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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緒緒論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創新企業融資之管道 

在知識經濟時代，企業擁有的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1價值與重要性已逐漸

超越傳統有形資產，而我國在面臨產業轉型的變革中，智慧財產的取得、保護與管理

之優劣已成為國家競爭力的重要指標之一。不論是高科技產業或是新興的數位內容與

文化創意產業，在激烈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也以掌握智慧財產為最重要的策略，智慧

財產之經營管理決定了廠商存亡興衰。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的挑戰二ＯＯ八國家建設

計畫、「兩兆雙星」等計畫，大力推動高科技產業與新興的數位內容產業2、文化創意

產業、電子商務產業等，這些政策目標都顯示未來台灣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和競爭

力，即是以無形資產為主。根據中華無形資產鑑價公司引用、整理 The RoNCARELLI
的報告中，在二ＯＯ一年全球動畫的產值約為二十六億萬美元，預估到二ＯＯ六年全

球動畫產值將高達四十四億五千萬美元，而我國數位內容產業在二ＯＯ三年的產值也

高新台幣一千五百三十七億元，預估未來每年成長率應該可維持 20%以上，在二ＯＯ
六年將成長到新台幣三千四百億元3。我國產業也自新興產業中獲利不少，例如中環

公司因投資魔誡三部曲電影六百萬美元而獲致豐碩的收益4。 

然而，我國產業之提升與發展，卻面臨到無形資產或智慧財產權在傳統融資擔保

上的困境，例如動畫影片製作需要龐大的資金與技術，但事實上數位內容產業很難從

金融機構獲得所需要的資金，也無法受到創投公司的青睞。原因在於，傳統會計原則

認為技術之研發存在太多不確定性與風險性，大多將研發成本視為費用，充其量可將

                                                 
1 本文將其定義為「無實體形態而具有未來經濟效益之非金融性資產」，包括非為營業目的之用之個人

所有無形資產，詳細討論參見第二章第一節。 
2 數位內容（digital content）指的是將圖像、文字、影像、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數位化，並整

合運用的產品或服務，目前可區分為 8大類，包括網路服務、數位遊戲、電腦動畫、數位學習、內容

軟體、數位影音應用、行動內容及數位出版典藏。 
3 陳雅莉，透視無形資產鑑價機制，鑑價機制與新興產業之發展研討會，電工資訊第 155期，2003 年

11月 1日，網址 http://www.teema.org.tw/publish/moreinfo.asp?autono=1704（瀏覽日期 2004.5.6）。 
4 中環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代碼 2323）投資魔戒電影拍攝每集各 200萬美元，前兩集已經回收各 1億
元，估計第三集的 DVD銷售量和週邊商品可為中環帶來高達 2億元回收。參見戴海茜，魔戒三部曲

上映全台締造 1.2億票房 中環估可獲利 2億，中央社，台北，2003 年 12月 22日，網址
http://tw.stock.yahoo.com/n/hist/CN/2003/12/22/203704.html（瀏覽日期 2004.2.25）。中環公司走出了光

碟產業衰退的陰影，拓展到影音娛樂的「內容事業」，轉投資的影音媒體事業（得利影視、亞藝影音、

邁拓娛樂、及中得多媒體公司）陸續投資許多知名影片（尖峰時刻 2、無間道 3、少林足球等）獲得

不錯成果，參見該公司新聞區，網址 http://www.cmc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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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智慧財產權之法律費用視為智慧財產權之價值而表現在資產負債表中，造成高科

技企業的市場價值（market value，通常為股價）與帳面價值（book value）差距甚大。
此種無法合理反應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價值的缺陷，導致企業難以利用智慧財產權

進行融資5。 

雖然國際發展上會計界已經針對無形資產之認列方式有所修正6，然而無形資產

此種價值不易確定性的特性，使得傳統會計之財務報表與資產評價方式，仍低估無形

資產之價值；至於無形資產之鑑價方法雖然有許多種類，但其正確性或客觀性卻仍受

到質疑；智慧財產權本身權利是否有效、涉訟時的證據專業性與耗時費資亦是令企業

頭痛的風險，加上無形資產欠缺活絡的交易次級市場可使金融機構管理收益或變現退

出，因此對於此不熟悉的擔保品，金融機構保守地以傳統有型資產授信模式加以衡

量，導致有潛力之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營運資金7。 

創新企業融資之管道，為企業成長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除了企業本

身努力經營之外，有時尚須由政府立法另闢新的籌資工具，我國近年相繼通過的金融

資產證券化條例和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引進「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的籌
資方法即為實例。施行近二年以來，市場上已經出現企業貸款債權、現金卡債權、房

屋貸款債權和不動產證券化證券商品，除了提供金融機構解決不良債權和提高資產流

動性、解決不動產流動性問題，並希望發揮直接或間接地透過產業關聯效果貢獻經濟

成長等總體經濟效益，促進金融商品多元化，擴大資本市場規模，達成「資金大眾化、

產權證券化、經營專業化」之目標8。 

資產證券化是企業或金融機構將可產生現金流量的資產，發行「資產支持證券

（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9之有價證券，向投資大眾募集資金的程序10。其與

傳統融資擔保或發行股票不同的特徵在於，資產支持證券的本金利息支付完全來自於

該資產的現金流量，並成立「特別目的機構」作為移轉或信託資產之機構，使基礎資

                                                 
5 陳威霖，智慧財產權之鑑價方法—以專利鑑價為例，全國律師，2002 年 12月，頁 41。 
6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 1999 年、2001 年發布 FAS 141號公報「企業併購（Business 
Combination）、FAS 142號公報「商譽與其他無形資產（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 Assets）」，專門
針對如何記錄及處理企業結合所取得之資產，修改先前的 APB 16號與 APB 17號，讓無形資產的會計
處理更一致。此兩號公報之原理，源自於改善交易的可比較性（Comparability）與改善交易的透明度

（Transparency）。參見周建宏，智慧財產之會計準則，網址

http://friends.pwcglobal.com.tw/type01_160_03.htm（瀏覽日期 2004.5.6）。 
7 關於我國產業利用智慧財產權融資之困境與研究分析，請參見劉江彬、顏瑞全、金天煜、施傑峰合

著，智慧財產權融資擔保可行性探討，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與運用，元照出版，2002 年 7月初版，頁
143-182。目前以智慧財產權融資最知名案例是 2002 年 8月，東森寬頻以影片庫向第一銀行等 19家銀
行團中長期聯貸 30多億（稱東森聯貸案），是利用無形資產創造價值，成功向銀行融資的例子。 
8 參見「不動產證券化條例草案總說明」，2002 年 4月 23日。 
9 資產支持證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專指資產證券化架構下 SPV所發行的各種證券，但狹義專指

金融資產證券化之證券，未包括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MBS）。ABS我國文獻翻成「資產基礎證券」、
「資產擔保證券」或「資產支持證券」，參見王文宇、黃金澤、邱榮輝合著，金融資產證券化之理論

與實務，元照出版，2003 年 2月，頁 1—9，附註 3。但本文為了避免與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所稱

的「資產基礎證券」混淆，因此一律翻譯為資產支持證券。 
10 改寫自陳文達、李阿乙、廖咸興合著，資產證券化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出版，2002 年 8月初版，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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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脫離原所有人之債權人得強制執行的控制範圍，此稱為「資產分割」，目的在於加

強該證券之信用評等，使得發行成本下降。 

資產證券化有以下優點，一方面透過資產分割來移轉原授信機構的風險、提升該

資產的流動性、達成資產負債表外化之目的與降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因為證券化的

過程經過法律查核、信用評等和信用加強等程序，投資人的投資風險也相對降低。資

產證券化自一九七○年從美國出現開始，已經變成全球化的金融改革運動，歐洲、日

本、韓國、泰國、新加坡及我國均紛紛效法之。美國以資產證券化作為籌資的工具，

使得其證券交易市場更為活絡，例如在二○○三年美國的資產支持證券總額高達一點

六兆美元，僅次於聯邦政府債券而遠超過股票證券市場，在歐洲、日本、東南亞等地

區資產證券化市場也有高度成長。 

第二項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發展 

從理論而言，任何資產都可用來證券化11，財務上任何一種可以產生未來現金流

量或潛在現金流量的資產都有證券化的利基12。資產證券化經近三十年的發展，可作

為基礎資產（underlying asset，或稱對象資產或特定資產）之標的從最初的不動產抵

押債權（mortgage）和金融資產（financial asset）二大類，更擴大到智慧財產權。 

為了創新智慧財產權融資籌資的管道，美國日本等國已成功發展出智慧財產權證

券化（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curitization，簡稱 IP或 IPR securitization），音樂

證券化首例是一九九七年的鮑伊債券（Bowie Bond），搖滾歌手大衛鮑伊以其能產生
穩定現金收益的唱片權利，透過銀行家普曼（David Pullman）規劃進行證券化並成功

募集到五千五百萬美金，當時被譽為證券化的革命13。自始智慧財產資產證券化市場

在美國蓬勃發展，例如一九九九年以智慧財產為標的之證券市值就有三億八千萬美

金，二○○○年更成長到十一億三千萬美金14。 

至於鄰國日本，為了解決亞洲金融風暴對該國銀行的衝擊，在一九九八年進行一

連串資產證券化的制度立法，二○○○年五月修正並公布了「資產流動化法」，將對

象資產擴大到一般財產權（包括智慧財產權），政府與民間均積極進行資產證券化，

到了該年底日本資產證券發行規模已高達二百五十億美元15。關於智慧財產權證券

                                                 
11 1985 年在 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中，就有「實際上所有的東西都在進行證券化」(The Securitization 
of Practically Everything) 為文的專題。相關內容請見羅明聰，資產證券化之研究，台北市銀行經濟研

究室印行，1992 年，頁 10。 
12 Willys H. Schneider, Selected Tax Issues Affecting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 
413 Practicing Law Inst./Tax 193, 198 (1997).    
13 Jay C. Klear, Applicability of Private Equity Fund Structure in the Further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izations, COLUM. BUS. L. REV. 798 (2002). 
14 David Edwards, Patent Backed Securitization: Blueprint for a New Asset Class (May 22, 2002) 
<http://www.securitization.net/pdf/gerling_new_0302.pdf >. 
15 日本在 1998 年頒訂「特別目的公司法」，其後於 2000 年 5月修正為「資產流動化法」，另外還通過

了「債權讓渡特別法」、「債權管理回收業特別措置法」等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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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日本也累積了不少音樂、電影、線上遊戲的實例，官方也大力推動「內容產業」

融資和證券策略的產官學研究和金融政策，在二○○三年七月內閣成立了智慧財產權

策略本部，該單位成立後積極提出許多政策，例如在二ＯＯ三年十二月就提出「內容

商業振興政策」等政策，積極推廣內容產和無形資產的融資政策和租稅優惠，其研究

成果對於我國推動音樂錄音和數位內容產業之企劃和行銷市場，非常值得密切研究。 

有鑑於國外之蓬勃發展，我國在推動智慧財產權籌資融資部分，仍多仰賴政府提

供的租稅優惠與專案融資的辦法，例如經建會中長期資金貸款高科技產業、經濟部之

「獎勵數位內容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要點」，然而金融機構與民間企業並未

能積極參與。也因此，經建會研擬開放以無形資產貸款的新措施，將由中長期資金中

提供約二百億的優惠貸款，並配合無形資產鑑價機制，以協助數位內容與文化創意產

業取得資金。 

雖然融資擔保能為智慧財產權管理與運用帶來一定的意義，除了仰賴政府資金的

挹注之外，吸取外國成功經驗並建立我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法制，使民間投資人與

資金進入此新興領域，更具有間接金融缺少的效益。因為透過資產證券化特別法制的

設計，投資人可單純就該智慧財產權本身收益評估投資風險，而不擔心公司本身之信

用風險或營運風險，此乃雙方互利之事。不但成熟產業可以將其產生高價值的專利、

商標、特許權等無形資產加以證券化，尚在種子階段的新企業或中小企業亦可藉此籌

措資金，即使資產持有企業本身的財務狀況不佳，只要透過適當的破產隔離機制，仍

可進行證券化以取得較低成本之資金，對於我國產業之提升和轉型所面臨的瓶頸是一

解套的可能機制。 

第三項  現行法之主要問題 

然而我國現行資產證券化基礎法制仍有待健全之處，例如資產分割之買賣或信託

法律行為是否有效（文獻通稱真實買賣 true sale問題）、會計稅務上之處理、服務機

構和專業人員獨立性與責任等固有議題。在智慧財產證券化部分，首先是否能直接準

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對象資產（智慧財產權）是否有效存在之法律權利瑕疵、智

慧財產權管理與稽核等實務問題，均是推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要考慮之點。 

第一點，真實買賣和關係人交易之判斷問題，此爭議涉及法律、財務和會計交錯

領域，十分複雜。因為在資產分割的過程中，若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構間有損害創

始機構債權人之資產移轉行為（即非常規交易行為），可能會衍生信託無效或撤銷、

民法上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無效或詐害債權之撤銷、破產管理人撤銷權之問題，而使

得創始機構仍保有應收帳款或權利之所有權，而被納入破產財團或遭強制執行。 

為了達到資產證券化中隔離破產風險的目的，真實買賣的要件應該明確清楚，但

是我國前開法規充滿不確定法律概念，尤其是何種情況才能被認定為詐害債權。加上

現行會計原則是否能補充法律規定的抽象性，以及智慧財產權會計認列上，我國仍是



 

 5

傳統的嚴謹原則和攤銷入帳制度，不承認智慧財產權的權利金收入為取得資本，智慧

財產權的鑑價結果無法和會計財務報表上吻合，因此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會計處理與

真實買賣如何協調，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 

第二點是得為證券化基礎資產之範圍方面，涉及到資產證券化之成敗與投資人保

護平衡點之問題。既存權利或不動產為典型證券化的適格資產，例如我國不動產證券

化條例僅限已有穩定收入既存不動產，而排除開發型不動產，其目的在避免現金流量

差異過大的投資損失和垃圾債券的出現。不過，開發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是最有需求

的案件，特別是製作中電影、動畫或專利之研發均需要大量前期資金，若排除開發中

智慧財產權或將來債權不得為證券化之資產，恐無法達到上述融資方法創新之目的。

另外，如何辨認與確定基礎資產之範圍，以及權利瑕疵風險和權利金呆帳率如何計

算，亦與該等證券未來的收益分配和證券信用評等息息相關。 

第三點，在資產分割時有關權利受讓與瑕疵承繼方面，事關是否能貫徹破產隔離

風險。若以智慧財產權相關債權（權利金為主）為證券化，法律上性質為將來債權，

而現行民法和強制執行法對將來將來債權移轉生效時點與強制執行時點均非以契約

發生為準，而以給付期限屆至時為準，如此一來特殊目的機構取得未來債權的權利質

權時點亦在扣押之後，無法對抗執行債權人，從而無法達到破產隔離風險之目的。同

時以將來債權先後讓與或設定質權給數人時，從而如何決定權利之歸屬或優先順序？

是否可適用或類推適用善意受讓？此不確定性亦影響交易安全和增加訴訟糾紛，再加

上無法隔離破產風險的結果，恐有害大眾之投資意願。 

關於此點，美國在統一商法典（UCC）已規定將來債權之移轉，在契約當時即移

轉，無須等待權利發生時始生效力；在擔保利益之取得上以完成權利公示方能對第三

人主張優先權的概念。日本對於擔保利益的取得亦以登記為必要制度。參考美國與日

本的立法和實際操作經驗，以智慧財產權本身或其權利金之證券化法制設計上，有必

要研究適當的登記制度和將來債權移轉公示之制度，藉此解決隔離破產風險、優先受

償順序和保護交易安全之問題，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對我國推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有相

當大的參考價值。 

第四點是關於實務配套措施的信用增強方法、鑑價制度和專業人士責任之問題。

因為智慧財產權的特質，其違約風險、法律風險（智慧財產權嗣候被撤銷）等無法以

傳統的契約責任分散，必須以外部的信用增強機制處理，此涉及到該證券的信用評

等，與證券利率、發行成本和發行價格息息相關，而且智慧財產權所產生的現金流量

如何妥善管理，亦需要服務機構和專業人士岀具鑑價報告、事前審查和持續查核監

督，以上相關的信用增強、信用評等、服務機構和會計、法律、鑑價人員可以統稱為

「證券化服務機構（人）」。這些服務機構在資產證券化扮演極重要的把關角色。 

雖然政府已經意識到無形資產鑑價規則和專業人員的重要性，卻忽略到服務機構

的法律責任和要件問題，因為該等人員若無法律責任的要求，極容易成為聽命於創始

機構的橡皮圖章，而無法達到專業人員層層把關以分散風險、保障投資人、維護金融

秩序之目的。監督和治理上述服務機構是一個原則，不過若法律僅規定專業人員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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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良管理人義務，對於問題並無幫助，也對專業人員和服務機構發展有害，因此本

研究的焦點在於研究專業人員需透過何種「程序」以及其工作內容符合哪些「準則」，

方可免除責任，希望對實務運作能提出具體而可預期的標準。 

相對於台灣在法制方面的問題，美國由於證券交易法規的彈性與新種金融商品的

不斷推陳出新，再加上相關法律與會計實務的隨時具移，使得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已經

在美國開花結果，更進一步的影響到日本。例如美國在會計制度方面就回應各界對於

無形資產價值的共識和呼聲，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公布的第一四一號、一四二號公報對於無形資產和商譽的
會計認列問題，就廢止無形資產必須攤銷的規定，修改為准許認列而不須攤銷之原

則，只要求業者每年必須經由一定程序來調整其實際價值，達到在財務報表上公平呈

現無形資產價值之目的。 

相較於美國積極的處理，我國對此的法律要件分析和會計處理原則需要加強，一

些制度性障礙，例如資產證券化的資訊不透明之關係人交易弊病、投資人無法正確認

識證券價值、操縱市場交易、提升呆帳風險而導致金融體制的破壞等等，實應儘速加

以修正解決。雖然我國的財團法人會計發展基金會在已在去年針對金融資產證券化公

布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然而關於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會計處理不能單純從一學

科角度出發，必須同時整合鑑價、會計、財務、法律、金融政策、政府監督等多重角

度加以調和。 

最後，關於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議題繁複，尚且涉及到創投環境、租稅優惠、金

融政策等議題，囿於資源有限，本論文擬先就外國案例經驗與我國可能法制模式與相

關法律問題為討論範圍。因此本論文主要目的，即是以建構我國智慧財產權產證券化

適宜法制為基礎，期能透過比較法和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的實例分析，不僅就政府

重點產業之籌資環境注入新活力，更希望能藉此健全我國金融市場，以提高我國企業

在國際市場的全球競爭能力與優勢。



 

 7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方法 

雖然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文獻尚未充分，但資產證券化之基本模式相通，美國與

日本之發展也是擴張原有的資產證券化版圖，我國未來要發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也

將本於現存法制為基礎而進行調整，是故金融資產與不動產證券化已累積之研究有相

當的助益，本文亦以其文獻為基礎。 

由於我國通過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與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之時間甚短，相關實務經

驗尚待累積，大多數文獻僅以不動產與金融資產證券化為討論對象，我國雖有學者意

識到智慧財產證券化的重要性，但針對智慧財產證券化進行研討的學術文獻尚不多

見，或僅簡單提到幾個案例，並未立基於我國現行法制如何加以適用深入討論16。 

本論文主要利用國內有關資產證券化之法規命令、書籍文獻、期刊雜誌等，第一

部分先擬出智慧財產權資產證券化之理論架構，第二部分進而針對美國、日本智慧財

產權證券化之法制與案例之相關文獻等資料，進行廣泛蒐集彙整與分析比較，第三部

分試圖整理出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基本架構模型，以及我國現行法對智慧財產權證券

化之修正建議，與相關實務操作面上所衍生投資人保護之問題。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本論文希冀達到以下目的： 

（一）從資產證券化基礎理論出發，針對智慧財產權權利本質與評價問題上的特殊性

加以檢視，建立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基礎理論體系、架構模式、種類與其優勢。 
（二）探究美國與日本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經驗，分析實際案例發展的經驗，找出智

慧財產權證券化成功因素，和實務案例的缺失與改進，找出未來適合發展證券

化的產業與智慧財產權類型。  
（三）剖析我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將來實際可能之問題，焦點放在法律制度的彈性與

修正，希冀提供未來我國制訂相關法規和實務配套措施之參考。 

                                                 
16 參見張茹蘭，生技產業與智財權證券化，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6卷第 1期，2003 年 1月，頁 88-98。
謝福源，智慧資產證券化與擔保融資之介紹，法律評論第 69卷第 4~6期合刊，2003 年 6月，頁 6-19。
張茹蘭文僅介紹大衛鮑伊案，認為關鍵在於克服技術鑑價和現金流量預期性之問題，建議以短期可成

熟之技術、穩定的應收帳款、多樣性的資產進行證券化。謝福源文著重在法律查核程序應注意事項，

上述兩篇均未針對我國現行法上需要調整之處為說明，是比較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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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IP securitization）雖有文獻以無形資產證券化稱之者17，但

本論文僅以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稱之，而不用無形資產證券化一詞，理由在於，首先智

慧財產權有狹義廣義之分，本研究採狹義的法律有明文保護之權利者為限，加上實際

案例目前僅止著作權、商標、專利或其授權契約權利金之證券化，尚未有其他無形資

產。有鑑於此，本研究之重點集中在智慧財產權之證券化，而不用及於其他無形資產

證券化。 

最廣義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以基礎資產種類為標準，包括以下三種： 

（一）智慧財產權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為智慧財產權本身，因此特殊目的機構對於

智慧財產權擁有全部權能，包括使用、處分、收益、授權、設質等，惟其管理

或處分需要在資產證券化計畫限制內。理論上在資產移轉當時，智慧財產權可

以無授權契約或商品化契約存在，不過該權利未來必須進行之商業化利用（例

如授權以收取權利金、相關之商品銷售）以產生現金流量來支付證券。實際上，

若智慧財產權完全沒有商品化或授權交易之歷史紀錄，無法客觀計算其價值及

收益率，風險極大，市場上接受程度有限。 

（二）智慧財產權債權證券化：以智慧財產權商品化所生的技術授權契約、加盟契約、

著作權授權契約等之對價（包括權利金與相關各種費用），而以權利金金錢債

權為大宗，本文以下所指權利金通常包括費用在內。此與前者不同的是，證券

化之對象資產為特定範圍之金錢債權而非智慧財產權。 

（三）附智慧財產權為擔保品之貸款債權證券化，指企業先以智慧財產權設質而向金

融機構借款，金融機構再將這些貸款債權（金融資產）組群並證券化，類似企

業貸款證券化，本質上屬於金融資產證券化之一種。 

第一種類型為最狹義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第二種本質上為債權證券化，在我國

現行法上應為金融資產證券化之範疇，不過由於授權契約權利金債權多屬將來債權，

以及智慧財產權之瑕疵擔保風險等特殊性，加上外國案例中常見以智慧財產權權利搭

配授權契約權利金為擔保品的方式，第二種類型實有單獨研究之必要性，因此本文所

指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亦包括在內。至於第三種類型在我國是金融資產證券化之範

圍，雖然此類型對於促進金融機構承辦智慧財產權融資擔保頗具意義，但偏向金融資

產證券化固有領域，而不涉及金融機構管理運用智慧財產權之問題，故不在本文探究

                                                 
17 林妤珊，無形資產證券化可行性之分析，臺灣大學管理學院商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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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內，特先敘明。 

第二項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實際案例，以及我國可能法制模式為發展為

主，因此本研究之架構如下： 

第一章：說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程序與架構範圍。 

第二章：首先定義智慧財產權並討論其權利性質之種種特殊性，這些特性將影響其證

券化之設計與風險。 

第三章：鑑於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基礎於資產證券化，故就美國資產證券化之架構與

組織為骨幹，輔以我國法規定為補充，介紹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套用資產證券

化下之輪廓。 

第四章：比較法研究，美國是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先河，故就美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

之市場規模先為介紹，並整理美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實例與文獻。而日本影

響我國資產證券化立法甚深，其近年來致力於智慧財產權融資與證券化有顯

著成效，因此本章亦對日本法制與實例作彙整與分析。 

第五章：針對我國資產證券化法制介紹與檢討，並整理我國已發行之案件。由於我國

資產證券化法制在真實買賣與特殊目的機構獨立性部分，基礎法制並未完

善，此為資產證券化法制固有問題，亦是發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必須克服之

障礙，故一併先在本章檢討。 

第六章：釐清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特殊法律問題，首先，得為基礎資產之權利範圍，

因既存權利與將來權利不同而有範圍和移轉時點差異，其次是基礎資產之權

利瑕疵與衝突，涉及民法權利瑕疵擔保機制不足，與無公示制度的權利衝突

和對抗第三人妥當性之疑問。實務配套機制部分，首先針對智慧財產權證券

化特殊風險，應強調公開揭露與律師法律意見之調查；針對實務最關心的智

慧財產權鑑價制度，需建立一套完整的鑑價規則、建設智慧財產權公開資訊

觀測站以及初期由國家保證鑑價結果方法，促進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發展；

最後在創始機構身兼服務機構時，短期而言，對於高度技術性和授權策略事

項，只能依賴創始機構對基礎資產的瞭解，但仍應注意如何防弊。 

第七章：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