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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智智慧慧財財產產權權證證券券化化之之基基礎礎理理論論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主要涉及兩大領域：智慧財產之管理運用以及資產證券化

之融資架構。事實上，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本質上是資產證券化之一種類型，在法

律規範、會計處理、稅務等有許多重疊之處，故要研究智慧財產權證券化，首先

必須瞭解資產證券化之基礎理論，然而智慧財產權這種財產權本身有特殊性，使

得其資產證券化產生法律和實務特別問題，此即為本論文之核心。 

資產證券化發端於一九七○年代美國有關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而近十年

於世界各地大為發展。由於資產證券化具有提高原資產權利人對該資產之流動能

力、改善資產負債表、快速取回資金等優點，得為證券化的資產範圍，從最初的

定期還本型的不動產抵押貸款債權，擴大到循環貸款的信用卡債權、學生貸款、

應收帳款以及不動產物權權利本身等等，事實上只要在未來可產生一定現金流量

的財產權均可適用資產證券化，因此學界便開始討論各種財產權（包括智慧財產

權）做為證券化資產對象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因智慧財產之特殊性，使其不容

易以傳統融資方式取得資金，但是智慧財產權商業化之收益又與日遽增，於是也

希望能利用資產證券化使其能充分發揮經濟價值。 

由於資產證券化此種金融手法可適用於各種財產權，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流

程和組織架構均奠基於一般資產證券化之架構，加上金融資產證券化和不動產證

券化相關法律多屬雷同，因此本論文在論述智慧財產證券化之之基本理論時，即

以資產證券化之學理與實務為骨幹，相關組織架構、實務運作流程、法制架構、

會計和稅務方面，均參考一般資產證券化文獻，惟本文與一般文獻不同的是補充

了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概念與我國現行法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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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意義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IP securitization）是將原本不易流動變現的智慧財產權，

利用「資產證券化」之組織與架構，轉換成單位化、小額化而容易流通的證券

（securities）形式，在金融市場上向投資人銷售以募集資金。就企業觀點而言，

是將能產生現金流量（既有或未來）的智慧財產權，例如專利權、商標權或著作

權，以資產證券化作為資金調度之方法，將智慧財產權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並且

發行證券。 

第一項  資產證券化之概說 

第一款  資產證券化之意義 

資產證券化，指金融中介機構將流動性較低的資產轉換為證券形式，再轉賣

給投資人，使得資金得以流通51。資產證券化是一九七 O 年代美國為解決住宅抵

押貸款金融機構之財務問題而新生的財務工具，基本概念是由有資金需求的企業

或金融機構（創始機構 originator），將其能產生現金流量但流動性較低的基礎資

產（underlying assets）中具有同質性的複數資產集合組成資產池（assets pool），
並且設立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entity，SPV或 SPE），由創始機
構將基礎資產轉讓給特殊目的機構，此資產轉讓程序稱為「資產分割」（assets 
partitioning），由特殊目的機構發行各種股票、公司債、商業本票或信託受益憑

證等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在市場透過承銷商公開募集
或私募向投資人（金融機構、共同基金、企業法人甚至個人）籌募資金52。 

最廣義概念的 ABS 應翻成何者，本文認為，由於擔保二字容易聯想到「有

擔保公司債」，但國外所得發行之 ABS除債券或商業本票外，尚包括股票或受益

憑證，因此不適合用資產擔保證券當作最上位概念。本文認為以中國大陸用語「資

產支持證券」或日本法用語「資產對應證券」較為適合，不過日本的資產對應證

券不包括信託受益證券，因此本文採取「資產支持證券」之用語。 

資產證券化之流程進行可分為五步驟，其與傳統貸款流程相比較可以下表格

                                                 
51 王文宇，金融資產證券化之法律架構與管制爭議，臺大法學論叢第 31卷第 2期，2002 年，頁

199。證券化（securitization）的意義或型態可分為傳統的「企業金融證券化」和「資產證券化」，

前者是企業以本身的信用發行有價證券，例如傳統的股票與公司債；後者指透過架構式融資的方

式，將資產群組後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再分為小額化之證券來發行之程序，後者才是本文所討論

的重心，以下若不特別指明，均指後者。 
52 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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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示之。最主要差異在於，「資產分割」流程可隔離創始機構破產的風險，與「信

用增強」等架構式融資（structured finance）53的機制來提高信用評等和增加市場

接受度，這二點是即資產證券化之特徵與優勢，投資人可以僅評估資產之品質與

未來收益，使債信不佳的創始機構也有機會以較佳之信用評等向資本市場獲取資

金54。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亦採用同樣流程。 

表格 3的五步驟可以整合成兩階段：資產分割階段與證券化階段，不過二者

不具有先後關係，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在討論資產證券化之組織設計與架構之形

成，後者則說明資產流動與證券發行之過程55，兩者所涉及的法律規範和關注點

也有差異。對法律人而言，比較著重的在於資產分割階段之特殊目的機構組織、

資產真實移轉、破產隔離等議題。 

表格 3：資產證券化流程與傳統貸款流程比較表 

傳統貸款流程 資產證券化流程  
貸款申請 
 
信用審核 
 
會計帳目 
 
放款資金 

創始（origination）：金融機構或企業將資產組群（pool） 
 
架構（structuring）：由創始機構將資產移轉與特殊目的機構，達到隔

離破產風險之目的 
信用加強和信用評等（credit enhancement & rating）： 

 

 

銷售和交易（sale/placement and trading）： 

 
服務（serving）：由服務機構按期收取本金利息，並分配給投資人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53 所謂架構式融資，是指藉由資產分割之調整，將原本資金需求者所有之金融資產其隔離，以

達到隔離資金需求者破產風險（bankruptcy remote）之目的，並且將能產生現金流量的資產將以

群組、包裝和重組為證券形式，以銷售給投資人達到迅速變現。正由於資產分割可以隔離資金需

求者的破產風險，投資人所看的是該資產本身的未來收益潛力，而無須擔憂資金需求者的信用，

因此可以安心投資，另一方面資金需求者可以證券籌資，因此美國學者在討論資產證券化是幾乎

將架構式融資當作是資產證券化的同義詞。參見王文宇，資產證券化法制之基本問題研析，新金

融法，2003 年 1月，頁 5-6。 
54 臧大年、謝哲勝、鄭惠佳合著，不動產抵押貸款債權證券化，翰蘆圖書出版，2000 年 1月，
頁 40。 
55 整理自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2—29至 2－31。 

以第三人保證、超額擔保、差價專戶、保險等方式降低

風險，並由獨立專業之信用評等機關審核評等 

由特殊目的機構發行證券，透過證券商公開募集或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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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資產證券化之發行架構 

由於美國資產證券化市場所發行的證券商品種類繁多，可為債券或信託受益

憑證等方式，使得資產支持證券（ABS）之意義與種類紛雜，國內對其翻譯或種

類亦有各種翻譯和解釋。探究原文，美國文獻傳統上是以發行架構與稅法為標

準，將 ABS 分為 Pass-through 架構與 Pay-through 架構二種，不過近來改用

Pass-through securities（過手證券）和 collateralized obligations（擔保債務憑證）
二詞亦屬常見56。 

為化繁為簡，本文仍採用 Pass-through 架構與 Pay-through 架構申論，並將

二者翻譯為「過手架構」與「轉付架構」，其最大差異在於證券發行形式與現金

流量支付。以下先將相關用語翻譯整理如表格 4： 

表格 4：Pass-through與 Pay-through架構之比較表 

        名詞 
翻譯 

ABS 過手架構：

Pass-through  
轉付架構：

Pay-through  
本論文 資產支持證券 持分權證券 報酬權證券 
我國金融資產證

券化條例草案 
金融資產證券

化證券 

債權讓與證券化證券 債權擔保證券化證券

我國金融資產證

券化條例 

資產擔保證券 信託受益證券 資產基礎證券 

中國大陸 資產支持證券 受益權益憑證 資產擔保證券 

現金流量分配  1、 一組證券 
2、 投資人按投資金

額之比例受分配 
3、 可劃分優先／次
順位證券 

1、 可發行多組債券

(不同到期日與利率) 
2、 投資人按票面利

率受分配 
3、 可劃分優先／次
順位證券 

備註  我國的受益證券應屬

此，但實際案例發行

多組證券，且投資人

按票面利率分配，與

報酬權證券相差無幾

我國的資產基礎證券

應屬此，但目前實務

上尚未發行此種證券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56 Daniel Singer, Securitization Basics, in ACCESSING CAPITAL MARKETS THROUGH SECURITIZATION 
13, 13-14 (Frank J. Fabozzi ed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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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ass-through過手架構 

指創始機構將資產組群出售（sale）給特殊目的機構（SPV），因美國當時
特殊的雙重課稅制度，為避免特殊目的機構被課營利事業所得稅，該特殊目的機

構需採取被動經營，以達到在稅法上被定位為讓與者信託（grantor trust），但也
為了符合稅法被動經營之要求，該架構僅得發行單組證券（single class）57。 

這種發行型態又稱之為出售架構（Sale Structure），因為資產分割的方式是
買賣（或信託），資產可以從創始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中移除，達到改善資產負債

表的好處58，但是此時處分資產需認列處分資產利得或損失。本架構所發行之有

價證券，所表彰之權利為一部份、不可分之利益（fractional, undivided interest），
具有股權性質，如同公司之股票或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行之受益憑證，一般稱為

持分權證券（過手證券 Pass-through Securities，PTS或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59。 

圖 3：持分權證券（PTS）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57 LAMIA OBAY, FINACIAL INNOVA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CASE OF ASSET 
SECURITIZATION 72 (2000). 
58 陳尹章，金融資產證券化架構之研究，台北大學法學系碩士論文，2002 年 2月，頁 49-50。 
59 有學者將特殊目的信託所發行的信託受益權證券另外區成為一類，稱為「資產群組證券化」

（securitization by pooling），參見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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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架構下，特殊目的機構僅係利益之傳輸（Pass-through）導管，其功能
僅為消極的稅務工具，本身不能從事重新投資現金或購買額資產之積極性投資行

為60。雖然本架構可以節稅，但缺點是僅能發行一組證券61，借款人每月之本息

攤還或提前清償金額均全數轉給投資人，因此提前清償風險與再投資風險

（reinvestment risk）完全轉嫁給投資人負擔。因此不能符合市場需求，後來即有

Pay-through架構之出現。 

另外本文要澄清二點。首先，許多文獻在 pass-through的資產分割階段之處
分行為，將 sale翻譯成買賣或出售，不過從我國法概念應包括將資產「信託」給

信託機構的信託行為，故 sale一詞並非單指法律上之買賣契約，應翻譯成「交易」

比較妥當。另外，有學者稱持分權證券為所有權證券，資產所有權人屬於購買證

券之投資人62，本文認為需進一步說明，信託財產在學理上有所謂「名義所有權

為受託人所有，而實質所有人為受益人」之特色63，由於投資人為信託受益憑證

券之受益人，故可認為投資人為經濟利益上的實質所有權人，但基礎資產在名義

或登記簿之所有權人仍非投資人，「資產所有權人屬於購買證券之投資人」一句

可能會造成誤解，故特為說明。 

二、Pay-through轉付架構 

在轉付架構下，特殊目的機構（公司或信託）發行多組證券（multiple 
classes），有不同到期日與票面利率，意即現金流量被重新安排並分配給不同債

券之投資人，由於該證券表彰的是發行機構（即 SPV）之負債，這種架構又稱為
負債架構（debt structure）64。與 Pass-through過手架構不同的是，轉付架構發行

之證券所表彰權利僅是債權（debt interest）。本架構所發行之證券稱為報酬權證

券（Pay-through Bond/ Securities/ certificate，簡稱 PTC）65、抵押擔保債券或資產

擔保償付債券66。 

 

                                                 
60 JANET M. TAVAKOLI,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AND STRUCTURED FINANCE 77 (2003). 
61 不過仍可劃分優先／次順位證券（senior/subordinate security classes）。所謂優先／次順位證券
僅在吸收壞帳損失時有優先順序，而對於信託資產現金流量的請求權，則是按照占投資額的份額

（Pro Rata）比例分配，參見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27和頁 209，註 2。 
62 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1—10。 
63 英美法將信託財產所有權分割為 legal title和 equitable title，中文通常翻譯成名義上所有權和
實質上所有權，但我國信託法不採如此區分，而是直接讓受託人取得信託財產所有權，受益人則

取得信託受益權的信託利益，因此在我國法下受益人並不享有所有權。參見方嘉麟，信託法之理

論與實務，元照出版，2003 年 3月，頁 43，註 9與頁 44。 
64 何思湘，金融資產證券化概說與法制初探（上），2002 年 8月，網址
http://www.sfc.gov.tw/reference/magazine/9108/Ss1.htm（瀏覽日期 2004.5.4）。 
65 有認為 pay-through是權利所有人將債權轉讓給特殊目的機構，而由特殊目的機構發行債券，

參見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1—13。 
66 王志誠，金融資產證券化－立法原理與比較法制，五南圖書出版，2003 年 3月初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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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報酬權債券（PTC）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本架構的優勢即在於可以發行多組證券，增加投資選擇，但也因此不符合稅

法上消極管理之要件，因此在資產移轉階段需繳法人營業所得稅，而分配與受益

人時需再課受益人所得稅，造成雙重課稅的負擔。為此，美國實務解決方式是特

殊目的公司發行報酬權債券，雖然其為可課稅個體，但其利息收入大多以公司債

券利息支付出去，即可達到抵免課稅所得之目的。但其缺點是 SPV 是創始機構
完全出資之子公司，使得該資產與債券需留在創始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上合併申

報，而無法美化財報67。為了處理上述問題，必須設立兩個特殊目的機構，由第

一個特殊目的機構（SPV A）將資產再信託給第二個特殊目的機構（SPV B），此
種信託稱為業主信託（owner trust），用來隔離破產風險，且業主信託在稅法上非

屬法人而為合夥型態，無須課稅68。 

第三款  資產證券化之商品種類 

    資產證券化證券商品之種類與其基礎資產有關，在美國得證券化之資產種類

                                                 
67 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385。 
68 整理自蔡青蓉，我國與美日兩國金融資產證券化制度之比較研究－兼論該制度對我國金融市

場之影響，臺灣大學財務金融所碩士論文，2003 年 1月，頁 41。 

貸款人 

SPV
（發行機構）

證券商 

投資人 
‧多組證券 
‧優先／次順位債券 

貸款債權 

發行證券

認購價款

本金利息 

出
售
資
產 

認
購
價
款

價
金

承
銷
Ｐ
Ｔ
Ｃ 

創始機構
（兼服務機構）

認
購
價
款

價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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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汽車貸款、信用卡債權和消費性借款應收帳款、商業應收帳款、設備租賃債

權、汽車租賃債權、房租、學生貸款、住宅權益貸款、成屋貸款（manufactured 
housing loans）、租稅收益、香菸侵權案和解金（tobacco settlement revenues）、加
盟金、融資契約、彩券收益、巨災證券、智慧財產權權利金、電影發行經銷收益、

分時享有契約（timesharing，我國通稱為渡假村契約）69等等，種類繁多。 

與房屋貸款有關的商品，例如最早出現的MBS（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房貸基礎證券，或稱不動產抵押貸款基礎證券）的基礎資產為附有抵押權為擔保

之房屋貸款債權、HELBS（home equity loans backed securities，住宅權益貸款支

持證券）之基礎資產也為房屋貸款，不過通常指第二順位房貸之部分。至於 RMBS
則是我國最近住宅房貸擔保受益證券出現的新詞，用來與商業不動產資產證券化

（CMBS）為區分。 

與金融資產有關的商品，除狹義的 ABS 外，也有 ABCP（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資產支持商業本票），CBO（collateralized bonds obligation，擔
保債權憑證）的基礎資產為一群債券，例如高收益債券、新興市場公司債或其他

次順位證券，而 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擔保貸款憑證，但現通稱企
業抵押貸款證券）的基礎資產為一群貸款，特別指企業貸款（corporate loans）
部分，而 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擔保債務憑證）的基礎資產則包括
貸款、債券和資產基礎證券。上述商品出現在九十年代中期，有套利型與資產管

理型之區分70。 

第四款  資產支持證券之法律性質 

資產證券化作為一個創新的企業籌資工具，特殊目的機構以基礎資產為並且

發行各種型態的資產支持證券71，是以特定的資產為企業融資工具，非以發行機

構（SPV）之財產或信用為擔保，因此證券之性質、種類與傳統的有價證券有重

要差異，其是否為證券交易法上的有價證券、募集發行之法律依據、發行公司（特

殊目的機構）是否受證券交易法之規範，均屬重要。 

首先，資產支持證券是否為各國證券交易法上有價證券，因各國法規寬鬆不

同。美國法對證券定義非常寬鬆，至於日本與我國則需透過修法納入，以解決其

公開發行與流通性之問題。有價證券依其性質，又可分為貨幣性證券（例如票據

法上之票據、短期票券72）、財貨性證券（載貨證券、倉單）和資本性證券（例

                                                 
69 資料來源，參見標準普爾公司 2004 年 4月公布的「美國架構式融資交易法律標準（Legal criteria 
for U.S. Structured Finance Transactions）」，下載網址
www.standandpoors.com/rating/structuredfinance（瀏覽日期 2004.6.15）。 
70 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366。 
71 有稱「資產證券商品」者，參見姚正吾，論資產證券商品之法律性質，全國律師，2001 年 11
月，頁 31。 
72 短期票券，指期限在一年級以內之短期債務憑證，包括國庫券、可轉讓銀行定期存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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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法上之股票、公司債券）等三種，至於證券交易法上之有價證券，學者通

說認為僅限於資本性證券73，並具有投資性、書面性、可轉讓性與公開性等四特

徵74。資產支持證券既然是企業向大眾融資的方法，自然應將其募集、發行與買

賣納入證券交易法，因此我國法明文規定其為證券交易法上之有價證券，且依期

間之長短，分為有價證券與短期票券二種（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七、不動產證券

化條例七）。 

另外，資本性證券依其發行方式，又可分為權益型證券（equity，指將增加
公司股東權益者，例如股票）、債券型證券（bond，指將使發行者之債務增加，

例如公司債）或混合型（例如可轉換公司債及新股認購權證）75。短期票券之性

質為債券型證券，故無疑問，但是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所規定的資產基礎證

券和受益證券性質為何者，並不明確。其區別實益在於二者的會計處理、租稅負

擔、募集發行之條件與程式、發行公司負債比例之計算、投資人收取利息、投資

人可否取回本息、證券可否約定票面利率、收買請求權部分76，均有所不同。以

下針對我國現在可以發行的資產基礎證券與受益證券一併討論之。 

一、我國法的資產基礎證券 

我國法上特殊目的公司所發行的資產基礎證券應屬債券型證券無疑77，一方

面因我國規定特殊目的公司資本僅十萬元，股東僅以一人為限且原則上不得轉讓

股份（金融資產證券化五四Ⅰ、六○），使得特殊目的公司無從發行股票型態的

資產支持證券78。另一方面從公司債之經濟與法律意義來看，公司債是股份有限

公司所發行而向一般大眾舉借長期貸款的有價證券，發行公司因此負擔對於債權

人之義務為於指定期日無條件支付利息和償還本金79。同樣地，資產基礎證券係

創始機構為籌措企業長期資金之經濟性目的，將其所需資金小額化和有價證券

                                                                                                                                            
及公營事業機構發型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等四種（票券金融管理法 41），其
本質屬於貨幣性證券。 
73 資本性證券表彰對於資本之權利，可藉以繼續要求利益之分派或支付利息，故可以為投資對

象，但是貨幣性證券或財物性證券則不可為投資對象。參見賴源河，證券管理法規，2002 年，

頁 27-28、30。 
74 參見姚正吾，前揭註 71，頁 33-34。其中書面性一點，因為我國已承認無實體發行（證交法 6
Ⅲ），故不再為判斷證券交易法上有價證券之要件。 
75 陳裕文，金融資產證券化之研究，輔仁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8月，頁 109。 
76 關於資產證券化中投資人之收買請求權立法理由與檢討，詳參李成、卓俊雄合著，資產證券

化中反對受益人收買請求權之探討，台灣金融財務季刊第 5輯第 1期，2004 年 3月，頁 13以下。 
77 同見解參見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108。陳裕文，前揭註 75，頁 113。李成合著，同前註，

頁 23以下。 
78 其立法理由不得而知，從學者文獻，或可推論為觀諸美國實務經驗，所創新的金融商品其至

性質絕大多數為債券型證券，因此才有股東一人為限、原則上不得轉讓他人，且買賣按公司債之

稅率課徵證券交易稅等規定，參見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108。但本文以為，此造成我國特殊目
的公司比美國或日本缺少發行股票之選擇項目，是否妥適，值得研究。 
79 整理自廖大穎，論公司債制度－從修正證券交易法的觀點檢討現行公司債制度，元照出版，

2003 年 3月初版，頁 26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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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差別僅在發行主體為特殊目的公司而非創始機構，多了一道隔離破產風險

之設計，而不影響其為有擔保公司債之本質。從資產基礎證券必須載明票面利率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七五Ⅰ）、買賣按公司債之稅率課徵證券交易稅（金融資

產證券化條例一○一準用三九）等規定，亦可輔助判斷立法者將其定位為債券型

證券。不過，美國或日本之特殊目的公司可發行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或新股認購

權證等，端視其需求而定，故我國現行法較外國狹窄，有再修正擴大的空間。 

資產基礎證券本質雖為公司債，其創新之處在於債券現金流量的來源僅來自

於基礎資產組群，而不像一般公司以其信用發行有擔保公司債時，係以總財產做

為債券投資人之總擔保80。理論上企業可以傳統發行股票或有擔保公司債的方式

來進行資產證券化，但是一方面有公司法或證券交易法發行關於發行總額與要件

等相關限制81，使得投入成本高之產業或中小企業無法順利取得資金；一方面，

創始機構固然可以成立新公司方式進行證券化，達到利潤和風險獨立，而公司股

份表彰基礎資產相關權利，但是設立新公司有其組織費用、人事成本與稅務等成

本，最重要的是，投資人同時負擔新公司其他的營運風險（例如關係企業間所為

的資產移轉可能有非常規交易之疑慮），無法達到隔離破產風險而提高證券信用

評等之目的，因此必須使用特殊目的機構為導管體。 

為方便對照，試將資產基礎證券與有擔保公司債之差異整理如下表格 5：

                                                 
80 有擔保公司債之擔保品的收益仍屬創始機構可自由運用的資產，投資人無法對該擔保品之收

益有直接之權利，僅公司違約時在強制執行程序上對擔保品換價金額有優先受償之地位而已。因

此發行公司本身財務及債信狀況是否健全甚為重要，故我國公司法對於公司債之發行條件均有所

限制（公司法 294、250、269等）。 
81 關於公司債發行限額的立法基礎，一般認為在於穩固企業經營而防止公司濫行舉債，以保護

債權人，限制公司債的發行總額不得逾越公司扣除負債的資產淨值，尤其是涉及向大眾籌資的募

集與發行時，故公司法採事前防弊政策。不過學者批評，此立意雖佳，但公司法並無其他規定限

制公司舉債行為，此得公司法第 247條規定無法落實，例如公司以其他方法舉債，或財務狀況可

能在公司債權存續期間發生變動而減少，則限制公司債發行額度，實無任何意義，並主張在信用

評等公司出現後，藉由專業人士提供資訊服務與資訊揭露之後，投資人自行判斷投資公司債券之

風險，應進而鬆綁行政干預，回歸尊重市場自我調節之功能，而廢除公司債發行限額之規定。整

理自廖大穎，前揭註 79，頁 277，3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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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資產基礎證券與有擔保公司債之比較表 

 資產基礎證券 有擔保公司債 

法源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公司法 

發行機構 特殊目的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擔保基礎 1.特定的基礎資產（資產池）  
2.著重在資產本身品質，以及破
產隔離 

1.公司總財產（信用） 
2.著重發行公司之財務狀況、獲

利能力與債信是否健全 
投資人求

償之範圍 

就特殊目的公司所受讓資產或其

所生之利益、孳息或其他收益，

除依資產證券化計畫所載之借入

款項外，有優先於特殊目的公司

之其他債權人及股東受償之權利

（八一Ⅰ） 

對於作為擔保品之資產有優先受

償權，不足清償時亦可對公司其

他資產求償 

設立要件 許可主義（五六Ⅰ） 
1.僅得有一人股東（五四），  
2.最低實收資本額十萬元82 

準則主義 
1.股東可為一人法人， 
2.最低實收資本額一百萬元83 

股東之權

利義務 

1.股份不得分次發行（五九） 
2.股份原則上不得轉讓（六○） 
3.排除特別股、股份之共有、股
票發行、製作與過戶、股東名簿

等規定（六○） 

1.有授權資本制與募集設立 
2.股份原則上得自由轉讓 

組織 簡化（閉鎖型公司） 
1.無股東會（六二） 
2.董事最多三人，董事之消極資
格有特別限制（六三） 
3.監察人最多三人（六八） 
4.排除規定（六七、七一） 

較複雜 
1.有股東會 
2.董事至少三人（公一九二） 
3.監察人，公開發行公司至少二

人（公二一六） 

監督機構 應選任監督機構（七七） 公司債受託人（公二五五Ⅱ） 

公司業務 1.資產證券化計畫之申報生效 
2.不得兼營其他業務（八六） 
3.閒置資金之運用範圍（八七）

與借入款之限制（八八） 
4.不得為保證或背書（八九） 
5.負責人禁止為經紀居間行為

1.營運依章程或董事會決議 
2.業務範圍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
章程外，不受限制（公十八） 
3.轉投資（公十三） 
4.原則上不得為保證人（公十

六），但可為票據背書 

                                                 
82 特殊目的公司設立及許可準則第 2條，財政部 2002.10.22台財融（四）字第 0914000933號令。 
83 經濟部頒布之「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最低資本額標準」第 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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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資產移轉

與管理 

1.真實買賣之規定（八三） 
2.應委由服務機構執行管理及處

分資產，除信託受益權外（八四

Ⅰ） 
3.由監督機構轉交收益（八四Ⅲ）

 

會計 1.設置帳簿與編制書表（九一） 
2.編製營業報告書及財物報告
（九二），排除公司法三六九之十

二編制關係企業三書表 
3.公開招募之申報與公告84 

公司法第五章第六節之規定 

特殊目的

公司之變

更、解散

與清算 

1.章程變更：主管機關許可（九

五） 
2.將解散事由統一立法（九六） 
3.清算後剩餘利益分派（九八） 

1.章程變更：股東會決議（公二

七七） 
2.解散事由分散（公九、十、三
一五） 
3.清算後剩餘利益分配順序（公

三三○） 
信用增強

方式 

1.公開發行時強制信用評等（一

○二） 
2.較多種，可以信用保險、超額
資產、更換部分資產或其他方式

（一○三） 

擔保品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二、我國法的受益證券 

受益證券之簡單定義，即特殊目的信託之受託機構依證券化計畫所發行，表

彰受益人享有之受益權持分之權利憑證（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四）。也就是將信

託受益權轉換成有價證券型態的受益證券，而在資本市場公開發行。 

關於受益權的種類，學理上可為量的分割與質的分割，前者指不變更權利內

容而按投資金額比例分割為持分單位，後者指就同一信託財產所生內容設有不同

種類之受益權，例如優先與次順位受益權、本金與利息受益權85、一般受益權與

                                                 
84 財政部證期會 2002.12.31台財證（四）字第 0910165787號公告。 
85 吳小燕，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有關特殊目的信託之研究，中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4 年 1月，頁 86。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並於第 10條第 4款（二）明示，受益證券為針對種類、

本金持分、收益持分、受償順位及期間為各種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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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值受益權86、權益型與債券型受益權87。 

至於我國法的信託受益證券之法律性質，文獻上有採「債券型證券」者，認

為我國法制沒有美國稅法上的考量，條例中亦無限制過手或轉付架構，原則上證

券發行應為債券型證券，不過其也承認殘值受益人或次順位證券有無股權性質，

仍有爭議88。有偏向「權益型與債券型證券混合」者，認為信託受益證券表彰的

是信託財產之「受益權持分」，近似於權益型證券，至於投資人得「定期」收取

信託財產分配，又具有債券型證券之性質89。亦有採「受益憑證與公司債券之綜

合體」者，認為受益證券和目前臺灣證券交易所之封閉式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

憑證上市審查準則形式較為接近，且就日後證券化之現金流程架構，日後在固定

期間投資人可收回本金及利息，與目前之公司債券類似90。有認為受益證券可為

權益型、債券型或兼具二者性質，端視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為斷，如果受益人有

承擔經營風險者，則為權益型證券91。 

本文贊同最後一種看法，並認為權益證券和債券證券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投資

人是否承擔經營風險，前者投資人之投資利潤不確定，除非請求收買或賣出證券

否則無法取回資金；後者投資人則可依約收取利息和取回本金，且其對享有優先

於權益投資人受償之地位。若信託受益證券不保證收益率，則與公司股票相似應

為權益證券；但若約定票面利率者，受益人可依照資產證券化計畫內特殊目的信

託契約所載發行條件，到期向發行機構請求給付受益證券的利息與償還原本，實

與公司債債權人相同92，則應屬債券。目前我國實際案例，無論是金融資產或房

貸證券化，均可發行「不同票面利率與期間」的受益證券，顯然主管機關在核准

時亦肯定受益證券得約定票面利率93，因此應屬於債券之性質。 

因此，「債券型受益證券」指投資人依信託契約之利率與期限收取利息與本

                                                 
86 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一般受益權指的是信託受益證券，至於殘值受益人是待待全部受益

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清償後，如資產池有剩餘財產時，得依資產證券化計畫參與分配之權利（金

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4Ⅰ9、15Ⅱ），惟殘值受益權不以受益證券表彰其權利（同法 18）。 
87 學者認為，參照日本資產流動化法第 169 條第 4 款之規定，受益權尚可為分為權益型受益權

和債券型受益權，後者指受益人僅能依特殊目的信託契約，就信託財產所生收益之一定金額享有

信託利益，而不能主張配發信託財產之本金，參見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47。 
88 劉萬基，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受託機構地位之分析，台灣金融財務季刊第 4 輯第 4 期，2003
年 12月，頁 42、頁 54，註 7。 
89 姚正吾，前揭註 71，頁 35。陳裕文，前揭註 75，頁 109。 
90 林蒼祥主持，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公開招募之規範研究，委託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2002 年 5 月，頁 129。 
91 李成合著，前揭註 76，頁 21。 
92 學者均肯定，公司債債權人得依公司債應募上所載之利率、償還方法與期限，到期向發行公

司請求給付利息，參見廖大穎，前揭註 79，頁 216。 
93 例如台灣工銀第二件企業貸款債權信託受益證券，優先順位證券票面利率為 2.8％。第一商業
銀行九十二年房地產抵押放款債權信託發行逐月付息三組之受益證券，其利息為指數型房貸指數

利率加上各級受評受益證券的個別加碼，不過台新銀行所發行的「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信託

2004─1」受益證券則沒有票面利率。我國目前已發行八件案例之基本資料，詳參本文第 5章第 1
節第 3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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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而對於基礎資產超額利潤部分無請求分派之權，而「權益型受益證券」恰好

相反，僅表彰者投資人按照比例對信託財產收益的次順序受益權，因此在一個資

產證券化計畫中，可同時發行債券型受益證券（有票面利率且優先受償）與權益

型受益證券（無票面利率且受償順序在債券型之後），類似公司債與股票之關係。 

但有疑義的是，我國法是否准許受益證券約定票面利率。從法條文義解釋看

來，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十條並未像同法第七十四條明訂「票面利率」，況且

信託業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信託業不得承諾擔保本金或最低收益率」94，若受

託機構發行約定票面利率的受益證券，似有擔保最低收益率之嫌。惟本文以為，

債券型受益證券乃金融商品自由化與市場需求之必然結果95，基於下列五點理

由，肯定其合法性： 

（一）票面利率僅為收益持分之分配順序與範圍：信託業法第三十一條所禁止擔

保者，指信託業不得對受益人負有依約給付本金或最低收益率之義務。而

受益證券之票面利率，僅表示受益人之收益持分（受益人得向信託財產請

求分配收益之順序與範圍），並非發行機構的信託業者負有擔保或保證義

務，因此並不違反信託業法之規定。 

    　 　 受益證券票面利率在預估平均收益率之限度內，則票面利率為決定各

種受益證券彼此間受償順位的輔助工具，也就是以票面利率決定各種證券

當期可受分配之總額，先依票面利率分配給最優先順位，若有剩餘即依序

計算分配給下一順位證券96。  

（二）市場性之考量：有票面利率的商品便利投資人估算其報酬率和增加投資意

願，且資產信託計畫需揭露信託財產的平均收益率（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十、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三一預期收益），只要票面利率在此範圍內即不違

反信託計畫。 

（三）金融創新的需求：受益權在有關質的切割部分，學者與法律均已承認優先

次順位、本金利息之區分，因此採用票面利率亦是增加其金融商品種類的

方法，可以創造多元商品提供不同風險偏好的投資人選擇。 

（四）比較法之參考：美國最初限制過手架構不能發行多組債券乃因稅法消極經

營的限制，嗣後為因應實務上受益證券得約定票面利率的需求，乃修法使

                                                 
94 信託業法第 31 條之立法理由：「信託之本旨係由委託人自負盈虧，與存款之性質有別，為避

免信託業變相吸收存款或經營其他財產，爰明定禁止其辦理擔保本金或最低收益率之信託，而僅

得辦理不擔保本金且不擔保最低收益之信託。」 
95 論者肯定受益證券可為不同種類與期間之設計，完全由當事人自行發揮設計構想，可以促進

受益證券的規格化和流通性。參見吳小燕，前揭註 85，頁 87。 
96 此處的次順位證券，指的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16條第 1項第 7款所稱的受益證券「受

償順序」，與一般的優先／次順位證券指信託財產損失的吸收順位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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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可以發行多種不同到期日與利率的債券，本身亦不課稅97。 

（五）風險性已合理控管：或有擔心票面利率約定將增加每期現金流量之負擔而

提高違約風險，然而此為商品設計時財務精算之問題，我國法已透過主管

機關審核、信託計畫資訊揭露、專業人員查核以及信用評等種種把關，只

要票面利率在信託資產平均收益率範圍之內，應無增加風險之必然性。  

第二項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參與者與效益 

第一款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參與者 

整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參與者與傳統金融不同，資產證券化過程將金融機

構的傳統角色分解成許多專業功能，並且運用此種功能將原本金融機構所承擔的

風險加以分散。因為智慧財產證券化之參與者與資產證券化大致相同，因此，故

本文先以美國法概念文基礎，介紹一般資產證券化之參與者與其功能，輔以我國

現行法之規定，最後加上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特有部分。 

一、債務人或被授權人 

在一般金融資產證券化案件中，證券之現金流量來源來自於貸款之借款人

（Borrower），其向金融機構借款而形成金錢債權（無論有無擔保），其為真正負

責償還本金利息之人，借款人本身的違約風險與提前償還風險會決定證券的最後

績效。在不動產證券化中，現金流量之來源則來自於不動產管理出租契約之債務

人，至於在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則是來自於智慧財產權商品化後之契約債務人或

被授權人（Licensor）。 

二、架構設計者（Arranger） 

架構設計直者又稱主辦人（顧問）、規劃機構或安排者，即扮演對創始機構

提供基礎資產估價與出售分析、發行證券架構分析與商品定價、服務系統分析等

財務規劃與諮詢服務之角色。由於證券化係彙集所有金融技術之大成，牽涉到許

多法律、會計、財稅、租稅等專門知識，因此擔任建構證券化之設計者，通常是

擁有專業知識之投資銀行或證券公司，並搭配其他專業人士出具意見書和評估。 

目前我國資產證券化之案件，幾乎都有國外有經驗的安排機構之參與，例如

                                                 
97 法源依據為 1986 年不動產房貸投資管道（real estate mortgage investment conduits，REMIC）
法與 1997 年金融資產證券化投資信託（financial asset investment trust，FASIT）法。參見劉萬基，

前揭註 8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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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銀第一件的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商品，即由法國興業銀行為主辦銀行，資

誠和勤業擔任會計顧問、普華國際財務公司擔任財務顧問、致遠會計事務所擔任

財稅顧問、正源法律事務所擔任法律顧問。 

三、創始機構（Originator） 

創始機構即原本放款之金融機構或擁有智慧財產權之商業組織，其係資金之

需求者，將其所持有之金錢債權、不動產或智慧財產權等，以買賣或信託移轉給

證券發行者（特殊目的機構），向投資大眾發行證券而籌措資金。 

依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四條第一項之定義，創始機構可為金融機構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財政部核准之機構，因此財政部於二○○三年六月二十日以台財

融（四）字第 0928010999 號令98，明確將創始機構之範圍擴張至金融機構以外

之機構，例如國內半導體通路商「世平興業公司」即以該公司應收帳款為對象資

產，發行規模約新台幣二十億元的證券化商品，另外財政部亦表示台北市等公法

人亦可成為創始機構99。因此，智慧財產權人應可利用現行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將有關授權契約權利金、特許權收入等應收帳款證券化，只要財政部核准，不過

智慧財產權資產證券化目前仍無法源依據。 

四、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 

特殊目的機構（會計上稱為特殊目的個體 special purpose entity，SPE）為繼
受基礎資產移轉之受讓人，並為作為發行資產支持證券之導管100。其能經營之業

務項目，只限於為資產證券化有關者，亦即證券化商品之發行及收購原債權人所

出售之資產兩項。其作用一方面可以隔離原債務人本身之信用及破產風險，使投

資人獲得較多之保障；另一方面透過將證券化標的資產與債權人隔絕之機制，可

以使得該資產獲得較佳之信用評等。 

其組織形式，大致來說包括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SPC）、

                                                 
98 該令明訂金融機構以外之機構，只要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發行經財政部核准或申報生

效，並且該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其等級，即得為金融資

產證券化條例之創始機構。 
99 參見原財政部金融局新聞稿，臺北市政府得為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之創始機構，2003 年 7月
16日，網址 
http://www.gov.tw/PUBLIC/view.php3?id=30194&sub=52&main=GOVNEWS（瀏覽日期 2004.7.1）。  
100 導管（vehicle），亦有稱為媒介（conduit）或導管體，由於特殊目的機構僅扮演創始機構與投
資人間之中介角色，主要功能在隔離創始機構之破產風險，使證券發行後不致受到創始機構債權

人之追索而影響投資人權益，原則上特殊目的機構不從事積極性之管理投資，故稱其為「導管」

來指稱其特殊性質。然而，在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中，受託機構對於基礎資產之管理與運用卻是現

金流量的來源，更應重視特殊目的機構之積極管理能力，以有效管理風險，此特殊性影響了傳統

對於特殊目的機構之組織設計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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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目的信託（special purpose trust，SPT）和合夥（partnership）三種101，日本

甚至可利用其民法一般合夥或商法上的隱名合夥方式，美國與日本也都肯定可用

採共同基金的進行不動產證券化（REIT）。至於應該採取何種商業組織模式，通
常考量是租稅負擔與法制彈性，美國因有雙重課稅的問題，所以合夥制度成為受

歡迎的組織架構之一102，而資產證券化採用不同信託架構亦有避免重複課稅的優

點，亦有在海外免稅天堂設立特殊目的公司以爭取租稅待遇103，但也因為各國租

稅環境不同，不同國家所採用的模式未必適合直接比較。 

由於特殊目的機構係以導管之目的而創設，大部分係創始機構或證券承銷商

之子公司，亦可由第三人設立，但由創始機構出資設立者依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

員會 FASB第一二五號公報應合併財務報表，此時為了加強破產隔離以及發行成

本之考量，美國發展出兩層次架構（two-steps），例如兩層特殊目的公司結構104，

實務上多以一層（one-tier）或多層（multiple-tier）指稱。設立特殊目的機構的目

的在於資產分割後以其受讓資產，因此最常被討論的，即資產分割時的真實買

賣，以及特殊目的機構獨立性的問題。 

關於前者涉及會計上如何清楚區別資產移轉係屬「買賣」或「附擔保借款」
105，以及資產移轉行為是否有效無瑕疵之問題，容待之後討論。至於特殊目的機

構之獨立性確保部分，主要為了達到破產隔離之要求，及避免特殊目的機構淪創

始機構財務操弄的工具，對此美國實務上透過獨立董事制度與避免破產法上實質

合併的方式106（詳見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日本主要是透過股份表決權之信託、

會計監察人之設置（資產流動化法八五）、以及透過中間法人制度創立 SPV等方
法達到獨立性之要求。 

至於我國，則規定特殊目的公司需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以經營金融資產證

券化業務為限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且股份不得轉讓（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五

四、六○）；特殊目的信託則必須以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並經主管機關認可之

                                                 
101 王文宇，資產證券化的意義、基本型態與相關的法律問題，金融法，元照出版，2001 年，頁

11以下。 
102 闕光威，資訊時代商業組織法的新風貌－從虛擬組織的發展談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
碩論文，2002 年，頁 34。 
103 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27。 
104 蓋華英、古湘儀合著，「資產證券化專題」導讀－兼談資產證券化法制引進，全國律師第 11
月號，2001 年 11月，頁 5。 
105 美國 FAS 140公報提出三種條件：（1）資產之隔離（isolation of assets），（2） 資產受讓人為
QSPE（qualified special purpose entity），（3）資產之轉讓人對資產不得有實質控制。符合上述三

要件，則創始機構會計帳冊可記載為買賣（sale），否則應記載為附擔保借款（secured borrowing），
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2—18至 2－19。 
106 美國破產法上實質合併（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指美國破產法院依衡平法，有權將創始
機構和特殊目的機構之資產負債表合併，也就是無視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構為不同法律主體之

事實，將特殊目的機構之資產併入創始機構之破產財團，或是創始機構債權人主張特殊目的機構

為創始機構之關係人（an alter ego）而主張州法的揭穿公司面紗原則，否定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

主體性而直接對創始機構之債務負責。整理自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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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評等機構達一定等級以上者為限（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四）。 

至於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採取特殊目的信託與特殊目的公司雙軌制，不動產

證券化條例則僅採信託架構。有趣的是，目前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所有案件均採

信託制而不採公司制，或許是因為特殊目的公司法制與一般公司相差甚遠，操作

起來不容易，且直接利用信託方式就可達到破產隔離的風險，加上我國實務的信

託受益證券可區分不同到期日與票面利率，與資產基礎證券相差無幾。若此，則

特殊目的公司在我國資產證券化法制上的意義，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五、信用增強機構（Credit Enhancer） 

所謂信用增強，指減輕證券信用風險的手段，以提升證券商品的信用等級，

促進發行利率下降以及提高證券的流通性。。從事信用增強的機構可為創始機構

本身或第三者，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一百零三條則提到五種信用增強方

式，即由創始機構或金融機構擔保、信用保險、超額資產、更換部分資產或其他

方式107。其中以內部加強信用之方式通常有以下幾種108： 

1、優先／次順位證券（senior/subordinate security classes）：此兩種證券之區別僅

在吸收壞帳損失時有優先順序，兩者對基礎資產現金流量均有請求權，按照

投資份額（Pro Rata）比例分配109，此種區分法又稱為「信用分組」，而與到

期日分組有所不同。此為最常見的方法，通常創始機構會持有次順位證券來

加強投資人信心。 

2、提列準備金（cash reserve funds，或稱 reserve account備償帳戶）：以提撥定
額基金以因應資產支持證券可能發生的現金流量不足問題。例如價差帳戶

（spread account或稱利差帳戶），指將資產組群年收益利率和證券票面利率

之差額，扣除服務費用之後存入該帳戶內，用以吸收資產群組中的壞帳損失

或信用增強之手續費，又稱超額利差帳戶（excess serving spread accounts）。
目前我國的資產證券化案件，最普遍的信用增強方法即創始機構持有次順位

受益證券和提撥準備金。 

3、超額擔保（over collateralization，或稱超額資產）：提供超出資產群組金額之

擔保，以吸收該資產群組一定額度內的壞帳損失。例如前述貸款人提前清償

的情況下，該證券原本之擔保品價值勢必減損，因此擔保品金額必須遠大於

證券價值，或是要求發行人補充擔保品。 

                                                 
107 有學者建議我國法可參考美國之模式，由政府或半官方機構所擔保，以政府信用加強保障，

如財團法人之信用保證基金來擔任信用保證的工作，因此建議將信用增強機構應擴及金融機構以

外之單位，參見林蒼祥，前揭註 90，頁 102。 
108 吳彩鈺，資產擔保證券之研究－以投資人保護為中心，東海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6月，頁 42-44。 
109 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209，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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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擔保投資帳戶（collateral invested account，CIA）110：類次優先／次順位證

券之設計，其受償順位更次於證券投資人，因此常被稱為 C組，一般以私募
方式由銀行承購，無信用評等。 

至於外部信用增強的方式通常有以下幾種：  

1、 第三者保證或保險：例如銀行之支付保證、擔保信用狀（stand L/C），或由保
險公司提供保險，甚至由政府提供保證。 

2、 由賣方提供追索權方式（recourse provision）：指在壞帳發生時，證券持有人
對創始機構在一定範圍內行使追索權，被追索的限額則以歷年該類資產的平

均損失率估計。 

3、現金擔保帳戶（cash collateral account，CCA）111：由發起機構安排成立一個

現金專戶來支援某一系列債券，若超額利差為負時即可提撥。其源自於避免

信用卡債權證券化時，第三人提供之信用狀評等下降的風險，該帳戶的資金

來源是第三人（通常為銀行）以較低利率所提供之借款，帳戶內資金必須用

來投資於商業本票或其他短期票券112，通常在創始機構不欲持有次順位證券

時會用現金擔保帳戶的方式加強信用。 

六、信用評等機構（Credit Rating Agencies） 

由於資產證券化之設計和規劃十分複雜，一般投資人無能力評斷商品風險和

信用強度，故由超然獨立的第三者——信用評等機構，對該資產支持證券予以專

業審查，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一百零二條亦將信用評等列為必要程序。信

用評等機構負責評估相關證券於交易過程之中之種種風險，並給予某種等級評

價，使投資人能判斷證券風險程度。例如美國的史坦普爾公司（Standard Poor's 
Corporation）、慕迪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我國的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等。其評等方式，主要係就支付本息來源之擔保資產進行審查，以及信用增強之

條件、分析發行的結構、估計資產壞帳風險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進行信用評

等時，決定信用等級之依據並非證券發行者（特殊目的機構）之信用，而係依據

基礎資產本身之狀況而予以評等。 

七、服務機構（Servicer） 

服務機構係指受受託機構之委任，或特殊目的公司之委任或信託，管理及處

分信託財產（或受讓資產）之機構。在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亦以「服務機構」稱

                                                 
110 Charles N. Schorin, Credit Card Asset-Backed Securities, in HANDBOOK OF STRUCTURED FINANCE 
PRODUCTS 153, 168 (Frank J. Fabozzi eds., 1998). 
111 陳文達三人合著，前揭註 10，頁 302-303。 
112 Schorin, supra note 110, at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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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四Ⅰ(11)）113，不動產證券化則是「不動產管理機構」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四Ⅰ(10）），指建築開發業、營造業、建築經理業、不動產

租賃業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事業。 

至於其功能，在金融資產證券化的服務機構，在於定期收取基礎資產所產生

的本金或其利益、孳息及其他收益，包括催收、壞帳管理和擔保品之處分，以及

定期提供投資人該資產之本金餘額、債務人清償、待催收與呆帳情形及其他重大

訊息，以及帳單寄送及郵務等相關之管理服務工作。至於不動產證券化的不動產

管理機構，則是不動產投資與資產信託計畫之規劃作業（包括不動產之評價、市

場研判、財務分析等），並且依照委任機構之經營決策，進行行政業務之操作，

例如標的物之開發、出租、出售、維修管理等事宜114。 

擔任服務機構者，得為創始機構、其他金融機構或資產管理機構（例如不動

產資產管理公司、專業服務公司等）亦均可擔任服務機構服務機構，不過通常由

創始機構兼任服務機構，因為透過收付服務其仍可跟原來顧客保持往來關係，並

且其可獲得服務手費用115，是一種新的收入來源。通常在信用評等的時候會要求

設立備位服務機構（back-up servicer），在將來服務機構有破產或其他終止服務

之情況時得有效率繼續執行工作。 

八、承銷機構（Underwriter） 

    特殊目的機構發行證券後，證券商負責買進證券，再銷售公開銷售與投資

人，因為承銷機構有專業知識和接近市場的優勢，對於證券訂價（pricing）和證
券設計均有重要性116。 

    總結而言，關於上述八者間之關係與功能，本文試以下圖 5表示，因為我國
法規有部分特殊專有名詞，因此本圖與一般之資產證券化關係圖略有不同，例如

不動產管理機構，本質上類似於金融資產證券化中服務機構的角色，故本文一併

放在服務機構一欄，但其具有主動積極管理處分基礎資產的特色，不像金融資產

之服務機構業務較為單純，而在智慧財產權資產證券化中亦需要有智慧財產權專

門的管理機構，負責統籌商品化和管理業務。故本文以「資產管理機構」指稱受

特殊目的機構委託管理與處分基礎資產之機構，特此說明。 

                                                 
113 金融資產證券化中，受託機構本身可以自行管理收付債權，因此若要委任服務機構則需資產

證券化計畫中有記載者為限（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35Ⅰ），至於特殊目的公司因為僅為導管，本
身為管理及執行業務之組織，因此除所受讓之資產為信託受益權外，「應」將受讓資產之管理及

處分，委任或信託服務機構代為處理（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84）。 
114 謝文倩，不動產證券化之研究，臺灣大學財金研究所 EMBA碩士論文，2003 年 12月，頁 59。 
115 蔡青蓉，前揭註 68，頁 11。 
116 紀如龍，金融資產證券化－兼論券商參與影響，大華債券期刊，2001 年 1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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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資產證券化之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第二款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效益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既然是資產證券化之一種，固然享有種種優點，本文先整
理資產證券化文獻常提及的利益，並針對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對應之處予以補充。 

一、對創始機構方面 

1、提升資產負債管理能力：創始機構因將風險性資產移出資產負債表，而使其

整理資產風險下降，可以降低風險性資本準備，亦能提升權益報酬率（ROE）
之表現。企業與銀行可以將若干資產和負債自資產負債表中移除，減少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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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耗而改進報酬率，進而節省資金成本、矯正資產負債的不對稱，並分散

放款的集中度117。此外，由於投資人與信用評等所關注的是資產品質，而非

智慧財產權權利人的債信能力，亦可減輕創其揭露財務狀況的壓力118。 

2、增加資產流動性及快速取得資金：一般金融機構主要資金來源是短期存款，

而放款是以長期不動產抵押貸款之方式，容易造成流動性不足，因此證券化

可將缺乏流動性的資產於次級市場交易而立即獲得資金，無須等待原始債權

屆期使獲得清償。對於高科技產業，其最有價值之資產往往為智慧財產權，

證券化可幫助其快速取得營運資金；對於製作電影音樂的文化創意產業或數

位內容產業，則是可以將來權利金債權之證券化，減輕其長期以來的困擾，

也就是巨額預先開發成本與未來收益現金流量間的差距119。 

3、風險轉讓：創始機構若為貸款機構，則可將其放款部分之風險，透過證券市

場轉讓給較有能力或願意管理這些風險的投資人或機構，以降低利率變動之

利率風險（interest rate spread）和信用風險（債務人給付不能或給付遲延）。

對於智慧財產權所有企業而言，其可以將智慧財產授權契約之信用風險轉

嫁、智慧財產價值減損等風險轉讓投資人。 

4、創造多元資金來源120，降低融資成本：有資金需求之企業除向金融機構借款，

亦可另用證券化直接籌資，此外金融構承作融資放款業務有一定之資格與財

務上的限制，證券化則使其改善資產負債表而改善其融資業務之空間。另外

由於資產分割與破產隔離之設計，使得資產證券商品可取得較高的信用評

等，創始機構因此可降低融資成本，釋出資本以從事業務擴張或再投資。 

5、 避免股本稀釋：某些需要新技術研發費用的企業不希望向創業投資基金或股

票市場籌措基金，即在於管理階層不願意稀釋其股本與放棄對公司之控制

權，但是一旦上市上櫃發行股票則會造成股本稀釋，若採用智慧財產證券化

則可以避免此現象121。 

6、加速創投取回投資資金：對於創業投資公司（venture capital，VC）而言，其
資金取回方法有四種：股票 IPO（協助創業公司股票公開發行上市上櫃）、股

權回購（由創業家或管理當局自行收購部分或全部創投公司持股）、企業併購

（M＆A，創投公司從中出售股權）與清算退出。然而股票 IPO 或 M＆A 通
常需等待創業公司營運達一定年限與規模，藉由資產證券化其可以加速取回

                                                 
117 美國金融管理局原著，林文琇、邱淑貞合譯，資產證券化手冊－流動性與資金管理（Asset 
Securitization －Liquidity and Funds Management comptroller’s handbook），財團法人台灣金融研訓

院，2000 年 12月，頁 2。 
118 Edwards, supra note 14. 
119 謝福源，前揭註 16，頁 6。 
120 臧大年三人合著，前揭註 54，頁 40。 
121 小林卓泰，知的財産の証券化・流動化取引に関する法的‧実務的諸問題（1），NBL（New 
business law）第 756號，2003 年 3月 1日，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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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此對於富有智慧財產權但財務基礎薄弱的企業而言甚具好處。 

二、對投資人方面 

「投資人」泛指自特殊目的機構（發行人）或創始機構人處購買資產基礎證

券者，主要是機構投資人為大宗。通常機構投資人希望能找到長期、高報酬且信

用評等良好的投資管道，而資產基礎證券通常以超額擔保或高信譽機構的保證等

信用增強的方式提供了較大的保障，也可以針對投資人之特定需要加以規劃多元

之金融商品。因此投資人有以下好處： 

1、新種類的金融商品：資產證券化商品通常經過信用評等與信用增強程序，因

此第一優先順位證券之信用評等常獲得很高的等級，其餘順位的票面利率也

較通常債券為高，且多數發行商品為有票面利率按期支付的固定收益式債

券，投資人可擴大其投資組合之選擇。 

2、直接投資智慧財產權：由於破產隔離之確保，可切斷創始機構之信用風險、

財務風險與智慧財產權之關係，而僅針對該智慧財產權之價值與收益作評

估；另外由於智慧財產權轉換成「證券」之形式，並被納入為證券交易法上

之有價證券範疇內，產生了直接投資的可能性，這是智慧財產權僅為公司內

部資產時不能享有的優點。 

3、稅賦減免的優惠：在我國投資股票或債券均享有稅賦上的優惠，因此高所得
之人往往可以利用證券投資組合達到節稅的好處。加上我國為推動金融資產

證券化，受益人的收益種類為「利息所得」課稅，並依所得實際分配時由受

託機構為扣繳義務人，也就是在我國投資金融資產證券僅課徵 6％所得稅並
採分離課稅122，將來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亦可能有相關賦稅減免優惠。 

4、快速退出機制：若投資人係以融資借款方式投資於企業，縱使有智慧財產權

為擔保品，但其交易市場並不活絡且交易價格資訊不明，對於其退出和取回

資金是一大障礙。藉由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投資人可以自由轉讓證券，方便

其取回投資成本。此外市場上多了一種金融商品與企業金融方法，也開拓投

資人投資套利之空間。 

三、對其他參與者 

1、借款人方面：資產證券化後貸款銀行可以將債權出售換取現金，以提供新的

                                                 
122 此外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對創始機構、受託機構等都有租稅減免的優惠，例如特殊目的信託

移轉時免徵印花稅、營業稅，也免繳納登記規費（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38、101特殊目的公司準
用之）、受益證券課徵證券交易稅（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39）而公司債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免徵

證交稅，以及特殊目的信託財產收入之營業稅適用銀行業之稅率（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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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業務，並降低持有金融資產的風險，充裕的資金來源可以刺激貸款機構

降低貸款利率而使借款人受惠。這也是前述提到，為何智慧財產權為融資擔

保品的貸款證券化將有助於銀行承辦智慧財產權融資擔保業務的原因。 

2、分工機構（主辦者、信用評等機構、信用增強機構、承銷機構等）方面：由
於資產證券化整體規劃業務與組織架構，均需要專業的人士與組織參與，例

如資產分割需設立特殊目的信託或特殊目的公司、律師之法律意見書、公開

募集時需證券承銷商出具評估報告書。因此銀行信託部、保險機構、信用評

等公司、證券商、律師等等均增加新業務與收益來源。另外，關於資產證券

化在我國尚屬新興業務，市場之早期參與者可以搶占先機，享有累積知識經

驗與信賴度之優勢，進而掌握更多交易機會123。 

又在此需特別說明，資產證券化此種財務工具雖有上述種種好處，但其融資

成本亦是在所難免。特別是需要相當多的外部專家（規劃機構、會計師、律師、

信用增強和信用評等機構）之參與或查核，以確保資產存在性、真實性和完整記

錄，必須花費一定的時間與籌畫成本，包括信託管理費、服務費、律師費用，以

及發行證券後之對廣大投資大眾人所支出的行政成本（承銷費、財務報表公告

等），甚至有研究認為證券化基礎資產之金額至少要有五千萬美金才有證券化的

效益。目前國外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案例以大規模金額為主，而我國資產證券化

法制亦以大規模發行基礎，為了保護投資人而設計相對嚴密的架構，不過本文認

為，有資金需求的智慧財產權企業不僅為大型公司，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亦是值

得關注的對象，因此本文後續會討論小規模證券化之可能性。 

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類型　  

如前所述，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可套用資產證券化之架構，也因此其類型及分

類標準與一般討論資產證券化類型大致相同，首先，在資產證券化之整體類型

上，國內文獻有許多分類，一般多半以證券化主體和資產性質分為「企業金融證

券化」與「資產證券化」兩種，前者指公司發行股票、公司債等，後者又分為金

融資產證券化與不動產證券化兩大類型124。亦有論者在資產證券化部分，以資產

性質是否為實體，區分非實體資產（包括金融資產、智慧財產權權利金等）證券

化與實體資產（包括不動產與動產）證券化125。 

本文則依財產權種類，採取下圖 6的分類方式，將資產證券化區分「金融資

產證券化」、「實體資產證券化」與「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三種。理由在於，一方

                                                 
123 Edwards, supra note 14. 
124 王文宇，資產證券化的意義、基本型態與相關法律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48期，1995 年 5
月，頁 22。 
125 陳尹章，前揭註 58，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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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我國對財產權性質之概念為區分，應分為債權、物權和智慧財產權三大部

分；另一方面參酌我國證券化法制目前以兩部法規範金融資產與不動產之證券

化。不過要說明的是，在此標準下，有關智慧財產權授權契約權利金之證券化，

屬債權或應收帳款之性質，則歸入到金融資產證券化之部分。 

圖 6：資產證券化之類型圖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第一項  以智慧財產權相關權利為區分 

上圖 6是從傳統財產權觀念為分類標準，但若僅專注在智慧財產相關權利，

可將作為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款  智慧財產權資產證券化 

基礎資產是狹義的智慧財產權本身，該證券支付本金利息的現金流量來源則

是智慧財產權商品化利用所產生（例如授權以收取權利金、相關之商品銷售）。

此為狹義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在法律意義上，基礎資產是智慧財產權而非其商

品化所生之債權，然而經濟實質上，該證券仍然是以智慧財產權所產生的現金流

量作為整個本息的擔保。因此，若該特定智慧財產權已有授權契約或一定之歷史

交易資料，使得其評價和和現金流量估算相對容易或值得信賴；至於僅有智慧財

產權存在（甚至是製作中的著作，例如電影）但尚未有任何授權契約之情形，實

質上是以「未來現金流量」（future flows）為支付擔保，風險比較大，投資人必

證券化 

公司股票 
公司債 
可轉換公司債 
其他 

企業金融證券

金融資產證券化 

資產證券化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 

實體資產證券化
不動產證券化 
動產證券化 

著作財產權證券化 
產業財產權證券化 

抵押擔保債權證券 
汽車貸款債權證券 
信用卡貸款債權證券 
應收帳款債權證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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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對該權利之市場性和獲利性具有相當程度之把握與信心。 

上述所提到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架構，從我國法來看，指的是金融資產證券

化或不動產資產信託等「資產流動型」126方式。另外，理論上也可利用「投資信

託型」的方式，先發行證券向大眾募集資金，再以該資金投資於智慧財產權上，

類似於我國的不動產投資信託方式，達到風險分散與專業管理的效果。 

第二款  智慧財產權債權證券化 

基礎資產並非智慧財產權，而係其衍生的授權契約權利金或費用（特定金錢

債權）。例如 A公司以某一藥品專利對 B公司在美國十年間的專屬授權契約之權

利金為對象資產發行債券，日後若 A 公司再專屬授權在日本之 C 公司所生的收
益與該債券無關。也因為智慧財產權本身非對象資產，理論上可另外將智慧財產

權設定質權作為擔保品來增強信用。 

如第一章所述，本類型應屬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之範疇127，不過由於國

外案例亦有採此本類型，實際上未來發展亦應此為主流，有單獨研究之必要，故

仍在本文討論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範圍內。 

第三款  智慧財產權擔保貸款債權證券化 

也就是企業（智慧財產權人）向金融機構借款，輔以智慧財產權作為擔保品

（設定質權），金融機構再將眾多貸款債權集合起來加以證券化，本質上類似企

業貸款證券化，屬於金融資產證券化之一環。 

雖然本文已在第一章說明本類型並非研究範圍之內，但要特別說明的是，近

年來我國大力推動知識經濟與知識產業，以智慧財產權為融資擔保之標的是主要

政策，但金融機構對智慧財產價值和變現性之疑慮，使得貸款成效不彰。若金融

機構能利用本類型之證券化手段，將風險移轉出去，則有利於其承做智慧財產權

融資案件之意願；再者，資產證券化之程序複雜、花費高昂，一般企業要利用前

二種類型的證券化手段目前尚稱困難，而金融機構相對具備可行性資源與條件，

因此本類型之證券化仍具有積極的重要性與意義。 

                                                 
126 此原為日本用語，我國資產證券化法制之組織架構型態，主要參考日本經驗，而分為「投資

信託型（資產運用型）」和「資產流動型」，前者係先向投資人募集金錢成為信託財產，再將信託

財產投資於智慧財產權來產生收益；後者則是資產移轉與特殊目的機構再發行證券，兩者在一開

始的對象資產有所不同。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即為資產流動型，而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兼採兩種。 
127 授權契約之權利金或費用，應屬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應收帳款債權或其
他金錢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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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以發行者資產負債表之變動為區分 

第一款  權益面證券化 

指特殊目的機構發行股票或受益證券之方式，向投資人取得現金。在資產負

債表的變動上，其權益和現金科目均增加，證券市價依據特殊目的機構經理人之

營運績效而變動，而非市場當前利率。有認為我國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的不動產投

資信託和不動產資產信託，兩者所發行者均為信託受益證券，即屬本類型128。 

不過，受益證券是權益型證券或負債型證券，其爭議已如前述。本文以為，

若受益證券沒有記載票面利率者，其性質比較類似股票而應屬權益型證券，蓋投

資人並非一定能獲利；至於若承認受益證券可以記載票面利率，則應為表彰債權

之證券，因此可以劃分在負債面的證券化下。 

第二款  負債面的證券化 

指公司以發行債券向大眾集資，債券種類包括公司法所稱之公司債、不動產

抵押貸款基礎債券（mortgage backed bonds，MBB）與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bonds obligation，CBO）等等。在資產負債表的變動上，發行者的現金和負債科

目均增加，至於債券價格的變動和利率呈現反比。我國的資產基礎證券即屬之。 

至於資產支持證券屬於資產負債表中哪一科目，如本章第二節第一項第二款

之討論，目前我國資產基礎證券限為債券，至於受益證券則有權益型與負債型二

種，前者無票面利率且受償順序次於債券型受益證券，後者則有票面利率且優先

受償。以下圖 7表示之，但需說明的是，本圖綜合了特殊目的公司與特殊目的信

託所得發行之證券商品： 

                                                 
128 吳彩鈺，前揭註 108，頁 5。又吳彩鈺原文尚有第三種資產面的證券化，指創始機構將其擁有
之資產，透過特殊目的機構來發行證券，其特徵在於發行者（特殊目的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乃是

現金和資產兩科目的變動，且證券的價格並非來自於經營者的營運而是以當期利率有關。不過本

文認為其有矛盾之處，蓋其認為此類型 SPV發行 pass-through證券，則應劃歸其第一種分類，故

不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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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特定目的機構之資產負債表科目 

資  產 負  債 
1.資產基礎證券 
2.有票面利率之受益證券（債券型受益證券）

權  益 

基礎資產 
（資產池） 

1.股本（股票） 
2.無票面利率之受益證券（權益型受益證券）

3.殘值受益人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在日本，特定目的信託可發行信託受益權的受益證券，而特定目的公司依法

可發行「資產對應證券」，其包括三種：優先出資證券（優先出資証券）、特定公

司債券（特定社債券，又可分為特定社債、転換特定社債、新優先出資引受権付

特定社債）、以及特定商業本票（特定約束手形）129，而優先出資證券是以公司

自己資本為基礎，固為權益型證券，至於特定公司債券和特定商業本票二者則為

公司之負債，故為債券型證券。權益型和債券型兩者差異在於確定利息的發生時

點，優先出資證券必須等俟特定目的公司債或商業本票均已清償後才能受分配，

且沒有固定的票面利率。 

圖 8：日本特定目的公司之資產負債表科目 

資  產 負  債 
1.特定目的公司債（日：特定社債券） 
1特定公司債（日：特定社債） 
2轉換特定公司債（日：転換特定社債） 
3附新優先出資股認購權特定公司債 
（日：新優先出資引受権付特定社債） 

2.特定目的商業本票（日：特定約束手形） 
3.特定目的借款 

權  益（日：資本） 

對象資產（日：特定資產） 

1.優先出資股票（日：優先出資證券） 
2.特定資本（日：特定資本） 

（資料來源：広瀬義州、桜井久勝130） 

                                                 
129 広瀬義州、桜井久勝，知的財産の証券化，日本経済新聞社発行，2003 年 10月一版，頁 34、
68-69。 
130 翻譯自広瀬義州，同前註，頁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