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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gnite the Fusion of Financial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srupting all industries

雲端大數據、AI、區塊鏈
科技趨動的數位轉型與普惠金融
瞭解過去，洞見趨勢，掌握未來

王可言博士
台灣金融科技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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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董事⾧
Fusions360.com

• 行政院 金融管理委員會「金融科技諮詢委員會」委員
• 行政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 組」委員
• 行政院 外交部「開放資料委員會」委員
• 行政院 科技部 「智慧系統與晶片產業發展策略」諮詢委員
• 歐盟物聯網論壇 共同創辦人Co-Founder, EU IOT Forum

• 臺灣金融科技協會創會理事⾧
• 臺灣雲端與物聯網協會副理事⾧ 兼技術專家委員會主委
• 臺灣智慧城市發展協會常務理事、中華觀光產業資訊協會

常務理事；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理事及院士、中華民國
資訊學會理事、臺灣併購與私募股權協會理事

• 臺灣集保、資鼎投資、資拓宏宇、富士通全球行動平臺等
公司 董事

• 亞洲大學 講座教授
• 資策會 副執行⾧/兼技術⾧/兼雲端所所⾧

• 美國 IBM 任職 20 年 (1991-2011) Business ＆ IT Exec.
• IBM Distinguished Engineer (IBM傑出工程師)
• Member, IBM Academy of Technology
• Co-leader, SOA Center of Excellence
• 2009-2011創設IBM GBS BPM 部門,擔任 負責人/合夥

人. 以快速轉型服務開創新型態顧問服務模式
• 2006-2009多個企業服務部門 技術⾧
• 2002-2005 IBM 全球服務/企業轉型/ 研發創新⾧
• > 20 IBM Strategic Initiatives & Solutions Leader

• 美國普渡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碩士/傑出校友
•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 碩士/學士/理學院傑出校友

王可言Dr. Ko-Yan Wang
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Fusion$360 創辦人暨董事⾧
台灣金融科技協會創會理事⾧

國際經歷

國內經歷國內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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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產業發展趨勢 -智慧驅動時代對產業
的衝擊

3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價值驅動
1960-1995
Product Paradigm:
品牌/產品創新驅動

1995-2016
Innovation Paradigm: 
服務創新驅動

2017-2027
Intelligence Paradigm
智慧創新驅動

全球趨勢
品牌產品全球化
營運電腦化、數位化
供應鏈優化

商務電子化、服務網路化
服務價值網絡化、數位經濟平臺化、
共用經濟

數位經濟智慧化
共用經濟生態圈化
資訊/智慧民主化

競爭力 性能、選擇、專利、價格、成本 使用者體驗、服務模式創新、
全球整合

數據取得、分析、感知、應用、融合、
執行、價值創造、分享、去中心化

主導做法
大廠全球化，國際市場掠奪，供應鏈
效率優化、製造外包
ERP，

全球技術與資源整合
虛實整合
軟體服務外包

全球資訊整合即時化
全通路服務、區塊鍊創新、
大數據與AI民主化
開放共創生態圈/API外包

網實融合系統
提供商

跨產業
服務提
供商

互補性
解決方
案提供

商

產業既有及
潛在客戶

智慧型
解決方案
全方位

代幣經濟

企業內創新 協同創新 創新生態 潛力市場

AI/大數據分析如何引領產業邁入第四波創新:
價值創造與分享

資料來源: 2015 林蔚君 總統府月會演講 : 大數據價創台灣

產業聯網服務

消費服務

數位員工服務

供應商服務

策略夥伴服務

以協同創新平台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掌握創新脈動

產業大數據水庫

結構化資料

非結構化資料

即時動態資料

產業交易資料

運用數據分析技術，
洞悉產業高價值的創新

產業解決方案生態圈 (Solution ecosystem)，
建立永續創新的機制

社區通路企業通路

社群通路實體通路

跨境通路

運用大數據掌握產品
價值頻譜，促成高獲
利產銷媒合機會

4林蔚君、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供應鏈/價值鏈

個資保護/分享

生態圈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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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FinTech and Blockchain are the 
Buzzwords of Today

5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什麼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DeepBlue?
• Watson?
• DeepMind?
• Nvidia GeForce GPU?
• TensorFlow?
• Deep Learning?
• Alexia
• …

6

• AI research focuses: learning, reasoning, 
problem-solving, perception, and 
language-understanding

•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adapt one's 
behavior to fit new circumstances -
alanturing.net

• AI Applications: Any area that contains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AI to 
demonstrate intelligence and benefits

• 競爭要素: 數據取得、分析、感知、應用、
融合、執行、價值創造、分享、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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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and FinTech are the Buzzwords of Today 
Hype Cycl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7-2018

7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8

2017 2018

Priority Matrix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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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Deep Learning, Big Data, 
Analytics, 的認知區別

學者的觀點
• 新場景、新技術
• 數據的來源、大小、樣態、結構、生成速度、整合模式
• 分析模型、架構、演算法架構、運算方式、決策模式
• 回饋方式，是否有自動學習、漸進學習等功能
使用者的觀點
• 有感場景、使用者體驗，看起來聰不聰明，有無驚喜等
企業的觀點
• 場景含金度、成本效應
• 數據的收集應用，對競爭力與企業永續價值的貢獻

9

雲端、行動裝置

Mobile is not simply another device…mobil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a much broader shift to 
new systems of engagement…

-- Forrester (Jan 2013)

Then… Now…

10

大數據從哪裡來?
雲端、行動裝置、物聯網和社群網路 …

林蔚君、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物聯網、社群網路

Based on : 2015  林蔚君大數據價創台灣

絕大部份數據是非結構性的
> 80%的數據具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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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從哪裡來?
政府開放資料也『巨量化』

• 近年來全球景氣衰退，政府面臨外部環境影響與內部人民訴求提升挑戰
• 藉由開放資料分析優化政府運作效能，發展更好的公共政策，提供民眾更高品質的

服務，同時建立交通、節能、安全等高價值應用領域先進技術能量，加速台灣產業
智慧化

• 根據MKI研究指出，在歐洲國家使用開放資料分析提升行政效率可獲得1500億
~3000億歐元的潛在價值

林蔚君、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F

12

大數據從哪裡來?
私有資料! My Data!

Protection, Sharing and Monetization of My Data!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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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從哪裡來?  七個大黑洞的資訊壟斷
突破思維: 開放生態圈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13

物極必反

金融科技驅動金融業的數位轉型挑戰

14

•成為金融轉型與
服務產業創新發展障礙!•金融界DNA: 低風險、高利潤、

穩定、安全、低成⾧

不靈活且複雜的作業和孤立的數據讓銀行無法專注於對其客戶的價值

@  2018 王可言/台灣金融科技(股)公司，all right reserved, no copy, redistribution, or uses  
allowed without written authorization.

KYC/AML/CFT/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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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速借錢
(個人,中小企業)

3.零手續費
線上股票交易

2.最低手續費
跨國匯兌

4.最低手續費
網路轉帳/支付

5.快速理賠
健康醫療保險

Fintech

Unicorn: a start-up company valued at over $1 billion

金融科技 提供低價高值創新體驗 - 獨角獸公司崛起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金融科技DNA:
•高風險、低利潤、不穩定、
不安全、高成⾧機會

互聯網金融機構快速崛起：㇐條龍式的金融服務

16

為什麼麥肯錫該口說大型互聯網電商，而不是金融科技公司是金融機構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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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金服的芝麻信評是大陸會信用體系的先行者

17

Ref: Sesame Credit

信評機構與政府密切合作:
• 政府自動核准高信評者的

旅行簽證
• 忠誠度列入信評
• 社群信用的運用
• ….

危機:
個人資料的多元運用
個人隱私的侵犯
忠誠度判斷與社會階層化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大電商融合金融科技顛覆傳統金融服務模式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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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的演變

Source: 2016 FinTech Transformation, Ko-Yang Wang, Pictures Source: google.

FinTech 1.0

1950
Bank 1.0

Digital Banking

2010
Bank 3.0

Mobile Banking

2000
Bank 2.0

Web Banking

2015 –
Bank 4.0

Open Innovation
Industry Fusion

FinTech 2.0

1400

Local Banking

金融科技: 新科技、新資料、新顧客、新商機、新事業模式、新顧客體驗、新競爭者

這一波的產業結構改變由傳統供應鏈解體開始。特性是快速、全面、不可逆、全新的競爭規則
關鍵在於消費者體驗與保護、數據取得與分析能力，事業模式的創新，監理技術的創新、等

金融科技的價值:

• 高效率、平價、好體驗、高價值的!
• 普惠金融與中小微企業的新機會!

金融科技業者的機會：
• 以低價高值，負責任的模式，

提供傳統金融業無法解決的金融服務
• 刺激傳統金融轉型，協助加速融合新智慧服務
金融業者的機會:
• 降低成本、開發新客源、新模式、擴大營收
• 競爭力取決於模式創新、改變速度、鏈結外部

創新能力
• 與犧牲現有業務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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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經濟•開放金融•代幣經濟

21

新的客群、新的管道、新的科技、
新的事業模式、新的服務、
新的體驗、新的顧客關係、

新的價值
新的職能、新的思維、

新的監理模式、新的監理技術、
新的市場、新的全球整合

啟發大家對智慧金融服務的無限想像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22

Use Cases of AI & Big Data Analytics in FinTech

Credit Scoring
• Data collec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 Data cleasing
• New credit rating model
• Learning

Risk
Management
• Fraud Detection
• Authentication
• Eradicate vulnerable access 

points
• Biometrics, behavior analys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 Automated advisory 

solutions, Finance 
coaching/advising 
services.

• AR＆ Visual insights from 
multiple data sources

• Identify anomalies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Situational
Awareness
• Integration with other 

businesses or value 
networks

• Data acquisition, 
protection &shar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Instrumentation
• Sensors & actuators
• Process adaption
• Sense & Respond

Marketing & Experience
• Customer acquisition
• Customer relationship and 

loyalty
• Chatbot
• Precision marketing
• Customer profiles and 

personas
• Personalized and 

contexture 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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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顛覆加密數位貨幣/數位代幣
清算顛覆區塊鏈/分散式帳本
支付顛覆P2P 支付/轉帳
匯款顛覆區塊鏈與資金池調控
借貸顛覆P2P 借貸/眾籌
信評顛覆大數據+人工智慧
融資顛覆B2B/P2B供應鏈金融
理財顛覆理財機器人
保險顛覆區塊鏈與智能合約
. . . .

AI與區塊鏈引導金融產業顛覆是創新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資料來源:Fusion$360整理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24

金融市場版圖變遷進行式

金融業

金融科技業

個人財富/
公司規模 高

中

低

顛覆線

Source: Fusion$360

數位年代 分行越來越少且越搬越高
聚焦高值/高身價顧客，提升門檻

數位金融3.0: 行動銀行、分
行轉型、降低中小企業貸款
與理財機器人門檻、供應鏈
金融、線上保險等

無分行, 去中心化、低門檻、
低價、高值、好體驗、雲端、
區塊鏈、大數據、AI、API、
P2P/P2B借貸、P2P債權 、
第三方支付、跨國匯款、機器
人理財、中小企業融資、低價
高頻保險、加密代幣交易、
ICO等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最大挑戰:
普惠金融的可信賴信用評等模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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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挑戰

• 金融科技與傳統金融公司DNA不同
• 不是聘了許多科技高手，就能解決問題
• 挑戰

• 文化衝擊: 數位金融處、資訊處、事業部門的三角關係
• 創新的兩難 : 有犧牲現有業務與利潤的勇氣嗎?

• 所有過去成功的資產，都變成了未來成功的絆腳石
• 新創公司沒有這些包袱!
• 跨業來的網路電商資訊豐富、速度快、無成本觀念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25

Innovate or Die: “企業不創新，就死亡”時代的來臨

• 傳統金融機構的優勢:
• 擁有分行、客戶，服務、流程、應用、系統、資

金
• 對監管法規與環境的深入了解
• 豐富的客戶數據與資源

• 傳統金融機構的劣勢:
• 成本高、服務被動、系統老舊、資料片面、不分

享
• 顧客缺乏忠誠度；對新、中生代顧客需求缺乏了

解
• 保守，保護現有產品、服務、顧客的心態
• 加上⾧年的跨組織整合障礙，轉型動作太慢
• 習於同業競爭，而不是合作共創

• 金融業面對金融科技衝擊的對策:
• 等待與觀望，試著保護珍貴的資源與現有

的獲利模式;
• 抄捷徑，引入國外公司技術與服務
• 閉門造車，單打獨鬥
• 進行IT基礎設施升級
• 投資或併購FinTech公司，以取得新技術

26

金融科技帶來了金融業的根本模式轉變

加入金融科技生態圈
分工、分享、分潤、共享、共創、共贏

太少、太小、太慢 、太遲
Too Little, Too Slow, Too Late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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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如何面對互聯網金融的挑戰?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27

領導人
1. 國際競爭: 了解全球產業改變趨勢
2. 擁抱改變: 擬定策略，溝通決心
3. 加速變革: 事業模式、流程、風險、科技並重
4. 改變文化: 鼓勵創新，允許失敗
5. 改變思維: 投資新創，經營開放生態圈

同仁
1. 擁抱轉型: 了解公司痛點，擬定改進計畫
2. 職能進化: 學習最新科技及新事業模式
3. 彈性流程: 架立快速玲成語解決方案調整能力
4. 改變文化: 追求創新，嘗試失敗
5. 改變思維: 擁抱新創，參與開放生態圈

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公司業務互補多，衝突少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28

Source: Open Forum on Open Banking. Brussels, 20th March 2017

Source: Fusions360, The Future of Banking Depends On Open 
Banking APIs

Banks 
(with data, customer, channel)

FinTechs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Data

Customer-
centric

Services

APIs
APIs

Agility,
Ecosystem

Innovative
Product

Disruptive
Technology

Growing
with New
Business

API-Driven Innovation in Banking and Finance
Payment, Chat-bot, Robo-Advisor, RetailTech, 

RegTech, Blockchain/DL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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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360 理念:
數位轉型潮流中，掌握趨勢、策略
與彈性事業模式，推動數據分析與
金融服務的民主化，促成全方位共
創共用智慧生態圈

王可言&Fusion$36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29

• 感知: 多元數據融合，掌握產業與環境趨勢
• 全球資訊整合即時化； 數據與AI的民主化

• 融合: 全方位智慧數位經濟，360度分析
• 數據取得、分析、應用、分享
• My Data - 個資的保護、分享與金錢化
• 開放共創生態圈 / API經濟的滾雪球效應

• 轉變: 以開放創新及彈性事業模式推動數位元轉型
• 競爭力= 快速調整事業模式與流程 +

適應環境變遷的能力 + 數據驅動價值的能力

台灣金融科技公司對金融數位轉型的看法

Fusion$360: 金融科技=金融與其他產業的融合 + 360o分析
1. 積沙成城的非官方第三方信評的崛起
2. 個金: 金融服務與智慧生活產業的融合- 被動轉主動的新金融
3. 企金: 聚焦於中小微企業信用履歷與供應鏈績效的供應鏈金融
4. 物聯網金融: 以金融科技驅動物聯網應用發展，加速金融業與製

造業融合加值轉型
5. My Data: 個人數據自主權的覺醒； 由KYC到SMYV (show me 

your value)體驗: 商機、自律與監理的結合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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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還需要甚麼?
API 帶來開放，區塊鏈建立數據的可信賴度

代幣經濟激發創新轉型成功的共創共用火花

何謂區塊鏈技術？
區塊鏈允許彼此不信任的多個組織，基於㇐致的利害關係，共同產生㇐份永久存
在、難以竄改、透明的資料，提供可信任的資料交換、分享及處理的共通服務。

何謂代幣經濟:
價值鏈的利益相關者透過通貨激勵機制，對價值鏈整體價值進行貢獻，提升價值
鏈整體價值

何謂API經濟:
生態圈夥伴透過雲端開放其應用程式模組之APIs，在共創共享的原則下，透過利
益分享機制，協助夥伴快速組成新流程、新解決方案，共同創造新價值!

32

Fusion$360 建議架構: API經濟驅動
區塊鏈代幣經濟與AI大數據數位經濟

Blockchain Networks

Smart Contracts
Wallet / Cryptocurrencies

Blockchain / API Economy
Sharing Platform 

Data Vaults
Smart Contracts
Smart Contracts

(many kinds of 
templates)

代幣
獎勵/支付

P2P
借貸/眾籌

供應鏈
金融

代幣
發行/買賣

銀行4.0
開放金融

生產
履歷

KYC /個資/
機密文件
保護/分享

Big Data Lake

AnalyticsAnalyticsAI / 
Analytics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資產證券
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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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ite the Fusion of Financial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機密資料，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跨公司、跨系統資訊整合管理平臺

Fusion$360 API Master – API管理平臺

提供 API 系統架構的支援平臺，提供
全面 API 的管理與監控功能，協助企
業開放核心服務，降低合作成本，加
速解決方案創新、更新以及技術研究。

數位轉型是正在進行式，開放數據與服務給協力廠商加值運用，開啟全通路商務合作機會

平臺
帳戶
管理

API
生命
週期

API 
金鑰
監控

API 
訂閱
呼叫 API 

流量
限制

API 
用量
報表

Fusion$API 經濟管理平臺實現開放金融服務

Source: http://zanders.eu/en/latest-insights/how-open-banking-will-change-the-banking-landscape/

推動 Open Banking 數位轉型

社群軟體 行動商務
通訊軟體

Fusion$360數位轉型服務協助直接躍入銀行4.0 
The Future of Finance, Today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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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Customers

金融核心系統 分行系統

FinTech 
Platforms &

APPs
Customer Experience & Value Mgmt

API & Integration 
Platform

Core Banking

Data Acquisition & Protection
Data Processing & Analyzing
Insight Management

Persona
Company Profiling
Credit Rating

Identity Management 
Digital Certification
KYC, AML, FD, CDD

Publishing
Managing
Monitoring
Monetizing

• Banking Anytime, 
Anywhere, 
Anyhow

• Connected, 
Omnichannel 

• Always online
• Efficient, Effective
• Smaller & Simpler 

Core Banking 
System

FinTech as a service layer on top of the core banking system

Pers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Business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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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由普惠金融角度看AI發展

1. AI是智慧數位經濟的轉變驅動力、但AI需 建立在API、區塊鏈、雲端、大數據、物聯
網的基礎上

2. AI落地需要與場景應用、數據取得(開放)、模式改變(感知與自動化)、跨域跨業流程整
合(API、BPM)、價值創造(共享經濟、API經濟、代幣經濟)的融合

3. API經濟與代幣經濟可以協助智慧數位經濟的發展
4. 在未來十年，每㇐個產業都會被智慧數位經濟的顛覆
5. 每㇐個經濟轉變都有輸家與贏家，競爭力在於感知環境變遷、改變事業模式與流程、

取得能力與人才、改變企業文化與價值等的速度
6. 經濟轉型的競爭與轉型都是痛苦而且殘酷的。無法轉型的下場，是被顛覆者的被消失
7. 普惠金融顛覆金融服務模式， 金融是國家競爭力的基礎
8. 普惠金融建立在開放、感知與自動化、API/BPM、共享經濟、API經濟、代幣經濟的

基礎上
9. AI的價值就在協助取得普惠金融的競爭力: 快速、免費或低價、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35

• 瞭解過去: 甚麼是區塊鏈及代幣經濟
• 區塊鏈及代幣經濟為什麼重要? 

• 洞見趨勢: 代幣經濟的前世今生
• ICO是什麼東西? 泡沫破滅的影響
• 全球50則大型案例精選

• 掌握未來: 代幣經濟與其監理的顛覆性發展
• 數位經濟的競爭力: AI、區塊鏈、代幣經濟
• 智慧監理: 以代幣經濟協助台灣發展成全球區

塊鏈樞紐的機會與做法 36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以雲端物聯網 + 區塊鏈 + 大數據分析 技術
推動 API經濟 X 貸幣經濟 X 數位經濟
取得 產業第四次革命的主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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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保險公司
(個體戶借貸風險診斷)

IC/電子體業
(SME信用分析)

學研單位
(API雲服務)

政府單位
(區塊鏈顧問)

| 團隊獲獎

| 客戶合作經驗

帳戶管理、生命週期、金鑰監控、訂閱呼叫、流量
管控、用量報表…等。雲服務超過數十萬使用流量。

多源訊息擷取技術、30種機器學習信評模型/演算法
(Orchestration)。

基於Ethereum ERC2.0，掌握高效智能合約、
跨合約整合、智能合約內容更新等關鍵技術。

數位元驅動 中小企業信用引擎
Credit & KYC Engine

數位元驅動 中小企業信用引擎
Credit & KYC Engine

代幣經濟/區塊鏈與智能合約代幣經濟/區塊鏈與智能合約

API經濟與API市集 x
API管理平臺(API Master)

API經濟與API市集 x
API管理平臺(API Master)

三
大
關
鍵
技
術

三
大
關
鍵
技
術

API Economy

Token Economy

Data Economy

37

成立時間：105年4月

開放金融銀行、企業數位轉型、區塊鏈募資與交易 三大解決方案，
API管理整合雲端科技、AI大數據分析、通證經濟/區塊鏈三大關鍵技術，
協助客戶技術升級，共同建立普惠金融服務加值、創新與轉型。

• Personal Data保險技術獲 2016 European Identity & Cloud Awards
• 參與雲端技術開發獲2015國家産業創新獎-團隊創新領航獎
• 參與Pracla開發獲2014雲協創新獎國産IDC冠軍

Fusion$360 公司簡介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成熟的技術解決方案
已完成的開放銀行API服務包含：
• 金融API管理平臺
• 客戶資料驗證、授權中心
• 電子錢包與支付服務
• 串流資料蒐集與處理服務
• 去中心化KYC與募資服務

金融科技的推動者，臺灣金融科技法規與監理沙箱強力倡議者，㇐
起改變世界的熱血。

在地金融科技法規的領航者

從成立第㇐天開始，所有的服務皆跨領域創新設計，以雲端化技
術打造，以API模式溝通、分享。

API與資料的創新基因

創新服務的安全和合規是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核心團隊榮獲歐盟
雲端資安全球最佳研究獎，陣容堅強。

深厚的安全與合規知識經驗

fusions360.com
contactus@fusions360.com
+886-2-8789-6636
臺北市11051信義區基隆路㇐段432號4樓之1

Ignite the Fusion of Cross Industry Innovations

聯絡我們

為何選擇臺灣金融科技？

臺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複製、轉發、轉載或引用 38

Contact: 
王可言

kyw@fusions360.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