥政府為達經濟成長目標，以發展為現金社會為達到目的的工具。透過
法規約束被迫放棄使用現金，主觀規範產生作用，直接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
107

提高使用意圖。但隨著時間拉長使用經驗增加、長期政策推廣及產學合作培養
民眾科技素養，對於科技社會的接受度與科技產品的使用已逐漸內化，此時法
規限制對他們影響有限，主觀規範的影響力下降。
從前面章節統計資料與經濟學層面分析，在負利率政策下無現金社會確實
有助於經濟成長，因此，發展無現金社會對丹麥政府而言具任務攸關性，其輸
出品質有賴 FinTech 協助去現金化。政府結合國內產業發展 FinTech，直接影響
零售商與民眾使用數位支付工具系統的方式與意願，使用意願提高才能達成政
府的去現金化目的。從分析資料結果得知零售商與民眾使用數位支付工具系統
的比率極高，表示政府去現金化政策執行成效佳，政府、零售商與民眾在輸出
品質與結果可能說明性都朝正向發展，直接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和使用意圖。
易用性認知的部分雖然與政府不具直接關聯性，但政府在制定各項政策計
畫時必須要將「他人亦於使用」的特性納入。對使用者而言「易用性」是非常
直覺的，會直接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增加使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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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因素及影響程度
本研究根據文獻整理與探討已歸結出五個現金社會的影響面向與分析結
果。研究結果顯示這五個面向看似個別獨立，實則互相影響、環環相扣。
（一）總體經濟
在本研究中，總體經濟是丹麥政府加速實現無現金社會的最重要因素。對
一般民眾而言，政府會以安全、便利等優點鼓勵民眾多加使用數位支付，但政
府積極推動的最大原因是為了達到經濟成長。無現金社會將有利於政府完全控
制負利率推行貨幣政策，且在無現金社會中，負利率反而會刺激民眾增加消
費。另一方面，無現金社會仰賴科技推動，丹麥原本就具有科技優勢，再加上
學合作與科技研發經費投入，可有效降低青年失業率、提高科技產能。一系列
的政策與計畫像是為了實現無現金社會而執行，但其實最終目標是達到丹麥經
濟成長目的。
（二）基礎建設
為了實現無現金社會，必須要依賴穩固可靠的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可視為
實現無現金社會的重要環節，其影響著後面幾個層面，將上游（政府）、中游
（產業、零售）與下游（民眾）串聯起來。無現金社會必須仰賴完善的基礎建
設網絡來運行，例如 ICT 產業、電信業、金融業等產業間的合作，發展出各種
科技產品與技術。再加上法律的開放與限制，都會影響無現金社會的框架。
（三）金流、零售通路
金流與通路這兩個面向依附在基礎建設上。通路商建置的數位支付系統、
民眾所使用的支付工具，以及數位支付相關的金流清算系統、網路資訊安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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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支付技術等，全部立基於基礎建設之上。安全效率的支付系統可免除非必
要的交易成本，進而提高通路商與民眾的使用意願、加速去現金化。
（四）文化偏好
丹麥雖然是以農立國的國家，但很早就開始發展 IT 產業，在深厚的 IT 背
景下發展了 ICT 產業，自此之後奠定了科技地位。再加上政府長期對科技社會
生活技能的宣導以及產學合作，科技已融入丹麥人民的生活中，科技發展已成
為全民共識。因此，丹麥人民普遍對科技具有高度接受度，有利於政府推廣相
關科技政策或計畫。
（五）完善基礎建設及相關政策推行是關鍵
從修正科技接受模式分析結果來看，丹麥總體經濟目標決定基礎建設、金
流、零售通路的政策方向，而基礎建設、金流、零售通路以及文化偏好等面向
之間互相影響，具關聯性與影響力。這些面相對使用意圖皆具有正向影響，並
直接影響民眾的使用行為。（圖 6-1）。
總體經濟目標

基礎建設

金流、通路服務

有用性認知

使用意願

使用行為

文化偏好

圖 6-1. 修正科技接受模式中各面向對使用行為的影響

進一步理論分析結果可知，丹麥在沒有法律強制廢除現金的情況下依然達
到高度去現金化環境，最主要原因在於完善的基礎建設及與民眾相關的政策推
行。完善的基礎建設有助於科技創新與發展，強化科技安全性與發展創新產
品，可藉此增強使用者對科技產品信心，並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支付工具。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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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相關的政策推行重點在「教育」與「合作」，指導民眾學習科技知識，除了
適應科技社會外，同樣也可以增強使用者對科技產品的信心、改變民眾偏好。
另外，透過學術業界合作交流，可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同時加速技術流通發展。
目前丹麥廢除現金規定尚未通過，且商店時間營業法和規劃法對一般丹麥
民眾或零售商的衝擊也不大，故在主觀規範上尚未有強制性影響。再者，丹麥
零售商早在 2015 年已全面接受 Dankort、Visa 和 MasterCard，對零售商和大部
分的丹麥民眾而言，未來廢除現金規定執行時對他們並不會形成主觀規範，僅
有少數偏好現金的民眾受到影響。若丹麥未來欲達到完全的去現金化，強制性
的廢除現金將是唯一途徑。但考量到特殊群體對現金的需求，如何達到兩者間
的平衡仍是一大難題，短期內丹麥欲達到完全去現金化不大可能。

二、丹麥規劃法串聯整個國家發展規範
為了確保社會永續發展、增進人民生活條件，早在 2007 年丹麥就針對全國
各個層級領域進行全面性規劃，並提出了「規劃法」。丹麥規劃法是一個針對空
間的系統性規範，用以強化各地方單位對於空間與土地的規劃責任，與國家發展
相關的各個領域都包含在這個法規之中。主要目的是確保土地的利用與發展，達
到人類生活以及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規劃法分成國家、地區和縣市三個層級。
這些規劃除了串聯發展外，還會延伸到其他領域。例如，計畫發展科技時會連社
會福利、教育、殘障等各方面都一起納入規劃中。前段結論提到完善基礎建設是
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關鍵，而規劃法強化了丹麥的基礎建設，再加上支付、網
路、產業發展等等，規劃法都有通盤完善的規劃，無形中協助丹麥發展無現金社
會。

三、目前全球無現金社會成果只能達到高度去現金化
丹麥目前已是高度去現金化國家，但仍未達到完全去現金化。以丹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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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欲達到完全去現金化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在負利率政策下，民眾囤積現金而
不消費。但實際上，即便丹麥在完全去現金化的環境下，還有黃金、貴重金屬
等計價物品存在，故在負利率情況下，民眾會轉而囤積貴重金屬或物品，丹麥
政府依舊無法完全操控負利率。除非丹麥政府規定將這些計價物品全部充公，
否則只要有被認可價值的單位存在，丹麥將無法達到政府理想中的無現金社
會。
儘管丹麥已達到高度去現金化環境，但目前全球仍有 85%的人還在使用現
金，顯示現階段現金依舊是主要交易工具。再加上現實中「無現金社會」仍有
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欲達到完全無現金的環境短期內無法達成。2015 年世界經
濟論壇的「金融服務未來報告」指出，目前無現金社會所面臨到的困境包括：
（一）商家不願負擔數位支付設備的營運成本。
（二）數位支付的便利性對缺乏科技知識的老年人而言並不具便利性，反而難
以適應。
（三）許多人對新技術不具信任感，安全性是一大障礙。

數位支付是時代產物，也許在未來會有唯一被認可的計價單位存在，但依
照目前全球使用習慣以及無現金所面臨的困境，現金使用有逐漸下降趨勢，但
不可能完全消失。

四、台灣發展無現金社會的適格性
台灣目前遇到數位支付最大的阻礙在於安全性的疑慮以及老年人的使用習
慣，與 2015 年「金融服務未來報告」所提出的困境不謀而合。實際調查也顯示
出台灣 2015 年個人電子支付僅占個人消費比的 25.8%，顯示台灣距離無現金社
會還有一大段距離。但這不表示台灣不適合發展無現金社會。研究者認為雖然
台灣民眾對數位支付的接受度與亞洲鄰國相比相對低，仍可持續朝無現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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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發展，其發展的重要意義包括：
（一）發展金融基礎建設有助於改善社會支付系統以及清算系統，推動經濟結
構調整以降低金融服務門檻、促進經濟發展。
（二）減少現金使用有助於降低現金的管理成本，同時現金需求量減少也會降
低貨幣發行成本，有助資金流通。
（三）有助於身分識別、打擊金融犯罪，抑制金融不法、穩定金融體系。
（四）提供人民更輕鬆、智慧、便捷的生活方式。

第二節 建議

一、實務建議
（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之必要性
前述資料分析結論導出丹麥接受無現金社會的關鍵是完善基礎建設及相關
政策推行，同時亦發現五個面向中有許多要素與規劃法內容具關連性，諸如現金
規定、零售業相關規定、數位化基礎建設等。目前我國行政院提出的「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分為數位建設、城鄉建設、綠能建設、水環境建設以及軌道建設五大
項，這樣的建設計畫方向與丹麥規劃法性質內容雷同。其中，數位建設的內容與
本研究主題內容最具關連性，包括資安基礎建設、保障寬頻人權、發展數位文創
及高畫質服務、建構開放政府及及智慧城鄉服務、建構下世代科研與智慧學習環
境。在不考慮其他政治因素的情形下，台灣未來若欲朝向無現金社會邁進，研究
者認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將有助於環境永續發展，具有其實質意義與必要性。
（二）加強台灣民眾資訊社會技能
政府積極推動數位支付，萬事達卡組織的「行動支付成熟度指數」報告也
認為台灣無論在金融服務、相關法規、整體環境等皆適合發展電子支付。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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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台灣民眾仍偏愛使用現金，研究者認為其中一個主因在於台灣民眾欠缺資
訊社會的應用技能。特別台灣處於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比率高，一般老年人
較不擅長科技操作甚至排斥。資訊社會是台灣未來發展方向，面對龐大的高齡
族群，政府應盡早提供協助，指導其適應數位化生活，確保沒有民眾被排擠於
資訊社會外。
（三）台灣行動支付平台競合問題
台灣現階段各種支付與過去相比算是蓬勃發展，但卻效益低落，最主要的
原因是金融體系各自發展、沒有整合。例如玉山銀行推出「玉山 Wallet」行動
支付、富邦銀行推出「t wallet」行動支付等，每家銀行各自研發系統、互不相
容。最終就只能供自家存戶使用，無法吸引本行以外的其他人使用。目前台灣
也開始發展出整合支付平台，可納入不同的金融機構的信用卡，但衍生出的另
一個問題是零售商並非每家銀行的信用卡都接受。例如 Apple Pay 截至 2017 年
3 月止共接受了國內七間信用卡發卡銀行，但美式賣場 Costco 只接受國泰世華
信用卡、全家只接受台新銀行信用卡，非持有該行信用卡便不能消費，整合形
同虛設。
反觀丹麥的 MobilePay，把整合層面拉到最源頭的銀行帳戶，成功地為丹
麥的消費者與商家提供了簡單創新的支付方式。簡單易用的應用程式會提高民
眾使用意願，連帶提高商店加入建置相關系統的意願。台灣可借鏡丹麥
MobilePay 模式，考量各種層面後發展出適合台灣使用的應用程式。

二、未來觀察與研究方向
（一）丹麥發展無現金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仍無法確定
從資料數據顯示丹麥自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經濟一直處於疲弱狀態。丹麥原
本的去現金化程度就很高，近期更開始積極進行完全的去現金化來提振經濟。
由於經濟發展屬於中長期政策，短期內暫無法辨別執行結果與成效，故對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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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社會在負利率政策下能提振經濟的觀點仍有待長時間觀察與探討。
（二）縮小範圍深入研究
本研究為丹麥個案研究，國內目前未有相關研究，因此採初探研究、涵蓋
範圍廣泛。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列出的五個面向皆與無現金社會發展有關
聯，未來可探討各個面向對民眾的影響程度，再依據影響程度高低縮小研究範
圍，針對影響程度高的面向對無現金社會議題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研究。同時
將該研究結果應用於台灣現況分析，探討台灣發展無現金社會所遭遇的實際困
境與改善方向。
（三）台灣相關議題研究
台灣政府近幾年積極發展數位支付與金融科技，逐步朝無現金社會邁進。
台灣積極發展無現金，但在發展的過程中感覺雜亂無章。本研究結果發現丹麥
接受無現金社會的背後具有目的性，故研究者認為應深入並廣泛探討台灣積極
去現金化的目的，以及是否具發展的必要性。台灣處於金融科技高度發展的環
境，若無現金社會是台灣政府未來的發展方向，應分析甚麼原因造成去現金化
的停滯。未來建議可從民眾角度切入，了解社會大眾對無現金社會的接受度。
因為牽涉到性別、年齡、使用經驗及自願性等控制變項，故建議採科技接受與
使用整合理論（UTAUT）的績效預期、努力預期、社會影響以及促成條件四個
主要構面進行分析。若民眾接受度低，是否制訂政策或開發新產品提高使用者
的使用意願，也值得後續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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