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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滿未知的後疫情時代 
ETF產業的成長是否能夠再創新高? 

全球ETFs憑藉良好的市場表現，承受住了疫情的考驗，整個市場正面臨著數位行銷、新產品發行以

及監理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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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永，我們專注於打造更為強

大、公平且永續的金融服務產

業。我們的團隊來自於具備考驗

和實力的人員與技術，兩者之間

相互融合重構未來。這就是安永

專業人士協助金融服務客戶建立

長期價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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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憑藉2020年上半年的強勢表現，ETF產業預計在未來5年將持續穩

定成長，其原因不難解釋：結構性變革正在重塑整個投資界，而

ETFs將繼續受益於這些變革。 

 

 

安永研究顯示，從 2020 年至 2025 年，ETF 發行人將繼

續以產品創新、零售擴展和數位行銷作為發展基礎。但

是，隨著 ETF 業務逐步地向前邁進，這些目標將面臨經濟

成長放緩、政治不確定性、新競爭者以及管理費下降的挑

戰和壓力。 

 

鑒於這種前景，我們認為 ETF 發行公司要想實現更大的發

展目標並為投資者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創造永續價值，必須

關注四個關鍵領域，我們將在此份報告中詳細研究： 

• 因應監理的機會和挑戰 

• 正確地進行永續投資 

• 重新審視投資者的投資體驗 

• 用科技和資料改變商業模式 

迄今為止，儘管ETF產業已經取得了成功，但仍需要在

「新常態」下對其業務模式進行調整，繪製好邁向2025

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路徑。面對不斷增加的競爭壓力，

ETF發行人必須跳出當前商業慣例和模式，以更為長遠的

眼光審視後疫情時代的契機，大膽而清晰地制定出一套拓

展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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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ETF 市場表現 

 

 

2020年，ETF產業持續成長，全球ETF資產管理總規模

（AUM）在8月份突破7兆美元1。但是，在這不尋常的一

年中，與其他投資工具一樣，COVID-19同樣給ETF市場帶

來影響。特別是固定收益型ETFs，在2020年3月至4月市

場波動期間經歷巨大的價格跌宕。例如，在美國聯準會對

信貸市場實施寬鬆措施前，某一大型全球債券ETF和某一

大型美國債券ETF的交易價格相對其基金淨值（NAV）的

跌幅分別達到6.17%和4.43%2。 

 

然而，隨著流動性逐漸恢復，資金缺口也透過各種方式得

到填補，其中顯示，在公司債價格下跌期間，ETFs的套利

策略有助於債券價格發現，為加快債券市場的流動性提供

幫助。 

事實上，倫敦證券交易所（LSE）資料顯示，交易所交易

產品（Exchange-Traded Products, ETPs）的交易量在

2020年3月創下歷史新高3。這似乎證實英國金融行為監

理總署（FCA）在2019年的研究結論：儘管固定收益型

ETFs的市場集中度很高，但突發壓力事件不太可能導致

流動性消失4。 

 

簡而言之，ETFs似乎已經通過了這段期間的考驗。安永

研究顯示，在壓力條件下，ETFs的業績表現從COVID-19

中脫穎而出，在所有基金類型當中被認為具有最大的上升

空間。投資者的表現似乎也驗證了這個觀點：從2020年

4月份開始，眾多ETF個人投資者競相申購ETF基金，

ETFs經歷有史以來最強勁的資金流入。 

 

 

 

 

 

 

  

 
1 「ETF 資產管理規模突破 7 兆美元里程碑（ETF assets reach $7tn milestone）」，摘自 2020 年 9 月 9 日，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2 安永依市場資料進行分析。 
3 「ETF 生態系統如何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封鎖措施（How the ETF ecosystem has responded to coronavirus lockdown）」，摘自 2020 年 4 月 9 日，

ETF Stream。 
4 「固定收益型 ETF：壓力時期初級市場參與能力和流動性彈性（Fixed income ETFs: primary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resilience of liquidity during 

periods of stress）」，摘自 2019 年 8 月，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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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期望與現實 
 

 

邁入2020年後，ETFs的AUM能夠繼續成長，不完全歸功於ETFs在

這次市場壓力下的業績表現，其被動式的投資理念和管理費率的下

降仍然是ETF產業成長的推動力。 
 

 

重塑ETF投資產業的其他趨勢包括：如Smart Beta因子

投資選股法、對高標準透明度需求日益增加，以及個人

投資者對長期儲蓄的理財需求（可能也會使ETFs受

益）。 

 

安永研究發現，在未來五年內，ETF市場參與者預計歐洲

ETFs的AUM年複合成長率（CAGR）能夠達到15%，美國

和亞太地區能達到11%。但是，根據我們對全球資產管

理市場的預期，AUM、收益和淨申購的成長都在逐步放

緩。我們預計，隨著市場進一步地調整以及緩慢的「W

型復甦」，未來五年歐洲ETF市場AUM的CAGR會達到

10%，全球ETFs的AUM將達到10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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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的預期成長率並沒有市場調查資料預計的

那麼樂觀，但是其成長前景仍然相當顯著。為了實現這個

前景，ETF發行人將面對更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 政治不確定性：ETFs的生態系統涉及市場進入和跨境

上市交易，因此也意味著該產業對政治地域風險具有

潛在的敏感性。例如：英國脫歐、新冠病毒疫情、全

球地緣政治競爭，都會對市場成長帶來特殊的挑戰。 

 

 

  

► 競爭加劇：發行公司之間的競爭、微薄的利潤空間、

源源不斷加入的新競爭者導致競爭愈發激烈。安永研

究顯示，逐步下降的管理費率和利潤率可能成為ETF

發行公司未來三到五年的主要挑戰。而獲利方面的壓

力可能會造成發行公司的短視行為，例如：短期內降

低投資者教育的成本投入，進而給產業的長期健康成

長帶來風險。 

 

► 產品數量激增：利潤率低意味著基金規模是ETFs獲

利的關鍵驅動力，然而，發行新基金被認為是帶動成

長的主要來源，但事實顯示，新基金產品成功發行的

信心度從2018年的57%下降到2020年的46%。隨著

管理費進一步降低，追求規模效應的需求與發行新基

金意願之間的矛盾會變得更為突出。 

 

► 產品創新風險：產品創新是ETFs發展的中心，而

「先發制人、贏者通吃」的效應則是推動創新產品發

行速度的關鍵動力。但是，在接下來的三到五年內，

監理對創新產品的關注度將是ETF產業面臨的另一大

挑戰。例如：讓產品持續創新與利害相關人日益增加

的期望度，包括資訊揭露的透明度、創新產品所創造

的價值和業績表現等，這些將在未來的十年變得更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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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世代的成長之路 
 

 

未來五年，推動ETFs成長的因素包括哪些? 經驗顯示，指數追蹤

型ETFs將繼續獲得可觀的資金流入。但是，由於其較低的利潤空

間，對於ETF發行公司而言，並不是一個能夠持續成長的長期策

略。 
 

 

此觀點也得到了安永研究的證實：發行新產品是ETFs成長

的主要驅動力，基金發行人期望以這種方式觸及到更多的

投資者，進一步擴展銷售管道。隨著更多的新ETF發行人

加入，該類型的基金也有望能夠進一步得到擴張。但無論

是成熟的ETF發行人，還是新的市場參與者，實現上述成

長目標並非易事。 

 

創新型產品：在逐漸飽和的ETF市場中，為當前投資者和

市場持續開發創新產品是推動成長的重要方式。安永研究

顯示創新型產品有四個關注領域： 

 

►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ETFs被市場參與者視為最

重要的成長來源。隨著疫情的起伏，ESG投資理念受到

更多的關注。隨著永續投資需求的成長，基金發行公司

已經把ESG主題的ETFs視為一種理想的投資工具。但

是，ESG投資也面臨巨大的挑戰（請參閱：「正確地進

行永續投資」）。 

► 固定收益型ETFs作為近年來ETFs發展的主要推動力，

2020年，受COVID-19對利率和債權市場的衝擊影

響，固定收益型ETFs依舊表現強勁，大多數ETF專業

人士預計此類ETFs將是保持成長的重要領域。 

 

► 主動式ETFs將增加。超過98%的ETF從業人員認為，

在共同基金經理人的帶動下，未來三年將會有更多的

主動式ETFs進入市場。安永調研顯示，美國主動式

ETF市場未來三年的CAGR預計達到11%，具有最大的

成長潛力；歐洲和亞太市場CAGR預計為7%，在這其

中，法人將是主要目標。當然，一些投資者也對主動

式ETFs的經濟效益存在疑慮：根據2020年第三季一些

半透明主動式ETFs的公開資料統計，其平均管理費率

約為48 bps（比非ETF基金的費率低10至20 bps），如

果以12 bps作為平均價差，外加基金資產淨值

（NAV）的9 bps作為超額報酬來看，主動式ETFs的定

價區間非常有限5。 

 

 

  

 
5 安永依市場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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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式ETFs：給投資者提供某個投資關鍵領域或投資

主題的ETF，被基金發行人視為另一個重要的成長領

域。安永研究顯示：氣候變遷、清潔能源、網路安全、

雲端科技、人工智慧和機器人科技，以及COVID-19相

關的醫藥和醫療產業，都將是未來幾年最重要的主題。

對產業主題的準確預判並以先發優勢獲利，是主題型

ETFs成長的關鍵。 

 

新的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特別是退休基金仍將是ETFs

的主要客戶族群；私人銀行也仍將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客戶

市場；但個人投資者預計將是未來五年成長最為強勢的客

戶族群。儘管，銷售管道在往數位化方面發展（請參閱

「重新審視投資者的投資體驗」），許多基金發行人期望

COVID-19的影響能夠促進更多的自主型個人投資者選擇

ETFs進行投資。 

 

除了歐洲市場外，ETF專業人士認為：南美和主要的亞洲

市場，將被視為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擴張市場。 

更好的銷售管道：ETF從業人員希望在現有銷售管道和商

業模式上進一步發展行動端諮詢服務和線上銷售，提高數

位化行銷的能力。這一目標取決於基金發行人是否可以提

供足夠的資訊透明性和便利性，以鼓勵更多的投資者選擇

智慧投顧、線上銷售平臺等商業模式。 

 

新的發行公司：未來兩年內，超過79%的ETF專業人士預

計將有更多的基金發行公司進入ETF市場。三分之二的人

認為，沒有ETFs發行經驗的資產經理人最有可能成為新

的市場參與者。與其他類型的產品相比，ETF發行人開始

關注半透明ETF結構（無需每日揭露完全透明的持倉情

況，防止競爭對手竊取投資策略，更可能更多的獲得投資

者關注）。安永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約74%的市場參

與者期望更多的基金發行人發行半透明ETFs。例如：

2020年取得成功的Precidian的ActiveShares ETF結構，

能夠以較低的成本保護隱藏策略及持有人利益。當然，沒

有龐大的銷售管道和投資者基礎，即使新的市場參與者獲

得競爭對手投資組合的資訊，也很難在ETF發行和管理上

取得成功。 

 

 

 

 

  



8 ∣2020 年安永 ETF 調查報告 

 

 

 

 

 

 

為「新常態」做好準備 
 

 

ETFs的規模、複雜程度和投資範圍都不斷在擴大，COVID-

19的出現也在加速整個投資界的變化。對ETF發行公司來

說，為因應後疫情時期的不確定性而調整發展計畫則顯得

尤為重要。以恰到好處的方式為相匹配的投資者提供有利

的解決方案，是ETF產業可持續成長的必要基礎。安永認

為，ETF未來的發展，必須關注四個關鍵領域： 

1. 因應監理的機會和挑戰 

安永研究顯示，74%的ETF專業人員認為監理是業務運行模

式變化的主要驅動力，這不僅局限於短期的法遵壓力，瞬

息萬變的政治環境也對產業的成長具有很大的影響。 

 

英國脫歐就是眾多ETF發行公司最緊迫的壓力，多數公司

相信能夠管理好其中的相關風險。但是，鑒於英國已成為

歐洲最大的ETF市場，也是愛爾蘭、盧森堡ETF投資組合的

管理中心，而脫歐的連帶後果仍將是ETF歐洲市場不確定

性的主要源頭。 

首先，「牌照通行權」（Passporting）的終結使人們對

歐盟基金在英國繼續銷售的長期可行性提出質疑，預計將

對歐洲ETF商業模式的經濟效益構成威脅。業界希望英國

「臨時容許法令」（TPR：Temporary Permissions 

Regime）的過渡期能夠比預期的兩到三年延長更久。基

金發行人應儘快在過渡期內向英國金融行為監理總署申請

並獲得英國當地基金營運授權許可。但是，對於2020年

之後發行的新基金，尚不清楚是否繼續適用於TPR，否

則，英國脫歐可能將對ETF新產品發行計畫產生重大影

響。 

 

而根據歐盟金融市場工具指令（MiFID：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的準則要求，經過投資

組合管理委託授權後，歐盟經濟體內任一國家所監管的地

方機構能夠在整個歐洲經濟區內提供投資服務。為了防止

英國將不在此授權範疇之內，一些ETF發行公司已經在歐

盟建立經授權的實體投資機構。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

（ESMA），以及愛爾蘭中央銀行（CBI）和盧森堡金融

業監督委員會（CSSF）等監理機關也已經表示將密切關

注上述情況，基金發行人也必須做好準備以因應這一不確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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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英國脫歐引發英國與歐盟國家之間未來同等監

管標準的問題，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出現分歧。但是，

將來任何同等監管標準的缺失都可能對歐洲ETF產業的基

礎架構產生重大影響。監管套利可能會為某些人創造機

會，但結果則可能會對整個歐洲ETF產業的獲利能力造成

持久性損害。 

 

英國脫歐並不是ETF發行公司的唯一監管障礙。在快速演

變的永續投資大環境下，ESG主題型ETFs作為成長的驅動

力，同樣面臨著來自監理的挑戰（請參閱：「正確地進行

永續投資」）。 

 

主動式ETFs是另一個關鍵領域，這一領域的發展也將受到

監理的影響。隨著首檔半透明式ETF結構獲得美國證券交

易委員會（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核准，美國已成為主動式ETFs的創新中心，而半透明式

ETF結構的定期揭露（無須每日揭露投資組合情況）將對

產業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安永調查研究中的ETF專業

人士表示，在過去兩年中，認為主動式ETFs必須每日揭露

的觀點已經從73%下降至51%。其中，提倡以每週或每月

頻率進行資訊揭露的比例從15%上升至29%。隨著時間的

推移，鑒於債券市場的分散性，這種趨勢可能會更有利於

半透明式的固定收益類ETFs。 

最後，交易所交易產品（ETPs）的潛在監理風險也是ETF

產業關注的問題。ETPs的背後通常是商品或貴金屬，例

如：2020年4月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WTI期貨合約短暫性

下跌，對ETPs造成了不小的衝擊，這些特性與大多數

ETFs是完全不一樣的。ETPs可能不是監管重點關注的領

域，鑒於ETFs和ETPs在結構上的顯著差別，基於保護投

資者，ETF產業需要根據兩者之間的差異，給予投資者清

晰的指引。 

 

綜上所述：基金發行人需要在產品的開發、結構和營運方

面持續提供高標準的透明度，提高監管變化的警覺性、法

遵和靈活性，並將其內置於企業文化中；同時還應該警惕

線上銷售大幅增加所帶來的行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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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確地進行永續投資 

 

永續投資在全球持續快速成長。據報導，在2020年前七

個月中，ESG ETFs總共募集380億美元，AUM首次達到

1,000億美元6。即便是2020年3月的市場恐慌期，ESG 

ETFs在美國、歐洲以及全球的表現都超過大盤7。

COVID-19增加個人投資者的風險意識，也進一步鼓舞退

休基金和機構投資在永續性發展方面的投資意向。 

 

鑒於投資者對非財務表現的關注度不斷在成長，永續投

資對於ETFs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機會。安永研究

顯示，基金發行公司將ESG產品視為未來成長的主要因

素和產品開發重點，其中包括ESG主題型產品和環保相

關的其他主題型ETFs，特別是與氣候變遷因素相關的

ETFs。 

 

由此可見，永續投資的需求可能將持續成長，但可能更

多的只是利害關係的期望。因此，基金發行人不應該將

ESG主題型ETFs視為ETF發展的唯一籌碼。 

 

 

 

  

 
6「隨著投資者致力於成為最佳企業公民，ESG 投資也得以發展（ESG surges as investors search for better corporate citizens）」，摘自 2020 年 9 月

14 日，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7「ESG ETF 在市場拋售中的表現如何（How ESG ETFs have performed in the sell-off）」，摘自 2020 年 4 月 2 日，Morning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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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帶給ESG主題型ETFs的挑戰越來越大，特別是歐盟執

委會的《永續金融行動計畫》（EU Action Plan on 

Sustainable Finance）以及其中的兩個要素：《永續財務

揭露規範》（Disclosure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 SFDR）和《永續金融分類規範》

（Taxonomy）（請參見下圖）。 

 

 

* 歐盟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畫（UCITS）是歐盟開放式基金的

統一跨境監管標準，符合UCITS指令的基金可根據UCITS歐洲

通行證向所有歐盟成員國投資者，包括個人、專業和機構投

資者進行發售。 

 

Taxonomy在制定過程中頗引爭議，其正式法案預計到

2022年或2023年才能完全實施。安永研究顯示，74%的

ETF專業人士期望分類方案能夠對環境的標準和定義給予

清晰界定，進而促進ETF產業的健康發展。 

 

相比之下，SFDR則成為ETF發行公司當前的最大法遵難

題： 

 

► 揭露條例要求基金發行人對每一檔ETF產品進行評

估：包括對每一家被投資企業展開分析（目的是為了

判斷產品分類：a.投資策略具備某些環境或社會特徵

的基金、或者b.以永續發展作為主題的基金），詳細

的分析過程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 

► 只有符合上述兩個條件之一的產品，才可以被定義為

ESG主題型ETFs或永續性ETFs。基金發行人將需要在

基金公開說明書、宣傳資料、定期報告、網站揭露等

所有公開資訊中進行完整的揭露。 

► 此外，上述規定範圍主要針對經過認證的ESG指數追

蹤型ETFs。但是，在比較基準和ESG特性兩者之間的

一致性、可比較性方面還有待觀察和驗證，這一責任

將由基金發行公司或指數發行商來承擔。 

► 揭露條例還對基金發行人自身提出了要求，例如：對

於僱用500名以上員工的基金發行公司，則需在網站

上詳細揭露其員工行為、投資決策對環境和社會所產

生的「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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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SFDR 2級法遵要求的監理技術標準（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 RTS）執行時間已經延後到2022年，

但是ETF發行人目前仍面臨法遵挑戰，因為1級法遵要求作

為揭露條例的規範性框架自2021年3月10日起正式執行。

在沒有RTS的情況下，基金發行公司為滿足1級法遵要求可

能會出現法遵執行不足或執行過度的情況。例如，負面選

股策略（剔除煙酒等）ETFs在1級法遵要求下是否能滿足

ESG主題型基金的標準等。 

 

監管並不是發展ESG主題型ETFs的唯一挑戰，投資者越來

越期望基金經理人（不僅限於ESG）能夠以更為長遠的視

角進行投資管理。這對指數追蹤型基金而言是一個特殊的

挑戰，因為這類基金無法改變其資產配置範圍。那麼，被

動型投資工具能否提供有效的長期管理理念呢? 業內已經

在試用的方法包括： 

 

► 關注清單：已經有較大的基金發行公司建立被投資企業

的意向清單，關注清單需要按要求進行定期揭露，以激

勵基金發行公司提高相關資訊揭露的透明度。 

► 參與接觸：一家基金發行公司已經選定了一些具有優秀

企業治理實踐的公司，並開始進行初步的溝通；另一家

基金發行公司選定一些具有種族多元化董事會結構的公

司。 

► 投票：被投資企業舉行的股東大會中，被動型基金經理

人越來越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對董事的提議提出反對

票。 

最後，隨著利害關係人投資預期的快

速演變，ETF發行人在尋求發展ESG資

格的同時，應該對自身有所定位：是

否想致力於成為真正的永續投資的供

應商。事實上，ESG主題型ETFs的業

績表現才是目前大多數基金發行公司

追求的目標。我們也相信，隨著投資

者不斷提高永續發展的意識，永續發

展的理念也將貫徹到基金發行公司的

日常營運、業務流程以至所管理的全

部產品中。當然，虛假宣傳綠色環保

等行為會引起公眾的強烈指責，基金

發行人也應該對這些能夠預見的風險

做好防範和準備。 

 

 

  



2020 年安永 ETF 調查報告∣ 13 

 

 

 

 

 

 

 

 

 

 

綜上所述：ESG主題型ETFs的投資極具吸引力，其發展機

會需要與監理機關、投資者和大眾三者之間快速演變的期

望相權衡。基金發行人需要與這些利害關係人樹立一致的

永續投資發展願景，包括： 

 

► 涵蓋比氣候變遷更為廣泛的環境主題 

► 推出投資範圍更為廣泛的ESG主題型基金，全面涉及

環境、社會和治理主題 

► 發展自身獨特的管理手段和執行方法 

► 建立ESG投資業績實證分析之獨有優勢 

► 為投資者和被投資企業提供高品質的ESG教育 

► 在所有基金類型中嵌入ESG投資理念，包括固定收益

型ETFs 

► 發展「影響力投資」型ETF，運用影響力投資的關鍵

要素（意圖性目的、增益性、可衡量性等），借助私

人資本的運作手段實現特定的ESG投資目標。 

 

 

 

3. 重新審視投資者的投資體驗 

除業績表現之外，所有類型的投資者都致力於實現投資長

期目標，進而對投資解決方案的需求越來越多。為了符合

投資者對財務及永續發展理念的需求，基金經理人在調整

投資方法的透明度上存在較大的壓力。 

 

這種行為上的轉變也給ETF發行公司帶來了機會和挑戰。

從好的方面看，ETFs的穩定發展意味著該產業能夠提供

豐富的投資風格和投資策略，包括：被動投資型、因子投

資型、主題型和主動投資型。與之相反的是，業界對ETF

結構性優勢的理念，使基金發行公司很難跳出當前的產品

理念，進而為投資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投資體驗。 

COVID-19已經改變了ETF發行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互動

方式。面對面的接觸機會明顯減少，市場行銷體驗在短時

期內不太可能回到疫情之前的形式。目前尚不清楚這種現

狀是否將對投資者關係產生深遠影響。安永研究顯示，儘

管45%的ETF專業人士預計與投資者的私人關係將會減

弱，但是大多數人預計這種關係會與原本的情況維持不變

甚至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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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後疫情時代如何維持並增強投資者關係呢?我們透

過調查總結以下兩個重點領域： 

 

► 線上行銷：加強ETFs在基金銷售平臺發行和銷售的專注

度，調查資料顯示，61%的ETF專業人士期望透過與協

力廠商合作推動智慧投顧，提高產品資料在網路上的揭

露程度。與調查資料相反的是，基金發行公司在網路行

銷資源方面的實際人員投入與其期望還存在較大差距。 

► 自主型投資：安永研究顯示，63%的ETF專業人士預計

COVID-19能夠帶動自主型投資者投入和研究，其中，

71%的自主投資者期望基金發行人在網站等媒體平臺上

發布更多的投資資訊。 

 

憑藉ETFs交易的靈活性、便捷性以及成本相對較低的投資

者體驗，上述重點領域為ETF發行人帶來顯著的機會。但

是，為了重新規劃投資者的投資體驗，基金發行人需要對

各類投資者的偏好進行深入瞭解，調整和匹配與之相對應

的行銷資源。為此，ETF發行人需要重新調整人力資源、

建立線上銷售團隊、加強投資者教育和資訊共享。新型的

數位互動介面和投資者網站，可以將基金公司的投資策

略、基金業績、持倉情況和投資運作等資料及時詳盡地傳

達給投資者，有利於促進基金發行公司與投資者的互動關

係。 

 

用這些方式在人員、業務流程、合作夥伴和資訊之間做好

協調和配合，基金發行人將能夠更有效地為投資者提供投

資方案和投資體驗。例如：以智慧投顧的方式為特定投資

者制定ETF投資組合方案；或者幫助機構投資者瞭解如何

使用ETFs來實現其長期策略配置目標、短期策略曝險或流

動性管理。 

綜上所述：基金發行公司需要不斷地瞭解投資者的需求並

為其量身定制解決方案，需要有效地利用資料化方法提供

高品質、標準化的資訊揭露，同時，也能按照投資者的期

望提供簡單、易讀、即時、詳盡的投資組合報告，確保為

投資者帶來更好的投資體驗。 

 

4. 用科技和資料改變商業模式 

ETF專業人士認為，在科技和資料方面的投入將有助於以

下業務領域的發展：71%的ETF專業人士認為客戶行為分

析能力能夠得到提升；68%選擇了投資分析；63%選擇了

產品開發和降低成本。科技和資料的投入目標主要包括： 

 

► 重新定位客戶群體包括：進一步發展線上數位銷售管

道。 

► 加強投資創新包括：採用人工智慧和資料分析以提升

ETFs的業績表現，及為基金持有人創造更為便捷的申

購和贖回方式。 

► 投資於關鍵成長領域包括：ESG、Smart Beta、主題

型和主動式ETFs。 

► 滿足監理要求包括：遵守現有相關法規要求，並調整

產品和流程以適應未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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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目標需要以另一項必要條件作為基礎：提高營

運效率。營運模式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包括：55%的ETF專業

人士認為是利潤壓力；50%則認為是產業競爭。 

 

科技投入的策略觀點對於發展永續商業模式相當重要。但

是，殘酷的市場現狀和贏者通吃的效應經常性地阻礙該觀

點的實施。創新是資金流入的關鍵驅動力，加快創新產品

發行上市的速度是成功的關鍵。但是，這可能導致基金發

行公司長期投資的理念、為滿足特定投資需求發行新產

品、遵守新法規三者之間的脫節甚至衝突。 

 

由於COVID-19的影響，在美國和歐洲等已開發市場，ETF

發行公司投入科技和資料的策略進程受到了阻礙。短期

內，大量的資源被轉移到遠端辦公支援；團隊的分散和隔

離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視覺化變革的實施難度。 

 

科技和資料體系的建置是永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源頭。因

此，ETF發行公司可以透過一個簡易型三級框架，對上述

衝突的原因進行研究和分析： 

 

► 策略層級：幫助基金發行公司在基金產品發行種類、投

資者群體定位以及發展投資者關係等方面提供決策。 

 

► 結構層級：幫助基金發行公司建立基礎架構以實現第一

層級的策略定位。ETF發行公司需要透過入口網站和應

用程式介面（API），讓內部資源、第三方廠商服務機

構、金融科技平臺、指數供應商、受託人等參與各方之

間的資料得於交流。 

 

► 優化層級：指引ETF發行公司在智慧投顧、資料分析、

人工智慧和流程優化方面，實現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整合的資料基礎架構對於ETF發行公司的科技轉型至關重

要，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ETFs在投資和交易方面具

有資料密集型的特性。這對於ETFs眾多的目標成長領域

相當重要，例如：某ESG主題型基金經理人需要獲取和分

析多達60個外部機構的資料。如前所述，高效率的資料

管理對於ETF發行公司增強其數位行銷的能力也是相當重

要的。 

 

綜上所述：為建立可擴展性和永續的ETF商業模式，基金

發行公司需要有清晰的科技願景，並能與策略發展計畫緊

密結合。ETFs複雜的結構、微薄的利潤、可交易性的需

求，使得整合資料基礎架構的優化成為基金發行公司成功

的重要基礎。 

 

 

 

  



16 ∣2020 年安永 ETF 調查報告 

 

 

 

 

 

 

邁向 2025 年 
 

 

ETF產業的競爭一直以來都非常激烈，近年來，ETF發行人在利潤

和獲利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COVID-19的影響則加劇了這一情

況，進一步增加管理費和獲利能力下跌的壓力。 
 

 

安永研究顯示：與2018年38%的比例相比，50%的ETF專

業人士相信被動型ETFs的費率已經到了最低點，但是仍有

53%的人預測，在未來三到五年內費率將繼續下降1至2個

bps；約有95%的人預計，主動式及Smart beta ETFs的費

率也將下降。 

 

最近幾個月，已經有幾家大型ETF發行公司被迫做出退出

某些關鍵市場的艱難選擇。當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新常

態」時，ETF發行公司需要審視其商業模式以及邁向2025

年的策略計畫。儘管，ETFs具有無需質疑的優勢，但過去

的某些模式並不一定會在未來取得成功。ETF發行公司既

要因應COVID-19所造成的影響，同時要力求實現更大的成

長目標，這就需要以超越商業慣例的眼光做好未來規劃。 

 

基金發行公司既要有目標清晰的拓展型策略，又要在策略

實施過程中具備敢於變革的意願，這兩點都相當重要。例

如：在產品上，透過ETFs跨境上市和下市交易，適時地剝

離壞資產、發行更具特色和競爭力的產品，發揮推動基金

規模經濟的作用。 

與此同時，基金發行人需要確保ETFs能夠繼續發揮其流

動性強、成本低等核心特性。基金發行人還需要透過投資

者教育進一步提升ETFs投資的普及程度。另外，與產品

類型、業務流程、科技水準等因素一樣，ETFs投資操作

的透明度、靈活性以及關注投資者投資體驗等無形特性，

都是基金發行人的成功因素。 

 

後疫情時代給ETFs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ETF發行人應該

為此而制定一套有效的發展策略，並在實施策略的過程

中，為全體投資者、整個社會及其自身創造永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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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嘉玲 
審計服務部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886 2 2757 8888 ext. 88810  
Lin.Tu@tw.ey.com  
 
何淑芬 
總經理 
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886 2 2757 8888 ext. 88898  
Audry.Ho@tw.ey.com  

 

 

 

 

 

 

 

 

 

 

劉惠雯 
稅務服務部營運長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886 2 2757 8888 ext. 88858  
Heidi.Liu@tw.ey.com  
 
張騰龍 
總經理 
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886 2 2757 8888 ext. 88863  
Tony.Chang@tw.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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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

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永續

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

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

隊涵蓋 150 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務建

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

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

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出更

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

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加入安永 LINE@好友 

掃描二維碼，獲取最新資訊。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

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

「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註冊於英國的一家保

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

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

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

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

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

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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