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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我我國國現現行行資資產產證證券券化化法法制制之之　　  

基基本本檢檢討討  

智慧財產權證券化是國外近年之發展，欲在我國推動，勢必也面臨當初金融

資產或不動產證券化相同困難，例如基本法制之不健全、專業鑑價機構之缺乏、

市場資訊透明度不夠、商品接受度與流通性等等，涉及財務、法律、會計、稅制

等交錯適用，本文僅針對法律制度部分予以檢討。既然任何資產之證券化基本架

構有相通之處，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亦應奠基在我國既有制度再做修正，因此本章

第一節先對我國現行法制與實際案例加以整理，第二節針對我國現行資產證券化

法制根本上需要修正之處，即真實買賣要件與特殊目的機構獨立性二點，先予以

釐清。至於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基礎資產範圍、權利讓與和對抗第三人效力、專

業機構之功能等問題，將在第六章繼續檢討。 

我國現行資產證券化法制，主要參考美國與日本之經驗，分別就金融資產與

不動產證券化有單行法規之適用，至於其組織型態，金融資產制證券化有特殊目

的公司與特殊目的信託，而不動產證券化僅有特殊目的信託型態，但其增加了不

動產投資信託的共同基金方式，學者稱為「投資信託型」和「資產流動型」221。

因此智慧財產證券化之可能法制亦應以現行法為基礎，型態亦可為「資產流動型」

與「投資信託型」二種。 

目前智慧財產權尚非我國法下得為資產證券化之標的，雖然理論上智慧財產

權相關債權，可被認定為應收帳款債權，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而適用金融資產證券

化條例222，但主管機關尚未表示肯定意見，另外日本自單獨立法走向統一立法之

歷史經驗制訂，似有制訂全面的「資產證券化法」，一併對各種財產權證券化程

序與架構予以規範，方符合立法經濟與效益。惟我國金融法制立法上，常為了引

進新商品而特別創設法規，造成法制上特別法林立的繁複現象，例如金融資產證

券化條例採公司與信託雙重架構，不動產證券化僅採信託架構，現實上如何將二

                                                 
221  謝哲勝兩人合著，前揭註 140，頁 25。對此有學者區分為「資金管理型態」（ fund 
management-style）與「資產變現型態」（asset liquidating-style），前者指投資信託，後者則為資
產流動型，參見謝福源，前揭註 16，頁 10。 
222 目前我國法下承認可轉讓之適格債權採例示主義，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目規定，包括以下五種；（一）汽車貸款債權或其他動產擔保貸款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二）

房屋貸款債權或其他不動產擔保貸款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三）租賃債權、信用卡債權、應收帳

款債權或其他金錢債權。（四）創始機構以前三目所定資產與信託業成立信託契約所生之受益權。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債權。因此，若智慧財產權利金等收益該當為「應收帳款債權」，

在現行法下即可進行金融資產進行證券化，即使權利金之性質不符合應收帳款債權之定義，只要

主管機關加以核定就可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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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以合併而制訂一套整合的資產證券化法制，實屬不易。因此本文認為，基於

現實立法技術之整合不易之，有針對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特別立法與整合之實益。 

第一節　我國資產證券化現行法律與實際案例 

第一項  金融資產證券化 

在二○○一年一月行政會財經小組召開第十六次會議，決議要求財政部積極

推定金融資產證券化，並研擬專法予以落實，此後財政部並邀請各機關「金融資

產證券化專案小組」，委由政治大學賴源河教授所領導研究團隊，進行對於金融

資產證券化專法草案之研究，成員包括王文宇教授、王志誠教授、徐偉初教授、

蓋華英律師、戴興鉦會計師等人，並有花旗銀行、法國興業銀行、台灣工銀等專

家為諮詢顧問。由於我國屬大陸法系國家，現行法律架構與商業組織與美國差距

甚遠，因此該草案除部分參考美國機制外，大多借重日本資產流動化予以修正。 

該草案在立法院一讀審查過程中，親民黨立法委員殷乃平等人對於草案原先

設計單一的「特殊目的信託」有不同意見，認為國際實務上有近八成金融資產證

券化業務屬特殊目的公司型態，因此新增加公司型態之導管設計。在對各種名詞

加以定義後，採取信託與公司雙軌制的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於二○○二年六月

立法院三讀通過，同年七月二十四日總統公布實施，共有七章總計一百十九條。 

第一款  章節架構 

第一章「總則」：主要包括立法目的、法律適用順序、主管機關（財政部）、

用詞定義、創始機構其資產讓與或信託設定之對抗第三人要件（公告與通知規

定）、依本條例所發行之證券為證券交易法上之有價證券，以及證券化參與機構

之保密義務。 

第二章「特殊目的信託」：所規範內容包括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及特殊目的

信託契約（包括申報、應記載事項、應備文件）、受益證券之發行及轉讓、受益

人會議、信託監察人、受託機構之權利義務、特殊目的信託之計算、稅捐及相關

事項、特殊目的信託契約之變更及終止。 

第三章「特殊目的公司」：所規範內容包括通則、特殊目的公司之許可設立、

股東之權利義務、特殊目的公司之組織、資產證券化計畫、資產基礎證券之發行

及轉讓、資產之移轉與管理、特殊目的公司之業務範圍、特殊目的公司之會計，

以及特殊目的公司之變更、解散及清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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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信用評等及信用增強」：包括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資產基礎證券

或受益證券應經信用評等、信用增強方式（由創始機構或金融機構以擔保、信用

保險、超額資產、更換部分資產或其他方式），以及有關事項的公示與誠實揭露

義務。 

第五章「監督」：所規範內容是主管機關的監督權限，包括業務與財務檢查

權（對於受託機構、特殊目的公司、創始機構、服務機構或其他關係人）、監督

處分權（受託機構及特殊目的公司有違反本條例、章程或資產證券化計畫者）；

還有特殊目的信託與特殊目的公司涉有重大事項之申報義務。 

第六章「罰則」：所規範內容包括違反本條例之刑罰（分為一年以上七年以

下、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三年以下、一年以下有期徒刑等四種刑度）與行政罰

鍰，以及罰鍰未繳納之加收滯納金與移送強制執行之規定。 

第七章「附則」：主要授權主管機關制訂施行細則，以及本條例施行日期。

嗣後財政部在二○○三年八月二十三日以台財融（四）字第 0920038860 號令發

布「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施行細則」共計二十五條。其餘子法尚包括「金融資產

證券化資產信託或讓與公告及公告證明書格式」、「受益證券資產基礎證券私募特

定人範圍投資說明書內容及轉讓限制準則」、「受託機構發行受益證券特殊目的公

司發行資產基礎證券處理準則」、「受託機構公開招募受益證券特殊目的公司公開

招募資產基礎證券公開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受託機構公開招募受益證券

特殊目的公司公開招募資產基礎證券處理準則」、「金融機構設立外國特殊目的公

司核准辦法」、「特殊目的公司設立及許可準則」、「財政部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查核金融資產證券化關係人辦法」等。    

第二款  條例重點 

    本條例主要有下列五項重點，又其創造了特殊目的信託與特殊目的公司，與

我國固有法制有相當差異的制度，茲特別說明如下。 

（一）信託與公司雙軌制並行：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的特殊目的機構，包括信託

型和公司型，二者均有排除我國信託法和公司法之特別之處。 

（二）加強受益人及證券持有人之保護：例如在特殊目的信託時以信託監察人為

受益人行使權利和履行義務，且反對資產證券化計畫變更之受益人得行使

收買請求權；至於特殊目的公司則應選任監督機構，其有為資產基礎證券

持有人為訴訟上與訴訟外行為、召集會議與業務檢查權等權限。 

（三）對於證券交易、資產移轉等賦稅優惠：為了降低證券化成本，本條例在第

三十八條到四十一條設有各種優惠（特殊目的公司依第一○一條準用

之），例如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除經主管機關核定為短期票券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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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買賣按公司債之稅率課徵證券交易稅；特殊目的信託財產或特殊目的公

司受讓資產之收入，適用銀行業之營業稅稅率等；依本條例規定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之資產證券化計畫所為之資產移轉，其相關稅費、變更登記等

費用列得免徵。 

（四）借重信用評等與信用增強，增加投資人信賴。 

（五）透過主管機關之行政監督，確保業者遵循法規。     

一、特殊目的信託 

由於我國已有信託法和信託業法相關基礎法規，且信託業法第十六條規定，

信託業得接受信託之財產包括金融債權、不動產、專利權、著作權及其他財產權

（此即可納入商標權、營業權、特許權等）223。因此，為何須以特別立法方式架

構特殊目的信託？也就是現行信託法及信託業法有哪些不足之處？簡言之，特殊

目的信託是以富彈性的信託制度以及較完備的法制為基礎，加入有關受益權之有

價證券化、委託人權利移轉、受益人經由會議行使權利、加強信託監察人功能、

減輕賦稅成本等考量下之產物。以下論述主要三點原因： 

（一）商業信託之特殊性：因為我國信託法係以民事信託之法律關係為出發點，

並未就營業信託或集團信託之特性加以考慮，而特殊目的信託有營業信託

與集團信託之性質，此非民事信託所能涵蓋，故有另作特別規定以調整相

關當事人權利義務之必要。 

（二）信託受益權之證券化：資產證券化之證券需要流動性，使得投資人有套利

的空間，否則即喪失其其市場性。資產證券化之信託受益受益憑證，是否

為證券交易法第六條之有價證券，得否在市場上公開發行與募集？即為問

題之核心。另外，雖然信託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信託行為訂定對於受益

權得發行有價證券者，受託人得依有關法律的規定，發行有價證券」，惟

「有關法律」究何所指？仍有疑義224。且信託業法第八條、第二十九條及

第三十條等，雖設有共同信託基金制度，惟共同信託基金屬金錢信託的範

疇，對於金錢以外其他財產相關信託受益權之證券化則無規定。 

（三）稅賦成本之減輕：若僅依信託法規，創始機構在設定信託移轉資產時尚需

                                                 
223 日本信託法第 4條並未將智慧財產權納入得信託財產範圍內，也因此需以資產流動化法之特

別立法作為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法源。 
224 吳小燕，前揭註 85頁 26。不過有認為，信託法第 37條使受託人亦得發行有價證券，且不受

證券交易法公開發行之規範，參見李宜豐，從美國經驗探討台灣不動產證券化機制，台灣金融財

務季刊第 5輯第 1期，2004 年 3月，頁 44、45。但此見解應屬誤會，一般法律文獻認為本條指

的是證券交易法或特別法（例如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且從本條立法理由來看，乃「為保留將

來發展之空間，實有預為規定以為依據」，故受益權得發行有價證券之法源仍必須有其他法律規

定，非依信託法第 37條即可發行有價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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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移轉登記規費、契稅、印花稅、信託管理等等費用，而信託受益人依

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二規定，信託利益必須歸入年度所得額採累進稅率課稅
225，如此一來在信託費用與賦稅成本之雙重負擔下，現行法欠缺發展資產

證券化之誘因。因此我國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與不動產證券化條例，均

有特別的租稅優惠。 

    特殊目的信託中，受託機構主要任務，包括（一）受託創始機構之金融資產，

以隔絕創始機構破產風險；（二）向主管機關申請，發行不同種類或期間之受益

證券，可以私募或公開招募方式發行；（三）特殊目的信託契約中屬於信託財產

之閒置基金，其運用範圍受到限制，且原則上受託機構不得以信託財產借入款

項；（四）受託機構可以將信託財產之管理及處分，委任創始機構、其他金融機

構或資產管理機構代為處理。 

二、特殊目的公司 

特殊目的公司與公司法所規範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功能與業務目的上有重大

不同，特殊目的公司之業務範圍僅限於資產證券化計畫，其管理階層也必須以獨

立董事來維持獨立性，以避免特殊目的機構遭到創始機構濫用而變相成為洗錢工

具，加上特殊目的公司僅為導管體，其資本、組織機關與設立程序可儘量精簡，

是故特殊目的公司法制與一般公司法制之契合性大為降低。 

在我國法下特殊目的公司具備以下特色：（一）設立要件：特殊目的公司應

由銀行、信用卡業務機構、票券金融公司、保險業或證券商等金融機構組織設立，

為股份有限公司，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立，且發起設立之金融機構與創始機

構不得為同一關係企業；（二）股份：其股東以一人為限，其股份除非經主管機

關核准不得轉讓，章程所載股份不得分次發行；（三）公司組織：董事與監察人

最少各一人，最多各設置三人；（四）業務範圍：特殊目的公司之章程應規定以

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為唯一目的；（五）資金運用：特殊目的公司之自有財產及

因受讓之資產所生之閒置資金，其運用範圍受到限制，且原則上特殊目的機構不

得借入款項；（六）證券募集發行：特殊目的公司發行資產基礎證券，應先向主

                                                 
225 所得稅法第 3條之 2；「 
委託人為營利事業之信託契約，信託成立時，明定信託利益之全部或一部之受益人為非委託

人者，該受益人應將享有信託利益之權利價值，併入成立年度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前項信託契約，明定信託利益之全部或一部之受益人為委託人，於信託關係存續中，變更為

非委託人者，該受益人應將其享有信託利益之權利價值，併入變更年度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

徵所得稅。 
信託契約之委託人為營利事業，信託關係存續中追加信託財產，致增加非委託人享有信託利

益之權利者，該受益人應將其享有信託利益之權利價值增加部分，併入追加年度之所得額，依本

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前三項受益人不特定或尚未存在者，應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就信託成立、變更或追加年

度受益人享有信託利益之權利價值，於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按規定之扣繳率申報納稅；其扣

繳率由財政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發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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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始得為之，且資產基礎證券除經主管機關核准為短期

票券外，為證券交易法第六條之有價證券，其可以發行不同種類或期間之證券；

（七）資產管理處分：特殊目的公司得將資產管理或處分，委任或信託創始機構、

其他金融機構或資產管理機構等服務機構代為處理。最後在調整證券持有人之權

利義務以及監督機關之輔助等等方面，均排除我國公司法的適用，不過也導致了

實際運用上的複雜與困難226。 

理論上，特殊目的公司是資本額只需十萬元的一人公司，不像採取特殊目的

信託時增加給予受託機構的高昂手續費或報酬之成本，應有其發展的利基，但迄

今我國實際案例全以特殊目的信託為之，理由可能在於特殊目的公司跟一般公司

差距甚大，相較之下特殊目的信託的成立業務比較容易之故227。因為我國法在特

殊公司之獨立性部分，為了避免創始機構對於另外所設之特殊目的公司享有實質

控制權，進而操縱影響特殊目的公司之營運管理，無法吸引大眾投資慾望，故規

定了創始機構不得出資設立特殊目的公司（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五四Ⅱ）而與外

國實務相反之獨特規定。本文認為此規定並不恰當，其實只要切斷創始機構控制

特殊目的機構人事之機會，則特殊目的公司之資本與開辦費用由創始機構出資當

屬無礙，待本章第二節第二款特殊目的機構獨立型部分再為說明。 

最後，本文將特殊目的公司與特殊目的信託之重點比較做成表格 14。 

                                                 
226 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草案，原本只採取信託之單軌制，在立法院一讀審查時，鑑於以下

理由：「國際慣例上金融資產證券化業務高達八成係採「特殊目的信託公司」型態，若只限於特

殊目的信託業一種，則受限於信託法，只能發行受益證券，若兼採公司型態，則可擴及於證券市

場所有不同債券，從中選擇發行，自屬較佳。況且我國公司法於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二日修正公

布後，已允許一人股東公司之設立。」因此決議改採特殊目的信託與特殊目的公司雙軌制，參見

民國 91 年 6月 21日出版之立法院公報初稿第 78期，委員會紀錄頁 173 至頁 215，轉引自吳小
燕，前揭註 85，頁 8-9。 
227 吳小燕亦採同此見解，參見前揭註 85，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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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特殊目的公司與特殊目的信託之重點比較 

 特殊目的信託 特殊目的公司 
發行要件 1、受託機構需為信託業法所稱信

託業，並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信

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

上者（四Ⅱ） 
2、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九） 
3、涉及國外發行者，應先報請中

央銀行同意228 

1、由金融機構組織設立之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以一人為限（五

四Ⅰ），董監最低人數一人（六

三、六八），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與申報備查（五六、五七） 
2、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七三）
3、涉及國外發行者，應先報請中

央銀行同意 
 資本額 專營：二十億 

銀行兼營：五千萬元 
（信託業設立標準三） 

十萬元（特殊目的公司設立及許可

準則二） 

存續期限 無限制 一次計畫完成後即應解散（特殊目

的公司設立及許可準則四Ⅱ） 
消極限制 創始機構與受託機構不得為同一

關係企業（九Ⅳ） 
成立特殊目的公司之金融機構與

創始機構不得為同一關係企業（五

四Ⅱ） 
計畫與應

記載事項 
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十） 
特殊目的信託契約（十三） 

資產證券化計畫（七三、七四） 
 

特殊目的

機構之權

利義務 

1. 經營特殊目的信託業務（九Ⅲ）
2. 報酬請求權（十三） 
3. 備置特殊目的信託契約書與受

益人名冊（三四Ⅰ） 
4. 管理與處分信託資產，「得」委

任服務機構，但以資產信託證

券化計畫有載明為限（三五Ⅰ）

5. 轉交本金與收益（三五Ⅱ） 
6. 自行管理資產時，應負信託法

之各種責任；若委託服務機

構，僅就選任或監督負責（信

託法二六） 

1. 經營證券化業務（七三Ⅲ），由
董事處理事務（六四） 

2. 監察人監督董事執行業務（六

九），並有董事構違法行為制止

請求權（七○） 
3. 報酬請求權（六四、七二） 
4. 備置資產基礎證券持有人名冊
（八二Ⅰ） 

5. 資產之移轉不得拖延或虛偽，會

計處理應照一般會計原則（八三

Ⅰ、Ⅱ） 
6. 除受讓資產為信託受益權外，

「應」委任或信託服務機構（八

四Ⅰ） 

                                                 
228 受託機構發行受益證券特殊目的公司發行資產基礎證券處理準則第 3條第 5項：「受託機構發
行受益證券或特殊目的公司發行資產基礎證券，擬售予外國人供其發行證券者，應於資產信託證

券化計畫或資產證券化計畫中敘明，並應於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前，先報請中央銀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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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帳簿設置、報告監察機構和通
知持有人（九一） 

8. 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之申報
與送交監察機構（九二） 

特殊目的

機構之責

任 

1. 計畫完成之申報（十二） 
2. 損害賠償責任 
3. 借入款項之限制與閒置基金運

用範圍（十四） 
4. 扣繳義務（四一） 
5. 辭任或解任時需做成書表請求
承認，並移交信託財產（四八）

6. 信託終止時，應儘速處分信託
資產並分配（五二） 

1. 董事「執行職務」之注意義務

與忠實義務（六四） 
2. 監察人「監督」之注意義務（六

九） 
3. 業務限制（八五）、禁止兼營其
他業務（八六）、閒置基金運用

範圍（八七）、借入款項之限制

（八八） 
4. 禁止保證背書與公司負責人之
責任（八九） 

5. 公司負責人不得為居間買賣

（九○） 
6. 信託終止時，應儘速處分信託
資產並分配（五二） 

服務機構 「得」委任服務機構 除受讓資產為信託受益權外，「應」

委任或信託服務機構 
投資人 1. 受益證券之受益人 

2. 受益人權利之行使，原則應經

受益人會議或由信託監察人為

（二三） 

資產基礎證券之持有人 
 
 

意思機關 1. 受益人會議（二三） 
2. 召集權人（二四）： 

(1) 受託機構 
(2) 信託監察人 
(3) 少數受益人之請求或報請

許可後自行召集 
3. 召集通知與載明事由（二四）
4. 決議方法原則上為普通決議
（二五），例外（二三、四三）

1. 資產基礎證券持有人會議（七
九Ⅰ） 

2. 召集權人（七九Ⅰ）： 
(1) 特殊目的公司 
(2) 監督機構（八○） 
(3) 少數持有人之請求或報請

許可後自行召集 
3. 決議方法原則上為普通決議或
分組表決（七九Ⅲ） 

4. 決議需做成紀錄，並經法院認

可與公告後才對所有持有人發

生效力（七九Ⅳ） 
投資人之

保護 
1. 信託監察人（四Ⅰ(13)） 
2. 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應記載信

1. 監督機構（四Ⅰ(10)） 
2. 資產證券化計畫應記載受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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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財產評價方法、基本假設與

專家意見（十(9)） 
3. 受託機構應設至受益人名冊

（二○） 
4. 特殊目的信託契約與受益人名

冊之閱覽權（三四Ⅱ） 
5. 利益分配（三七） 
6. 帳簿閱覽權（四二Ⅰ） 
7. 得決議或聲請法院終止特殊目
的信託契約（四九、五○） 

8. 需經受益人會議，受託機構方

得解除責任、辭任或解任（四

六、四七） 
9. 受託機構辭任或解任時需做成
書表請求承認，並移交信託財

產（四八） 

產評價方法、基本假設與專家

意見（七四(11)） 
3. 帳簿設置和訊息通知（九一Ⅰ）
4. 利益分配（七八Ⅰ） 
5. 資產價值顯著惡化之持有人會

議（八○） 
6. 得聲請法院裁定訂解散特殊目
的公司（九六Ⅱ） 

 

監督機制 信託監察人： 
1. 由受託機構或受益人會議選任

（四Ⅰ(13)），「得」選任信託監
察人（二八） 

2. 職權： 
(1)召集（二四Ⅰ）並出席受益

人會議（二三Ⅱ、二六Ⅳ）

(2)執行受益人會議決議（二七

Ⅰ） 
(3)得以自己名義，為受益人及

委託人為有關信託之訴訟上

或訴訟外之行為（二八） 
(4)受託機構違法行為制止請求

權（三三） 
(5)特殊目的信託契約與受益人

名冊之閱覽權（三四Ⅱ） 
(6)接受受託機構之報告（三六

Ⅰ） 
3. 執行業務方式：過半數決議（二

九） 

監督機構： 
1. 由特殊目的公司選任之銀行或

信託業（四Ⅰ(10)），「應」選任
監督機構（七七） 

2. 職權： 
(1)召集持有人會議（七九Ⅰ）
並指派代表為主席（七九Ⅱ）

(2)執行持有人會議決議（七九

Ⅳ） 
(3)得以自己名義，為資產基礎
證券持有人為訴訟上或訴訟

外之行為（七八Ⅲ） 
(4)查核簿冊文件權並得令董事

報告（七八Ⅵ） 
(5)資產價值顯著惡化時召集持

有人會議（八○） 
(6)接受特殊目的公司之報告
（九一、九二） 

3. 損害賠償責任（七九Ⅶ） 
 

資產支持

證券 

1. 受益證券 
2. 種類：各種種類、期間、本金

1. 資產基礎證券 
2. 種類：種類、期間、票面利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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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收益持分、受償順位與

期間（十三(8)、四五） 
3. 發行程序與應備文件（九） 
4. 公開招募與私募（十七） 
5. 得自由轉讓（十八）、轉讓方法
（十九） 

6. 轉讓效力（二一）：承受特殊目

的信託契約之權利義務，但不

包括特別義務 
7. 買賣稅率：依公司債（三九）

權利內容、配發期間與方法、

受償順位（七四(4)、七五Ⅰ(7)）
3. 發行程序與應備文件（七三）

4. 公開招募與私募（準用十七）
5. 轉讓方法（準用十九） 
6. 買賣稅率：依公司債（三九）

準用（準用三九） 

變更與終

止 

1. 變更方法：受益人會議和受託

機構同意（四三） 
2. 受益證券收買請求權（四四）

3. 特殊目的信託契約終止事由

（五一）： 
(1)信託法第六二條之事由 
(2)受益人會議之決議（四九Ⅱ

特別決議） 
(3)法院之裁判（五○聲請） 
(4)其他主管機關所定之事由 

1. 變更方法：主管機關許可（九

五） 
2. 無收買請求權 
3. 特殊目的公司之解散事由（九

六）： 
(1)章程所定解散事由 
(2)破產 
(3)主管機關之撤銷或廢止許可
(4)公司登記主管機關之命令或

法院裁定 
(5)其他主管機關規範事由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第二項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於二○○三年七月九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同年七月二十三

日總統公布實施，共有八章總計六十八條。本條例架構，首先是參考美國不動產

投資信託制度（REITs）與我國「共同信託基金管理辦法」及「金融資產證券化

條例」部分規定，採取「資產運用型」的「不動產投資信託」制度；其次是借鏡

日本「資產流動型」的「不動產資產信託」制度。二者主要之差異在一開始的對

象資產有所不同，前者為特定資產本身，後者先為金錢而後為資產。 

所謂「資產流動型」，指藉由資產分割給特殊目的機構，將不易變現的資產

轉換成小單位證券而出售予投資人，也就是第二章介紹的資產證券化基本型態。

「投資信託型」即先向投資人募集金錢成為信託財產，再將信託財產投資於資產

（例如股票、不動產）來產生收益，其結構與一般人熟悉的證券投資信託基金相

同，日本稱為「資產運用型」，事實上，投資信託型的資產證券化是投資信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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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可管理運用之範圍持續擴大的一種。 

第一款  章節架構 

第一章「總則」：包括立法目的、法律適用順序、主管機關（財政部）、用詞

定義、依本條例所發行之證券為證券交易法上之有價證券。 

第二章「不動產投資信託」：所規範內容包括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募集與

私募（包括申報程序與應備文件、不動產投資信託計畫與不動產投資信託契約應

記載事項等）、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運用（投資標的限制、閒置基金運用方式

限制、借數款項限制、流動性資產範圍、估價報告書、投資分析報告、受託機構

應遵守規定等）、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會計。 

第三章「不動產資產信託」：所規範募集或私募信託受益證券應備文件、資

產標的限制與財產權之塗銷、不動產資產信託計畫與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應記載

事項、變更應檢附文件、估價報告書、禁止利害關係人為委託人、準用不動產投

資信託等規定。 

第四章「受益證券之發行交付轉讓、受益人會議、信託監察人」：包括受益

證券之發行交付及轉讓、受益人會議準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得選任信託監察

人與準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之部分規定。 

第五章「稅捐與及相關事項」：所規範內容包括受益證券買賣或收回者免徵

證券交易稅、信託利益不計入受託機構營利事業所得額且採分離課稅、課徵地價

稅、課徵土地增值稅、建築物折舊費用之計算等。 

第六章「行政監督」：所規範內容是主管機關的監督權限，包括業務與財務

檢查權（對於受託機構、委託人、不動產管理機構或其他關係人）、變更受託機

構與移轉信託業務；以及受託機構得報經主管機關後終止委任契約，與準用信託

法等規定。 

第七章「罰則」：所規範內容包括違反本條例之刑罰（分為一年以上七年以

下、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二年以下、一年以下有期徒刑等四種）與行政罰鍰，

以及連續處罰之規定。 

第八章「附則」：主要授權主管機關制訂施行細則，以及本條例施行日期。

嗣後財政部在二○○三年十二月二日發布「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施行細則」共計十

四條，財政部後來發布相關法規命令包括了「受託機構募集或私募不動產投資信

託或資產信託受益證券處理辦法」、「受託機構私募不動產投資信託或資產信託受

益證券投資說明書應行記載事項準則」、「公告受託機構募集或私募不動產投資信

託或資產信託受益證券及受託機構變更不動產投資信託或資產信託計畫，應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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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備具之申請書及申報書格式及內容」229、「不動產證券化條例有關信用評等等

級規定」等等。 

第二款  條例重點 

為推定不動產資產證券化，不動產投資信託與現行信託業的營業信託相比，

特別以下制訂監控與優惠規定230： 

（一）監控面的加強： 

1.規定各種書類作成義務（二二估價報告書、二三檢討報告、三四、三六）。 
2.利害衝突的避免－確保監控（八Ⅱ、三一Ⅱ、二六Ⅲ、四八）。 
3.主管機關監督（五四）與變更受託機構權（五五）、同意受託機構終止委

任契約權（五六）。 

（二）稅賦優惠 

1.受益證券之買賣或經受託機構依約收回者，免徵證券交易稅（四九）。 
2.按信託計畫的信託土地免徵地價稅（五一）。 

（三）排除現行法限制部分 

1.信託財產出租之租金（土地法九七）與租期（民四四九）之限制（二四）。 
2.排除信託業法二六之限制，而得以信託財產借入款項（十九）。 

（四）其他 

1. 僅辦理不動產投資信託業務的信託業，主管機關得就最低資本額、股東結

構等另外制訂管理規則（四）。此乃為將來能使不動產業者亦能成為受託

機構，而預設主管機關得訂立較低標準之便宜性措施。 
2. 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為證券交易法第六條之有價證券（五）。 
3. 投資標的之範圍與限制之明確規定（十七、二○、二五） 
4. 會計方面之加強與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二六）。 

本條例除特殊目的信託外，還增加了不動產投資信託之型態，業者可依不同

交易需求採取不同方式，而兩套架構均採用單一窗口（財政部）受理申報，以簡

化申請程序。茲將二種證券化架構之產品設計及相關規範說明如下。 

                                                 
229 財政部 2003.10.15台財融（四）字第 0924000999號公告。 
230 以下（一）至（三）點，引自謝哲勝兩人合著，前揭註 140，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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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動產投資信託 

係指向不特定人募集發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以

投資不動產、不動產相關權利、不動產相關有價證券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

標的而成立之信託。其重要規範如下： 

（一）由於不動產流動性低，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原則上為封閉型基金；但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亦得為具有一定限制條件之開放型基金（十六）。 

（二）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主要投資或運用標的，限於已有穩定收入之不動產

及不動產相關權利。其投資或運用於現金、政府債券、不動產、不動產相

關權利及不動產相關有價證券之最低比率、投資於有價證券之比率及金額

上限與流動性資產之範圍及比率，均授權主管機關定之（十七、二○）。 

（三）為促使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妥善運用信託財產及增加基金操作靈活度，不

動產投資信託基金之閒置資金得運用於一定之金融商品（十八）。 

（四）受託機構得依信託契約之約定，並為不動產營運或配發利益、孳息或其他

收益等目的之需要，以信託財產借入款項，並以信託財產設定抵押權或其

他擔保物權；擔保物權之權利人僅得對信託財產於擔保物權之設定範圍

內，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行；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訂定借入款項之比率

上限（十九）。 

（五）受託機構不得為保證、放款、提供擔保或與該受託機構所設立之各不動產

投資信託基金及不動產資產信託間從事交易；並限制受託機構投資於有價

證券或其他金融商品之比率（二五）。 

（六）受託機構所設之信託財產評審委員會，應至少每三個月評審信託財產一次

並公告之；受託機構募集或私募之各個不動產投資信託基金彼此間會計獨

立，且該基金與受託機構之自有財產或其他信託財產間不得相互流用（二

六、二七）。 

至於不動產投資信託辦理流程，可以分為前置作業、申請或申報事項和後續

應辦事項，並一併將其流程圖以圖 14表示之231。 

 

 

                                                 
231 蔡青蓉，不動產證券化商品之公開募集簡介，證券暨期貨管理月刊第 22卷第 1期，2004 年 1
月，頁 50-53。 
 
 



 

 94

圖 14：不動產投資信託流程圖 

 

（資料來源：財政部金融局網站232） 

（一）前置作業：原則上，受託機構於洽定投資標的（非強制性）後，提經其董

事會決議募集或私募受益證券，並洽請專業估價者估價及律師、會計師表

示意見，另可委任不動產管理機構管理信託財產或設置信託監察人以自行

管理信託財產，認有必要時則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二）申請或申報事項：受託機構應檢具相關書件向主管機關（財政部）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公開募集者採申請核准制）。主管機關於審核書件時，應

洽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意見書；屬於公開募集者，並應洽經證券

主管機關（證期會）核准，且於主管機關核准前取得臺灣證券交易所或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發之上市或上櫃同意函。如擬於國外

募集或私募者，受託機構應先報請中央銀行同意後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或申報生效。 

（三）後續應辦事項：受託機構募集受益證券者， 應於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個
月內開始募集及辦理公告，並向應募人或購買人收取價款，提供公開說明

書。另受託機構開始募集後，應於三十日內募足，並於募集完成日起三十

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益證券。此外，受託機構募集受益證券自向

主管機關申請後至申請核准前，有發生財務或業務重大變化等事由致對證

                                                 
232 財政部金融局於今年 7月 1日後改名為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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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價格有重大影響時，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二日內公告並申報。 

二、不動產資產信託 

係指委託人移轉其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予受託機構，並由受託機構向不

特定人募集發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以表彰受益人對

該信託之不動產、不動產相關權利或其所生利益、孳息及其他收益之權利而成立

之信託。其重要規範如下： 

（一）不動產資產信託契約移轉之財產權，以已有穩定收入不動產及不動產相關

權利為限，且該財產權上有抵押權者，原則上委託人應予塗銷；另外該信

託之委託人應提供相關書件予受託機構，供投資人辨識可能承擔之風險

（三○）。 

（二）不動產資產信託之委託人不得為受託機構之利害關係人，但委託人有數

人，且具有利害關係之委託人就信託財產所占持分及持有擔保物權持分之

合計比率未達百分之二十時，不在此限（三五）。 

（三）準用不動產投資信託有關國外募集、契約變更終止、私募規範、募集程序、

提供資訊、閒置資金運用、借款、自律規範、估價程序、會計處理等規定

（三六）。 

（四）不動產投資信託及不動產資產信託之受益證券採私募方式者，不適用借款

比率、流動比率、估價程序、投資流程、分散投資、財產評審及公告淨資

產價值等規定（四六）。 

至於不動產資產信託辦理流程，可以分為前置作業、申請或申報事項和後續

應辦事項233，並一併將其流程圖以圖 15表示之。 

 

 

 

 

 

 

                                                 
233 蔡青蓉，前揭註 68，頁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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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不動產資產信託流程圖 

（資料來源：財政部金融局網站） 

（一）前置作業：委託人（不動產業主）應先塗銷抵押權或取得不實行抵押權之

同意書後，並公告債權人於期限內聲明異議；原則上，委託人經洽商受託

機構同意辦理 不動產資產信託後，須提經受託機構董事會決議募集或私
募受益證券，並洽請專業估價者估價及律師、會計師表示意見，另可委任

不動產管理機構管理信託財產或設置信託監察人以自行管理信託財產，認

有必要時則接洽請信用增強機構。如屬公開募集者，受益證券尚須經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並由證券承銷商出具評估報告書。 

（二）申請或申報事項：同前揭不動產投資信託之申請或申報事項。 

（三）後續應辦事項：除另規範受託機構募集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應全數委

託證券承銷商包銷外，其餘同前揭不動產投資信託之後續應辦事項。 

　 最後，本文將兩部法律之架構與重點整理如下表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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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5：我國資產證券化法律架構比較表 

母法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不動產證券化條例 
類型 金融資產證券化 不動產資產信託 不動產投資信託 
組織架構 資產流動型 資產流動型 投資信託型 
對象資產 金融資產 

1.汽車貸款 
2.房屋貸款 
3.金錢債權（包括將
來債權） 
4.信託受益權 
5.經核定之債權 

1.不動產 
2.不動產相關權利或

其所生利益、孳息或

其他收益之權利 

先金錢，後資產 
1.不動產 
2.不動產相關權利 
3.不動產相關證券 
4.經核准之投資標的

證券種類 1.資產基礎證券 
2.受益證券 

受益證券 受益證券 

創始機構

之資格 
1.金融機構 
2.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機構 

委託人 受託機構 
1.信託業 
2.設立滿三年以上 
3.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四Ⅱ） 
4.僅辦理不動產投資

信託者，信託業設立

標準有較低門檻 
受託機構

之資格 
1.信託業 
2.並經主管機關認可
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

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四Ⅱ） 

1.信託業 
2.設立滿三年以上 
3.並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
一定等級以上者（四Ⅱ） 
4.僅辦理不動產資產信託或不動產投資信託

者，信託業設立標準有較低門檻234 
特殊目的

機構之種

1.特殊目的公司 
2.受託機構（特殊目

受託機構（特殊目的

信託） 
特殊目的信託（特殊

目的信託） 

                                                 
234 信託業設立標準第 3條第 1項：「申請設立信託公司，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二十億元，

發起人及股東之出資以現金為限。但依本條例規定僅辦理不動產投資信託業務之信託公司，其最

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十億元；僅辦理不動產資產信託業務者，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三億

元；僅辦理不動產投資信託及不動產資產信託業務者，其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十億元。」第

5條第 2項：「依本條例規定僅辦理不動產投資信託或不動產資產信託業務之信託公司，得由具

有不動產管理經驗，且成立滿五年以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並經公開發行之不動產

管理機構，擔任前項之專業發起人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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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的信託） 
資產移轉

之要件 
1.資產信託或讓與前
需連續公告三日（五）

2.對抗債務人之要件
（六） 
 
 

無 1.塗銷抵押權者或檢
具抵押權人於信託契

約存續期間不實行抵

押權之法院公證同意

書（三○Ⅱ） 
2.一個月以上之期
限，公告債權人於期

限內聲明異議（三○

Ⅲ） 
證券之性

質 
1.證券交易法上之有

價證券（七） 
2.短期票券 

1.證券交易法上之有價證券（五） 
2.短期票券 

主管機關

權限 
1.派員檢查（一○五）
2.信託業務移轉（一
○六Ⅰ） 
3.處分特殊目的公司
（一○六Ⅱ） 

1.派員檢查（五四） 
2.信託業務移轉（五五） 
3.終止委任不動產管理契約（五六） 
 

重大事項

之申報與

公告 

1.受託機構準用信託
法（一○七Ⅰ、Ⅱ）

2.特殊目的公司之公
告（一○七Ⅲ） 

受託機構準用信託法（五七）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第三項  我國資產證券化案件介紹 

第一款  已發行案件 

我國資產證券化第一件案例，是二○○三年三月的台灣土地銀行受託經管台

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信託證券化特殊目的信託（IBT CLO1），簡稱「台灣
工銀企業貸款債權信託受益證券（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CLO）」，該證
券之資產群組為多筆企業貸款債權，總金額為新台幣三十五億九千三百萬元，受

益證券分為第一順位受益證券二十七億六千六百萬元、次順位受益證券八億二千

七百萬元，前者到期日為二○一一年，採私募發行全數由機構法人取得，後者由

台灣工銀持有作為信用增強方式。優先證券償還期間為三年七個月，經中華信用

評等公司和標準普爾公司評等後取得 twA 等級，票面金額每張一百萬元，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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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率為 2.8％。由於該證券適用 6％的分離課稅，使得稅後報酬率達 2.632％，對
投資人而言相當具有吸引力235。 

第二件案例為法國里昂信貸銀行台北分行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是我國第一

件公開募集（上櫃）的案件，基礎資產之貸款債權包括中華航空、長榮海運等十

七家企業，涵蓋高科技、交通、媒體、水泥、化工、汽車融資、鋼鐵、租賃、汽

車零件、娛樂、貿易流通等產業，規模高達八十八億元236。 

第三件案例是台灣工銀第二檔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受益證券（CLO2），台灣
工銀在這一檔 CLO 中擔任架構設計者（主辦銀行）角色，是我國首宗自行設計

的資產證券化商品，也是國內第一檔無實體方式發行的受益證券。發行金額新台

幣三十二億元，公開招募（上櫃）的第一順位、第二順位受益證券，發行金額為

新台幣二十二億四千萬元，每張面額為新台幣一佰萬元。第一順位受益證券年利

率 1.55 %且每半年單利計付息一次，第二順位受益證券年利率為 1.80%且每半年

單利計付息一次；二者之還本方式依企業貸款還本日期，每半年還本一次237。 

第四件案例是萬泰商業銀行所發行的現金卡債權受益證券，本案特色有三：

（一）國內以現金卡現在及將來債權作為金融資產證券化標的之首例；（二）利

用現金卡債權之循環信用利息較高，發行超額利差受益證券之首例；（三）為首

宗推向國際舞台之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將部分受益證券售予海外特殊目的公

司，一方面印證我國金融證券化商品，已受國際投資人認同；另一方面也提供國

際金融機構參與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更多商機，對國內金融機構在財務工程專業

技術之提昇，亦甚具意義238。 

第五件案例是台灣第一件房屋抵押貸款證券（RMBS），由德意志銀行台北

分行為第一商業銀行九十二年房地產抵押放款債權信託（特殊目的信託）之受託

機構，發行金額約新台幣四十七億元，共四種種類之房貸擔保浮動利率受益證

券，亦採私募方式發行。證券化標的包含第一商業銀行本身承作之基本放款利率

房貸（三百三十六筆）及指數型房貸（二千一百三十筆），共計二千四百六十六

筆房屋貸款，房屋貸款餘額約計新台幣五十四億元，加權平均房貸本金餘額約為

新台幣二百四十萬元。上述住宅抵押貸款係第一商業銀行依授信程序核貸，擔保

品主要座落於台北縣市及新竹縣市等地區。 

                                                 
235 參見台灣工業銀行新聞中心，台灣工銀企業貸款債權信託受益證券 92/02/24正式發行，2003
年 2月 25日，網址 http://www.ibt.com.tw/news.asp（瀏覽日期 2003.12.5）。 
236 黃又怡、王皓正、宋繐瑢，里昂企業債權受益證券熱賣，經濟日報，2003 年 10月 8日，網
址 http://archive.udn.com/2003/10/8/NEWS/FINANCE/FIN3/1606047.shtml（瀏覽日期 2003.12.8）。
本件交易詳細內容，參見「萬通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發行法國里昂信貸銀行台北分行企業貸款

債權證券化受益證券公開說明書」。 
237 本件交易詳細內容，參見「土地銀行九十二年度第二次發行台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信託

證券化受益證券公開說明書」。 
238 資料來源，參見財政部金融局第五組新聞稿，核准德商德意志銀行發行「萬泰商業銀行 George 
& Mary現金卡債權 2003 年證券化受益證券」，2003 年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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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件案例是台新國際商業銀行房屋抵押貸款證券化信託，發行金額為新台

幣四十七億二千五百萬元，是國內第二宗房屋貸款抵押證券化，本案採私募發

行，主要認購對象為國內金融機構，平均加權發行利率約 1.73%，平均加權發行

期間約二點四七年，所發行的證券，因信用評等等級之不同分為 A、B、C、D
四種，其中 D券無信用評等，主要作為信用加強之用，由台新銀行自己保留239。 

第七件案例是台灣工業銀行第三度發行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金額為五十二

億五千萬元，其中第一至第三順位共計四十三億五百萬元的受益證券採公開發行

（上櫃），第四至六順位共計額度計九億四千五百萬元之證券，則由台灣工銀採

私募方式發行。本受益證券首創國內以浮動利率發行方式，為金融資產證券化商

品，與利率衍生性商品結合的首例，第一順位受益證券的持有人，指定利率區間

介於 0%至 2%，每半年收取浮動利率利息一次；第二與第三順位受益證券，則

分別以 2.12%與 2.3%的固定利率發行，亦每半年收取固定利率利息一次240。  

第八件案例是首宗不動產證券化資產信託交易，由嘉新國際萬國商業大樓案

件，在今年六月十日上櫃，其受益證券名稱為「台北國際商業銀行受託經管嘉新

國際萬國商業大樓資產信託，發行 A 系列受益證券、B 系列受益證券及次順位

受益證券」，規模為四十四億一千萬元，分為優先順位受益證券及次順位受益證

券，其中優先順位分為 A系列受益證券（票面年利率 2.30%，金額十六億三千萬

元）及 B系列受益證券（票面年利率 2.60%，金額五億元），次順位受益證券金

額為二十二億八千萬元且無票面利率。 

總計到二○○四年六月底為止，我國資產證券化已發行案件共有八件，其中

房貸抵押貸款二件、企業貸款債權四件、信用卡債權一件（萬泰銀行）與不動產

資產一件，均採特殊目的信託方式（詳見表 4-1）；若以發行地域區分，境外發行

一件（萬泰銀行信用卡債權），其餘均為境內發行；以募集方式區分，上櫃者四

件，私募有四件，總發行規模已累計經高達新台幣四百六十餘億元（見表格 16
我國資產證券化已發行案件之規模）。 

不過要特別說明，因「萬泰商業銀行喬治瑪麗現金卡債權 2003 年證券化」

採私募，詳細資料並未公開，因此無法確定實際發行金額與財政部核准是否完全

相同，且其發行金額是以美金計算，故本文僅以大約數字新台幣一百一十六億計

算之，同樣「第一商業銀行九十二年房地產抵押放款債權信託」也沒有確定數據，

本文以新台幣四十七億計算之。 
                                                 
239 資料來源，台新銀行推出房貸證券化產品規模新台幣 47億元，東森資產管理股份有限公司網

站「最新資訊」區，網址 http://www.etamc.com.tw/news/newsdetail.php?id=3769（瀏覽日期
2004.3.29）。 
240 林上祚，台工銀發行浮動利率受益證券，工商時報，2004 年 5月 5日，網址
http://ec.chinatimes.com.tw/scripts/chinatimes/iscstext.exe?DB=ChinaTimes&Function=ListDoc&Fro
m=1&Single=1（瀏覽日期 2004.5.5）。詳細交易內容，參見「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年度第一次發行台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信託證券化受益證券公開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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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6：我國資產證券化已發行案件之規模－依資產性質（2003-2004.6） 

資產性質 金額（新台幣） 百分比 交易案件數 百分比 
企業貸款債權 CLO 208.43億 45%  4 50%
住宅抵押貸款債權 RMBS 94億 20% 2 25%
現金卡債權 116億 25% 1 12.5%
不動產 CMBS 44.1億 10% 1 12.5%
總計 462.53億 100% 8 100%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至於表格 17 則是我國資產證券化已發行案件之資料概況，包括發行日期、

案件名稱、創始機構與受託機構、金額與發行證券種類。本文並將拔得頭籌的金

融資產與不動產資產證券化兩件個案資本資料詳列如下表格 18，一併附上案件
架構流程圖，上述各圖表中之金額若不寫明均是以新台幣為單位。 

表格 17：我國資產證券化行已發行案件之概況 

發行日與案件名稱 創始機構 金額 發行證券 
第一順位受益證券（私募）：

27.66億 

2003.2.24 
台灣工業銀行企業

貸款債權信託證券

化特殊目的信託 

創始機構：台灣工銀

受託機構：土地銀行

35.93
億 

次順位證券：約 8.27億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上櫃） 

高級甲券：58.08億／2% 

高級乙券：7.04億／2.3% 

中級甲券：6.6億／2.6% 

中級乙券：0.66億／2.8% 

2003.9.29 
法國里昂信貸銀行

台北分行企業貸款

債權特殊目的信託 

創始機構；法國里昂

信貸銀行 
受託機構：萬通商業

銀行，後因合併改為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88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15.62億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上櫃） 

第一順位：19.2億／1.55 % 

第二順位：3.2億／1.80 % 

2003.11.11 
臺灣土地銀行股份

有限公司九十二年

度第二次受託經管

台灣工業銀行企業

貸款債權信託證券

化特殊目的信託 

創始機構：台灣工銀

受託機構：土地銀行

32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 

第三順位：3.28億／2.4％ 

第四順位：3.76億／2.97％ 

第五順位：2.5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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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18 
萬泰商業銀行喬治

瑪麗現金卡債權

2003 年證券化特殊

目的信託 

創始機構：萬泰商業

銀行 
受託機構：德意志銀

行 

約 116
億 

投資人受益證券：78.2億 

超額利差受益證券：11.9 億／

2.2%（在國內私募） 

次順位受益證券：23.8億 

賣方受益證券：2.1億元？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私募） 

A 券：39.1 億／指數型房貸指

標利率+0.25% 

B券：2.2億／指數型房貸指標

利率+0.55% 

C券：1.5億／指數型房貸指標

利率+0.65% 

2004.3.2 
第一商業銀行九十

二年房地產抵押放

款債權信託 

創始機構：第一商業

銀行 
受託機構：德意志銀

行 

約 47
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 

D券：約 3.19至 4.83億元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私募） 

A券：38.5億 

B券：3.5億 

C券：1.85億 

2004.3.30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房屋抵押貸款證券

化信託 2004-1 

創始機構：台新銀行

受託機構：德意志銀

行 

47.25
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 

D券：3.4億元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上櫃） 

第一順位：33.05 億／0~2%浮

動利率 

第二順位：5億／2.12％ 

第三順位：5億／2.3％ 

2004.5.4 
臺灣土地銀行股份

有限公司九十三年

度第一次受託經管

台灣工業銀行企業

貸款債權信託證券

化特殊目的信託 

創始機構：台灣工銀

受託機構：土地銀行

52.5
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私募） 

第四順位：5.775億／3% 

第五順位：1.575億／4％ 

第六順位：2.1億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上櫃） 

A系列：16.3億／2.3％ 

B系列：5億／2.6％ 

2004.6.10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

受託經管嘉新國際

萬國商業大樓資產

信託 

委託人：嘉新國際 
受託機構：台北國際

商銀 

44.1
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22.8億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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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8：我國第一件金融資產證券化和不動產資產證券化案例之基本資料 

案件 台灣土地銀行受託經管台

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

信託證券化特殊目的信託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受託經管嘉新

國際萬國商業大樓資產信託 

發行時間 2003.2.24 2004.6.10 
類型 金融資產證券化 不動產資產證券化 
創始機構 台灣工業銀行 嘉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機構 台灣土地銀行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 

基礎資產 企業貸款債權 萬國商業大樓及相關權利 
種類 第一順位

CLO 
次順位 CLO 優先順位

A系列 
優先順位

B系列 
次順位 

金額 27.66億元 約 8.27億元 16.3億元 5億元 22.8億元
票面利率 年息 2.8％ 無 2.3％ 2.6％ 無 
信用評等 twA 無 Aaa.tw  A3.tw 無 
面額 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 
到期日 2011 年 2012 年 

受

益

證

券 

發行 私募 創始機構持有 公開募集（上櫃） 創始機構持有 
資產管理與

處分 

1.服務機構：台灣工業銀行

2.備位服務機構：台灣土地
銀行 

1.不動產管理機構：嘉新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2.備位不動產管理機構：香港商世

邦魏理仕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信用增強 1.由台灣工銀持有次順位信

託受益證券 
2.台灣工銀信託提存 2400
萬元準備金 

1.不同種類之優先順位證券，與次

順位受益證券（由嘉新國際持有且

不得轉讓） 
2.信託帳戶內各種基金 1.3億元 

其他機構 1.現金收付機構：中國信託商銀 
2.利率交換：法國興業銀行 
3.會計：資誠及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4.法律：正源與泰運法律事務所 
5.財務：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 
6.財稅：致遠會計師事務所 

1.專業估價者：仲聯量行股份有限公司與中

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會計：勤業仲信會計師事務所 
3.法律：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 
4.財稅：資誠計師事務所 
5.估價報告書：仲聯量行與中華徵信 

架構設計者

（主辦機構） 

法國興業銀行 法國興業銀行 
共同主辦顧問：台灣工業銀行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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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台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受益證券證券化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受託機構（土地銀行）

承銷機構（台灣工銀證券等）

認
購
價
款 

第一順位
CLO：
27.66億
利率2.8％

twA信用等級

1.由台灣工銀持有次順位CLO 
2.台灣工銀信託提存2400萬元準備金 

借款人 
（23家高科技公司） 

次順位CLO

41筆企業貸款 
35.93億元＋擔保權利

收款帳戶 
（中國信託商銀）

利率交換銀行 
（法國興業銀行） 

利率交換SWAP

信用評等機構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信用增強 

投資人（受益人） 
80％為銀行，其餘為保險和證券業

主辦機構：法國興業銀行 
會計顧問：資誠及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法律顧問：正源與泰運法律事務所

財務顧問：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

財稅顧問：致遠會計師事務所 

貸款債權之
信託移轉 

交付第一順位受益證券之價款
以及次順位CLO 8.27億元 

認
購
價
款

本金定期償還和提前還款

第一順位
CLO

主 管 機 關
（財政部）

1.主管機關核准 
2.申請發行受益證券 

服務機構 
（台灣工銀） 

創始機構 
（台灣工銀） 

貸款債權之收取 

1.特殊目的信託 
2.現金收付專戶 
3.準備金帳戶 

次順位
CLO：
8.27億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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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萬國商業大樓資產信託證券化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文研究整理） 

委託人／不動產所有人 
（嘉新國際） 

受託機構（北商銀）

承銷機構（台灣工銀、元大京華）

認
購
價
款

A券：Aaa.tw 

B券：A3.tw 

信託財產 44.1億元： 
1.不動產：萬國商業大樓部分樓層（原 IBM大樓） 

2.其他權利：租賃契約之請求權和其他損害賠償請求權

信用評等機構 
（慕迪信用評等公司）

信用增強 

投資人（受益人） 

主辦機構：法國興業銀行與台灣工銀
會計顧問：勤業仲信會計師事務所 
法律顧問：協合國際法律事務所 
財稅顧問：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估價報告書：仲聯量行與中華徵信 

不動產及其
他權利之信
託移轉 

交付優先順位受益證券之價款
以及次順位受益證券 

認
購
價

A、B系列 

主 管 機 關
（財政部）

1.主管機關核准 
2.申請發行受益證券 

不動產管理機構
（嘉新國際）

1.特殊目的信託 
2.信託專戶：一般基金
和次帳戶各種基金 

優先順位受益證券

21.3億 

 

 

 

A系列 
16.3億元 
利率2.3%

1.不同種類之優先順位證券，與次順位受 
.益證券（由嘉新國際持有且不得轉讓） 

2.信託帳戶內各種基金1.3億元 

專業估價者 
1.仲聯量行：  44.19億元
2.中華徵信所：44.02億元

不動產建物管理
與租賃管理 

信託財產估價 

次順位受益證券
22.8億

次順位受益證券

B系列

5億元
利率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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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進行中案件 

在金融資產證券化部分，其實第一件獲得財政部核准發行住宅抵押貸款證券

化（RMBS）者並非第一銀行，而是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的住宅抵押貸款受益證券，

其擬以五十億元債權及一千八百萬流動準備金，信託與德商德意志銀行發行受益

證券，但後來延宕至今仍尚未發行。 

又財政部於今年六月十四日核准「建華商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信託受益證

券」，由建華商業銀行擔任創始機構及服務機構、復華商業銀行為受託機構，發

行金額新台幣四十九億元。本案的特色是建華商業銀行事先洽妥需要資金之十五

家企業，以無擔保放款契約約定，在貸放當日同時完成證券化。復華銀行以受託

機構之地位發行五個等級受償順位之受益證券，除最後順位表彰殘值之受益證券

不經信用評等並以私募方式進行，由創始機構持有作為信用增強工具外，前四順

位之受益證券皆由中華信評進行信用評等，分為 twAA、twA、twBBB與 twBBB-，
並對外公開發行（該受益證券票面金額均為新台幣五百萬元，不足五百萬元，依

實際金額發行，票面利率採浮動利率計息，受益證券發行期間為三年）241。  

據報載，安泰商業銀行與安迅資訊系統公司（NCR Teradata）合作建置企業
級資料倉儲，預定七個月完成，除有利消費金融與財富管理業務強化之外，並規

劃將部分「三貸同償」小額信貸餘額予以資產證券化242。  

再來，應收帳款證券化也有加溫的趨勢，我國證券化市場居於領先地位的台

灣工業銀行，擬在今年八月推出國內第一件以短期票券（ABCP）型態發行的「世

平興業公司應收帳款證券化受益證券」243，預計最高發行上限為新台幣二十五億

元，證券化期間五年，每隔三十天發行一次，預估五年內會發行六十次。且其預

計在今年第四季推出我國第一件汽車分期款證券化「北都汽車公司汽車分期款債

權證券化」案件，金額預計是十五億元244。另外，建華金控旗下子公司安信信用

                                                 
241 財政部金融局新聞稿，財政部核准復華銀行發行「建華商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信託受益證

券」，2004 年 6月 15日，網址 
http://www.mof.gov.tw/content.asp?CuItem=17541&baseDSD=5&CtUnit=11（瀏覽日期 2004.6.20）。 
242 夏淑賢，安泰銀 規劃小額信貸資產證券化，經濟日報，2004 年 7月 16日。 
243 本案由台灣工銀、法國興業銀行擔任主辦機構，創始機構世平興業公司為半導體通路商，基

礎資產是以新台幣與美元的應收帳款為標的。除了有次級市場流通、商品量大的特色，台灣工銀

主管指出，ABCP 型態與一般商業本票（CP）無異，報酬並不特別高，票息應與目前三十天期

商業本票利率約 1.1%相去不遠，但與一般商業本票 20%分離課稅相比，證券化商品享有 6%分離

課稅的優勢，足足省下 14%的課稅空間，不但法人搶先訂購，預估將會正式走入個人理財的領

域，成為高資產人士避稅新寵，參見黃又怡，應收帳款證券化 8 月上市，經濟日報，2004 年 7
月 16日。 
244 參見台灣工業銀行新聞中心，台工銀與北都汽車合作汽車經銷商分期款證券化，2004 年 5月
11日，網址 http://www.ibt.com.tw/news/cnew_1.asp?id=99&year=2004（瀏覽日期 2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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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擬在今年底進行應收帳款證券化，發行規模將超過新台幣五十億元245。  

在不動產證券化部分，國內第一宗不動產投資信託 REIT，應會由富邦集團
的「富邦一號不動產投資信託」（簡稱富邦一號 REIT）拔得頭籌。該計畫經中華
信用評等公司授予的長短期信用評等分別為「twA-」及「twA-2」，評等展望為
「穩定」，並預定在七月中旬向主管機關送件，預計在九月掛牌上市，最低投資

門檻僅一萬元。信託財產包括富邦人壽大樓（價值占 76％）、富邦中山大樓（14
％）與富邦天母大樓（10％），預計發行金額為新台幣五十八億元，由富邦產物

保險公司及富邦人壽公司持有該信託受益證券二成，其餘額度將出售給一般大

眾。富邦金控指出，REITs報酬主要來自於租金報酬（減去辦公大樓維護費用）

及不動產增值兩大塊，預估大樓年租金報酬約有 4％，而每年租金約有 3％調漲
空間，將可反映在租金報酬上，此外，若每年也將根據不動產增值部分反映在

REITs 淨值上246。據悉，富邦集團正規劃富邦二號、三號、四號 REIT，以建立

富邦集團在 REIT市場領導品牌。其他還有台灣工業銀行規劃的新光人壽保險公

司的「天母傑仕堡」大樓證券化247、遠雄集團的「遠雄國際中心」與遠雄壽險公

司的「大都市國際中心商業大樓」證券化、日盛證券之工業區土地證券化等248。 

在不動產資產證券化上，富邦集團已與全坤興業簽約，將其所有的台北市名

宅「敦峰大樓」規劃發行不動產資產信託（REAT）受益憑證，發行規模達新台

幣六億元，預期在七月底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准後開始對外募集，有機會成

為台灣的第二檔 REAT。本案由富邦證券與富邦銀行共同規劃與銷售，富邦銀行

擔任受託機構、富邦證券擔任承銷機構，富邦建經出任備位不動產管理機構。 

另外根據報載，身為營建業者的全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全坤興），董

事會也在近日決議將進行不動產資產信託證券化，擬與富邦商業銀行合作，資金

規模約六億到六億三千萬元，有機會成為主管機關推出不動產證券化後，第一波

運用此新金融商品的營建公司249。 

                                                 
245 黃又怡，安信 將發行逾 50億應收帳證券化商品，經濟日報，2004 年 6月 24日。 
246 邵朝賢、林上祚，富邦一號 REIT 暖身 九月募集，工商時報，2004 年 6 月 30 日，網址
http://money.chinatimes.com/news/finet/m9363001.htm（瀏覽日期 2004.7.10）。 
247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將旗下資產「天母傑仕堡」大樓作為證券化標的，委由台灣工業銀行主辦，

即將於今年第三季發行約新台幣 55億元的「不動產投資信託受益證券」，這是台灣工銀與不動產

龍頭新光集團合作推出的第一檔 REITs，在房地產景氣逐漸回春之際，本案可望促進不動產證券

化市場的活絡。參見台灣工業銀行新聞中心，台工銀與新光合作「天母傑仕堡」證券化，2004
年 3月 1日，網址 http://www.ibt.com.tw/news/cnew_1.asp?id=96&year=2004（瀏覽日期 2004.6.1）。 
248 經濟部推出的工業區出租案，吸引民間金融機構推動不動產證券化商品，已計畫針對總計 270
公頃的出租工業區土地及樓層，推出規模達 450億元的不動產證券化，其中出租規模一百 30多
億元的南港軟體園區第 2期，將是可能的優先對象。參見曾憲文，工業區不動產證券化規模 450
億 日盛證將開例，工商時報，93 年 5月 5日，網址
http://times.hinet.net/news/20040505/headline/6346456.htm（瀏覽日期 2004.6.10）。 
249 蕭志忠，全坤興不動產將證券化，經濟日報，2004 年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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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後續發展概況 

在今年六月，我國第一件金融資產證券化交易「台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

信託證券化特殊目的信託」，所發行之第一順位受益證券已於全數償還完畢，該

案也是目前受評之優先順位受益證券中，首支已全數償還的案件。該第一順位受

益證券是由台灣工業銀行一組固定的企業放款組合（放款組合）所支應，其績效

表現相當良好，並未出現延滯付款或違約情事，此可歸功於台灣工業銀行良好的

管理能力、該案對適格放款所訂定的嚴格標準、以及該些借款人為台灣工業銀行

企業放款部門既有之優良客戶。不過，該受益證券的法定到期日為二○一一年，

因債務人陸續藉國內利率處於歷史低檔之際，對其既有貸款進行借新還舊，使得

證券化案件標的放款組合的本金償還速度比預期累積還本率快上許多250。 

圖 18：台灣工銀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IBT CLO1）優先順位受益證券本金償還

率圖 

 （資料來源：方琮暉、江斐若） 

上述所反應的貸款債務人提前償還（prepayment）風險，也是主要影響我國
資產證券化未來市場之發展主因。除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已上軌道，房貸證券化

（RMBS）卻有先盛後衰之情事，信評業者甚至斷言，房貸證券化可能在彰銀與
玉山等舊案出清後，就轉趨寂靜，反倒是去年七月開始的商用不動產資產證券化

（CMBS）如火如荼進行。關鍵原因即在於，證券化標的物所能產生的現金流量

                                                 
250 方琮暉、江斐若，台灣證券化市場第一樁受評受益證券已全數償還，2004 年 7月 13日，網
址 http://www.taiwanratings.com/tw/（瀏覽日期 200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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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251，房貸證券因為基礎資產的利率過低，其收益還可能無法負擔證券化成

本，銀行也考量顧及舊房貸客戶降息的權利而延後 RMBS 計劃252。相較而言，

商用不動產資產的年收益率約為 5％，扣除支付管理機構的管理費用，仍較 2.3
％的房屋貸款利率要高很多，也較有能力規劃出票面利率較高的受益證券，因此

受到市場上的歡迎。 

最後，相較於發展多年的美國證券化市場，其次級市場已十分成熟，我國資

產證券化市場仍在起步階段。長年在美國研究資產證券化的標準普爾結構融資評

級董事總經理扈企平觀察台灣發展情況，認為基礎法律環境已漸趨完備，其他如

提供完整資料作為會計、信評分析，投資銀行或券商包裝承銷證券化商品，以及

適當的投資人、公債市場的活絡等，台灣也有相當的條件；只不過目前在發展初

期階段，台灣資產證券化市場還欠缺次級市場。證券業者坦言，資產證券化商品

剛在台灣發展，券商或投資人買進商品，主要是要學習承銷技術，為未來做準備，

因此這類商品流動性不高，不容易出脫；未來市場必須更成熟後，才會慢慢發展

出次級市場，提高投資人交易意願253。

                                                 
251 參見林上祚，RMBS及 CMBS 冷熱兩樣情，2004 年 6月 5日，網址 
http://www.cmoney888.com/news/finet/m9360502.htm（瀏覽日期 2004.6.10）。其指出，房屋貸款之
利率過幾幾年低到谷底，目前整批 20 年期房貸利率還停留在 2.3％的低水準。而主辦一件證券化
等專案融資，通常會收取至少 50到 100點的主辦費與承銷費，將利率 2.3％房貸資產包裝承證券
化商品至少利息要訂在 2.8％才能回本。但是證券化商品信用評等頂多等同於國內公債 TwAAA
的等級，以今年 3月份發行的政府 10 年期公債利率才不過 2.375％情況，20 年期的 RMBS想要
把利率訂在 2.8％，根本是不可能的任務。 
252 因此從去年計畫發行房貸證券的玉山銀行與彰化銀行，因為在籌備房貸證券化的一年多時間

裡，國內房貸利率一路降到目前 2.3％的低水準，部分基礎資產之利率雖然還有 4％到 5％，但因
考量到一旦信託移轉後，這些房貸客戶都會失去降息的權利，為了顧及顧客權益，所以這兩家銀

行決定向中華信評撤回評等申請。 
253 林憬屏，標普專家：台灣資產證券化仍欠缺次級市場，中央社，2004 年 7月 10日，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040710/43/sjo5.html（瀏覽日期 200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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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現行法制兩大問題與修正 

如前所述，本論文目的在以現行法架構為基礎，針對智慧財產權證券化部分

為修正，因此對於現行法制有何缺失，亦須一併探明。目前有關金融資產證券化

與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之相關文獻高達二百餘篇，若焦點集中在法律部分，主要論

點在於真實買賣之要件與會計處理與特殊目的機構獨立性，這部分亦是智慧財產

權證券化首要解決之基礎問題。 

再者，智慧財產權尚非我國法下得為資產證券化之標的，其相關債權若以應

收帳款債權證券化，現行法仍有缺失之處，故本文在檢討我國現行資產證券化法

制後，對照第一章所提的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種類，綜合金融資產與不動產證券

化條例，本文認為，我國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基礎架構，可分為「智慧財產權資產

證券化」、「智慧財產權債權證券化」與「智慧財產權投資信託」三種類型，至於

特殊目的機構部分，則採信託與公司雙軌制並行，在申請程序、證券發行與募集、

信用評等與增強、行政監督等部分，原則上可準用既有法令再予以補充。 

由於智慧財產權基礎法制需要檢討之點甚多，本章先針對我國資產證券化法

制的二大爭議——真實買賣與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先做根本之討論。下一章

則針對智慧財產權本身之特性，修正現行法不足之處。 

第一項  真實買賣之問題 

資產證券化之核心法律問題，在於確保基礎資產隔離於創始機構之破產風險

之外，事關創始機構破產時，創始機構債權人可否主張詐害債權或實質合併，使

基礎資產被納入創始機構的破產財團之內，而使證券投資人蒙受不受清償之損

害。對於創始機構之資產是否真正讓與特殊目的機構，學者普遍以美國法上真實

買賣（true sale，或稱真實交易）和破產法上實質合併（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
之判斷標準，以平衡投資人與創始機構債權人對權利254。 

本文將真實買賣定義為「創始機構讓與基礎資產以取得現金或收益，而特殊

目的機構成為基礎資產法律上之新所有權人，該資產不受創始機構債權人追索，

或在創始機構破產或重整時不被納入其財產中」255。因此，重點是如何讓特殊目

的機構要成為基礎資產新的所有權人，法律上著重的是如何認定創始機構有讓與

                                                 
254 王文宇，前揭註 53，頁 61。 
255 其他定義例如「資產確實移轉至代表投資人權益的特殊目的機構」，參見吳彩鈺，前揭註 108，
頁 119；有定義為「創始機構移轉資產管理、使用、收益等控制權，以獲得產將來現金流量相當

之現金，使資產與其信用及破產等風險隔離，而不受其債權人追索或破產重整等財務狀況影響」，

參見鄭惠蓉，資產證券化有關資產移轉「真實買賣」之探討，全國律師，2001 年 11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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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之所有權變動意思，會計上則是買賣與有擔保借貸之認定與資產負債表上移

除與否的問題。 

真實買賣為法律解釋問題，必須從契約所展現之當事人意思、是否與客觀之

事實相符合等觀點，就讓與資產之風險、收益權及控制權移轉之程度及合理性問

題，加以客觀分析256，由於法律上對讓與所有權沒有具體的判斷標準，故金融資

產證券化條例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以移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257，作為判斷

控制權移轉之標準。但本文認為，雖然會計如何認定資產可從創始機構之資產負

債表上移除（off-balance表外化效果）之處理準則可作為法律解釋之參考依據，

但不能取代法院對於真實買賣或信託合法之檢驗，例如當事人主觀要件（是否有

效果意思）、客觀行為、是否通謀等。況且現行法下縱然資產移轉符合會計一般

公認原則，創始機構債權人是否即不得主張買賣或信託行為無效或得撤銷？亦即

是否排除民法第八十七條、二百四十四條、信託法第五、六條、破產法第七十八、

七十九條等適用？258仍屬不明，因此應先由法律觀點與以釐清，並非會計原則可

以逕行取代法律解釋的空間。 

另外，真實買賣雖名為買賣，但對於採信託型態的證券化交易應一體適用，

也就是信託法同樣也有信託無效、得撤銷之情況，既然資產證券化之導管採信託

或公司僅是制度上的彈性，應不影響創始機構讓與資產之意思與目的，故法院在

判斷上應為同樣標準。 

第一款  資產移轉之原因行為（買賣或信託）是否無效 

判斷創始機構之交易為買賣或有擔保借款之必要性，在於美國破產法 11 
U.S.C. §362（2004）對於財產買賣行為，若被認定為破產法上以擔保為目的之有

擔保借貸（a secured loan），則該資產並非屬於特殊目的機構，仍屬於創始機構。
則特殊目的機構對於創始機構之擔保利益，將有程序自動停止（automatic stay）
之效力。至於判斷是否為買賣或借貸時，考量因素包括創始機構是否附有追索權

義務、創始機構對被移轉資產之控制權等259。至於真實買賣之意義在我國法下，

應是創始機構債權人可否主張原因行為（買賣或信託）無效或得撤銷之問題。 

首先，買賣行為有無民法無效之情況，若創始機構以買賣借名脫產，相當於

                                                 
256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草案修正對照表之修正說明，2002 年 6月 4日。 
257 我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已於 2003 年 5月 22日公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3號「金融資產之移轉及負債消滅之會計處理準則」，應依此辦理，但是尚未對於不動產證券化

有專門之會計處理。 
258 立法委員殷乃平對於金融資產證券化所提出的草案第 55條，即認為應排除民法第 244條、第
870條、信託法第 6條全文，始能確保破產隔離所欲達成的目的。但反對者認為撤銷權之成立應

由法院判斷，故無剝奪債權人行使撤銷權之必要，但為了保護受益證券持有人，應增定「撤銷不

影響受益人已取得之利益」，參見吳彩鈺，前揭註 108，頁 117-118。 
259 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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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第八十七條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在特殊目的機構亦明知之情況下，該買

賣契約與處分行為在當事人間均屬無效260，因此基礎資產仍屬於創始機構所有。

不過一方面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民八七Ⅰ但書），因此投資

人可以主張買賣和處分行為對其有效而不影響權利，一方面資產證券化計畫在我

國有行政監督和專業人士查核，除非特殊目的機構人事被創始機構完全控制261，

否則實難想像有通謀虛偽之情況。 

若創始機構之買賣並非脫產，而屬於消費借貸，則得否主張創始機構無讓與

資產之效果意思而僅設定擔保？也就是買賣契約和移轉物權契約因通謀虛偽意

思表示或脫法行為而無效262，至於隱藏的法律行為（消費借貸和設定擔保物權契

約）仍有效（民八七Ⅱ）。買賣與消費借貸之區別，前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

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金之契約（民三四五Ⅰ），後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金

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類、品質、數量相同之物返還

之契約（民四七四）。前者之目的在取得買賣標的物所有權，後者則是取得經濟

活動所需資金。 

因為資產證券化之經濟目的為融資，創始機構出賣並移轉資產所有權與特殊

目的機構，其目的在於作為資產支持證券之擔保，因此造成法律解釋上屬買賣或

金錢借貸的疑義，而可能造成資產移轉之物權行為也可能被認定是讓與擔保而非

真正移轉263。同樣也會發生應屬於買賣或借貸疑義者為「應收帳款買賣契約

（factoring）」，當債權受讓人必須承擔第三債務人未能清之風險，也就是該契約

附有追索權時，德國實務多半認為屬於借貸而非債權讓與264。 

不過，這種外表上是買賣而內部在於借貸與擔保之法律行為，早在法律上廣

                                                 
260 按最高法院 62台上字 316號判例意旨，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相對人不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

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法律效果是意思表示無

效，因此財產上行為（債權行為和物權行為，例如通謀虛偽買賣不動產並移轉所有權）在當事人

間無效，惟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民 87Ⅰ但書），也就是不得對投資人主張資產未移轉於 SPV。  
261 特殊目的機構被創始機構控制可能造成日後營運上風險，因為創始機構可能犧牲特殊目的機
構利益，因此如何切斷創始機構對特殊目的機構之控制權（即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是資產

證券化之重要課題。可透過獨立董事、創始機構股東之表決權信託、限制業務範圍等方式為之，

不過我國法乾脆禁止創始機構出資設立特殊目的機構，僅有非同一關係之其他金融機構可以設立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54Ⅱ），但此卻與美國實務操作相違，是我國特殊之立法。 
262 脫法行為，指以迂迴手段規避情形規定。我國法院實務認為民法第 87條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之目的在於規避法律，固為脫法行為（60台再字 75號判決），而應依民法第 71條規定而無效（67
台上 3208號判決），但學者批評，當事人從事脫法行為通常具有一定經濟目的，具有法律行為之

效果意思，非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另外民法第 71條亦非適當依據，因此主張脫法行為乃法律

解釋問題，至於脫法行為之無效原因，則為違反法律規範的明示規定，或基於禁止規定連結民法

第 71條之類推適用。摘要自王澤鑑，民法總則，三民經銷，2001 年 2月，頁 307-309。 
263 創始機構對於資產作價出售有主導地位，若再加上創始機構出資設立特殊目的機構時，其對

特殊目的機構擁有實質控制權，則資產移轉之雙方實質上為同一批利害關係人，極可能發生該筆

交易為虛偽買賣，真正目的是在脫產來詐害創始機構債權人，或者以假買賣方式為外觀而實質上

設定擔保。王文宇，淺釋金融資產證券化法制，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二），元照出版，2003
年 4月，頁 425。 
264 黃立主編，民法債編各論（上），元照出版，2004 年 2月初版二刷，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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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討論，並排除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外，而劃歸到「讓與擔保」之概念中。所

謂讓與擔保（或信託讓與），指為了擔保債權，債務人將擔保標的物之權利讓與

擔保權人，於債務人依約履行時，擔保權人應將擔保標的物返還於債務人，若否

則擔保權人得就擔保標的物受償265。學者肯定，讓與擔保並非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雖然這種「外表欲內部目的不相符合」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類似，但是當事

人間有受其意思表示拘束之意思，故契約應屬有效266。因此，只要雙方有「讓與

所有權之效果意思」，其處分行為仍有效。 

另外，信託行為是否有信託法第五條第一款「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者」、第二款「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而無效之情況，一方面該條

文為民法第七一條、第七二條、第八七條等規定之重申而應為相同解釋267，被學

者批評條文字句有與民法扞格之處，信託法無需在創設目的脫法之概念268。一方

面本特殊目的信託是依法為資產證券化所成立之信託關係，需要向主管機關申報

並經法律機構、信用評等機構等之謹慎查核，如前有關民法借名脫產之討論，實

難想像會發生該當信託法第五條之情事，因此重點因在於是否有信託法第六條詐

害債權之撤銷方面。 

第二款  資產移轉之法律行為非詐害債權 

在上述第一款，本文肯定創始機構對資產之處分行為，原則有產生移轉資產

所有權或債權讓與之效力，但該行為仍有可能遭撤銷，即美國破產法偏好行為與

虛偽移轉之撤廢規定（avoidance）。偏好行為（Preferences）規定在美國 11 U.S.C. 
§547（2004），主要是在破產聲請後九十日內為清償債權人所進行的財產移轉行

為，應視為偏好行為而可撤廢269。虛偽移轉（ Fraudulent transfers and obligations）
                                                 
265 王志誠，信託：私法體系上之水上浮油？（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7期，2003 年 6月，
頁 23。 
266 最高法院過往認為讓與擔保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後已經修正其見解，參見王澤鑑，前揭

註 262，頁 394。 
267 學者解釋該二款時均引用民法第 71、72條為例，參見賴源河、王志誠合著，現代信託法論，

五南出版，2001 年 9 月三版，頁 52-53。謝哲勝，信託法總論，元照出版，2003 年 6 月初版，
頁 105。 
268 方嘉麟，前揭註 63，頁 325。 
269 11 U.S.C. §547(b), “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the trustee may avoid any 
transfer of an interest of the debtor in property-- 
   (1) to or for the benefit of a creditor; 
   (2) for or on account of an antecedent debt owed by the debtor before such transfer was made; 
   (3) made while the debtor was insolvent; 
   (4) made-- 
      (A) on or within 90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or 
      (B) between ninety days and one year before the date of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if such 

creditor at the time of such transfer was an insider; and 
   (5) that enables such creditor to receive more than such creditor would receive if-- 
      (A) the case were a case under chapter 7 of this title [11 USCS §701 et seq.]; 
      (B) the transfer had not been made; and 
      (C) such creditor received payment of such debt to the extent provid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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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規定在美國 11 U.S.C. §548（2004）270，指破產聲請一年內的行為，且為以下

情形之一：1.詐欺意圖的財產移轉，或 2.在不能清償時，以低於合理代價

（reasonably equivalent value）之價格移轉資產時271。 

在我國法則為創始機構之買賣或信託行為是否依詐害債權（民二四四、信託

六、破產八七）或破產管理人對於擔保或清償之撤銷（破產七九），若此，則創

始機構債權人（或破產管理人）可撤銷一切法律行為（包括原因行為與處分行

為），使創始機構在法律上仍保有所有權，因此基礎資產會被納入破產財團或遭

強制執行。不過我國破產法第七十九條僅規定在債務人在破產宣告六個月內所為

之對現有債務提供擔保或對未到期債務之債務為清償者，破產管理人得撤銷之，

並未有美國法對於一年內之低於合理價格之移轉資產行為得撤廢之規定，其重要

性不高，況且美國法之規定內涵相當於我國法的詐害債權，因此本文不特別檢討

偏好行為，而僅將重點擺在是否詐害詐權。 

所謂詐害債權，指債務人所為有害債權人之行為，債權人（或破產管理人）

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二四四、信託六，破產七八）。簡單來說，撤銷權之行使

在民法區分無償和有償行為，若屬有償行為必須以受益人於受益時亦知者為限；

信託法則不區分受託人是否明知，只要信託有害委託人之債權人權利時一律得撤

銷272；至於破產法僅重申民法之規定，並未創設其他要件。 

                                                                                                                                            
title [11 USCS §101 et seq.].” 

270 11 U.S.C. §548(a), “ (1) The trustee may avoid any transfer of an interest of the debtor in property, 
or any obligation incurred by the debtor, that was made or incurred on or within one year before the 
date of the filing of the petition, if the debtor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A) made such transfer or incurred such obligation with actual intent to hinder, delay, or defraud 

any entity to which the debtor was or became, on or after the date that such transfer was made 
or such obligation was incurred, indebted; or 

      (B) (i) received less than a reasonably equivalent value in exchange for such transfer or obligation; 
and 

           (ii) (I) was insolvent on the date that such transfer was made or such obligation was incurred, 
or became insolvent as a result of such transfer or obligation; 

               (II) was engaged in business or a transaction, or was about to engage in business or a 
transaction, for which any property remaining with the debtor was an unreasonably 
small capital; or 

               (III) intended to incur, or believed that the debtor would incur, debts that would be beyond 
the debtor's ability to pay as such debts matured. 

   (2) A transfer of a charitable contribution to a qualified religious or charitable entity or organization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a transfer covered under paragraph (1)(B) in any case in which— 

      (A) the amount of that contribution does not exceed 15 percent of the gross annual income of the 
debtor for the year in which the transfer of the contribution is made; or 

      (B)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a debtor exceeded the percentage amount of gross annual income 
specified in subparagraph (A), if the transfer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actices of the debtor in 
making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271 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4—20-21。 
272 有認為信託法不區分有償或無償行為，理由在於受託人在取得信託財產時並未支付對價，故

無特別保護必要，應此排除民法第 244條規定，賴源河兩人合著，前揭註 267，頁 57。但有反對
見解認為，信託法的規定是基於信託行為（商業信託除外）本是無償行為而來，因此信託法第 6
條第 1項與民法第 244條第 1項之適用原則應屬相同，參見與謝哲勝，前揭註 267，頁 124。本
文肯定後者見解，尤其在資產證券化中受託機構必須將受益證券出售之所得交付給創始機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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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權之法理在於債務人雖以財產為債權之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財產

無直接支配權，如果債務人自由支配和處分財產而導致債權可能無法實現時（債

務人積極減損其財產），法律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債權人得撤銷其行為以回復債

務人之資力273。依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八十三條第三項：「創始機構依前

二項規定辦理資產移轉，並依資產證券化計畫取得讓與資產之對價者，推定為民

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二項所定之有償行為。」但並未明文得排除民法撤銷權之行

使，究竟資產證券化可否適用詐害債權之規定？投資人是否已受現行法合理保

護，還是有修正必要？以下僅檢討比較有爭議的幾個要件： 

一、客觀上債務人之行為有害債權 

指債務人減少財產或增加債務，致使債務人限於「無資力」之狀態，而使債

務人對於全部的債權人有不能清償或困難之狀欬。假如有減少債務人之資產，但

債務人其他資產、信用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則尚未達到侵害債權之程度，普

通債權人不得干預274。此為民法和信託法撤銷權之共同客觀要件，因此，若創始

機構在移轉資產與特殊目的機構時，雖然一方面減少基礎資產，但一方面取得現

金或收益，若已獲得「相當對價」，則應認為並未財產或資力減少之結果（參照

51台上字 302號判例）。 

至於信託撤銷權之行使，是否應自益或他益信託而不同，有不區分者275；採

區分說者認為自益信託之委託人仍享有受益權，並無減少財產，故解釋上不能行

使撤銷權276，但亦有反對見解，而認為重點在於委託人事否因信託設定而陷於無

資力，宜依個案判定277，本文採同此說。 

現行法於特殊目的信託部分，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五十三條排除信託法第

六條第三項有關詐害債權推定之規定278，理由在於特殊目的信託以設有信託監察

人之功能予以強化，並設有多項特別規定，因此予以明文排除，換句話說，立法

者肯定藉由層層把關的設計，資產證券化較不可能產生詐害債權之情事，因此仍

須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至於特殊目的公司未有類似規定，乃因民法詐害債權之

撤銷本就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 

    最後，資力算定之時點，則是在法律行為當時無資力，且債權人於行使時亦

                                                                                                                                            
為其信託財產之對價，因此現行法規定與民法相比顯有失當之處。 
273 黃立，民法債編總論，元照總經銷，1999 年 10月二版，頁 469。 
274 黃立，同前註，頁 476。此處的普通債權人，不包括特定物之債權人，因民法第 244條第 3
項明文排除特定物債權人之撤銷權，修正理由指出撤銷權係為保障全體債權人之利益而設，並非

確保特定債權，因此特定債權人最多能主張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 
275 葉張基，信託法與民法之調和，中興大學法律學系碩士論文，1998 年 7月，頁 40-41。 
276 謝哲勝，前揭註 267，頁 125。 
277 王志誠，前揭註 265，頁 23。 
278 信託法第 6條第 3項：「信託成立後六個月內，委託人或其遺產受破產之宣告者，推定其行為

有害及債權。」因此舉證責任轉換由委託人或破產管理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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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無資力狀態。因此，創始機構是否因資產移轉限於無資力、是否已獲得相當

對價，涉及交易當時基礎資產之「出售價格」是否「公平允當」。對於基礎資產

帳面價值之評價、對於未來現金流量和收益之估算，以及影響出售價格之因素（例

如應收帳款之折線率、壞帳發生率），均需要有公正獨立的資產鑑價機構和會計

師出具意見，以避免類似美國安隆公司（Enron）的會計和財務舞弊事件發生，
同時安隆案也提醒我們，縱使資產移轉當時形式上符合一般會計原則，仍不能排

除法院日後重新檢視其是否有詐害債權之可能。 

二、主觀上受益人於受益時亦知者為限  

民法要求需以受益人（因債務人之行為直接取得利益之人，也就是特殊目的

機構）明知始得撤銷，因此除非特殊目的公司或受託機構在資產證券化計畫與創

始機構共謀詐害債權，否則難以成立。退一步言，縱使特殊目的機構明知，但民

法轉得人（由受益人處直接或間接取得債務人行為標的之人）於轉得時不知撤銷

原因者，不得令其回復原狀（民二四四Ⅳ），理由是轉得人得主張物權法上善意

受讓以取得權利，以維護交易安全和兼顧善意轉得人之利益。不過，由於我國通

說認為債權與智慧財產權無善意取得之適用279，加上證券投資人是否該當於本條

之轉得人頗有疑問，因此，投資人似不可主張保有資產基礎證券或受益證券之權

利，而創始機構債權人仍得撤銷證券化計畫之效力，然而這樣運作的結果，顯然

忽視了善意投資人的保護。 

至於信託法雖規定信託之撤銷不影響受益人之權利，但受益人取得之利益未

屆清償期或取得利益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而有害及債權者，不在此限（信託法六

Ⅱ）。其目的在保護善意之受益人，使其繼續享有既得權，而不必依民法不當得

利規定負返還義務，但學者批評，信託之委託人與受益人間的關係，一般情況亦

屬無償贈與（指無償之信託行為），則信託受益人是否應受特殊保障即值得商榷，

並認為若受益人未付出任何對價取得信託利益，即使完全善意，應保障付出對價

取得資產之委託人債權人280。上述見解或有不同，但對於資產證券化受益證券之

受益人（投資人）而言，一方面係屬善意，一方面亦因付出對價以取得信託利益，

而應受信託法之保障，同樣可主張保有受益證券之權利，而創始機構債權人不得

撤銷證券化計畫之特殊目的信託。 

總之，若資產證券化計畫有害創始機構之債權，善意的投資人在信託法上受

到保護，但民法卻不受保護，乃現行法適用上之矛盾。不過信託法也有缺失，信

託法第六條第二項但書在「受益人取得之利益未屆清償期」時，例外肯定信託行

為可被撤銷，其理由在僅保護受益人已取得利益，至於未屆清償期之利益僅謂「尚

有未妥、應無保護必要」，故將來債權證券化的投資人也無法包括在內。信託法

                                                 
279 謝銘洋，前揭註 37，頁 233-234，236。 
280 整理自方嘉麟，前揭註 63，頁 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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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者或基於避免信託淪為脫產以及兼顧受益人之權益，於民事信託之信託資產

必須確定之原理下有此限制，但在將來權利證券化，特殊目的信託之受益人（投

資人）取得之利益尚未屆清償期，甚至尚未發生，同樣支付對價以取得受益證券

卻不受到保護，顯然有失衡之處。 

第三款 會計上之判斷原則 

一、外國之會計處理 

對於「移轉所有權」之要件部分，依美國的 FAS 第一四○號公報（FAS 140），
原則上資產移轉若符合以下三要件，則證券化交易方為買賣，若不符合，則僅得

認為屬於一種有擔保借貸（secured borrowing），則該資產仍應留在創始機構之資

產負債表上： 

（一）資產之隔離（isolation of assets）：移轉資產已經與讓與人（創始機構）隔
離，並推定讓與人、讓與人之關係企業和債權人均不得對該資產有所主張

（beyond the reach），即使讓與人或讓與人之關係企業破產時亦同281。 

（二）資產受讓人為合格的特殊目的個體（qualifying special purpose entity，
QSPE）：資產受讓人為在法律上具有分離地位之主體，得以自己名義持有

資產並發行證券282。資產證券化之證券發行機構必須為符合特定資格條件

的特殊目的個體，並且證券持有人對於證券應有質押（pledge）或自由交
易處分之權利。若發行機構並非 QSPE，始有發行機構自己對移轉資產有

質押或自由運用之權利時，方得視為資產移轉為真實買賣。 

（三）讓與人（創始機構）對於已移轉之資產不得有實質控制權（effective 
control）：若移轉有下列約定者，仍應視創始機構為實際擁有控制權，而

非真實買賣283，1、創始機構有權買回已經移轉之資產，或有權收買 QSPE
發行並由第三人持有之資產證券化後之證券。2、有權單方面使 SPE 或
QSPE 將已經移轉之資產返還與創始機構，例如買回權（repurchase）、贖
回權（redeem）、買權（call）等，除清掃買權（cleanup call）284以外。 

                                                 
281 鄭惠蓉，前揭註 255，頁 24。 
282 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6—7。 
283 吳彩鈺，前揭註 108，頁 168。 
284 清掃買權指由服務機構或其聯屬公司（可能為讓與人）所持有之買權，目的在當資產或權利

降至某一水準時，使提供服務的成本超過利益時，得以買入 QSPE中之「剩餘」的移轉資產或受
益權利。雖然在讓與人持有這種清掃買權時，仍對於移轉資產維持控制，但 FAS 140號公報例外

認為其符合買賣之會計要件。改寫自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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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各國真實買賣之要件整理如下表格 19285： 

表格 19：美國、香港、新加坡、菲律賓有關真實買賣之規定 

國家 法規依據 真實買賣之要件 
美國 FAS 140公報 1、資產之隔離。 

2、資產受讓人為合格的特殊目的個體。 
3、讓與人（創始機構）對於已移轉之資產不得有實

質控制權。 
香港 貨幣管理局

「資產證券

化及不動產

抵押貸款證

券指導方針」
286 

1、創始機構對於資產之任何損失，沒有賠償責任或
義務。 
2、創始機構與證券發行機構應個別獨立運作。 
3、資產移轉應符合資產移轉契約之約定，並取得應

有之同意。 
4、除特殊條件外，原則上創始機構無義務買回已移
轉之資產。 

新加坡 貨幣管理局

「資產證券

化命令」287 

1、資產之所有風險與收益，應全部移轉與特殊目的

機構。 
2、資產移轉不得和資產移轉契約規定內容相抵觸。 
3、創始機構至遲應於資產移轉前，取得固定價額之
對價。 
4、創始機構無買回已移轉資產之義務，亦無替發行

機構造市之義務。 
菲律賓 資產證券法

288 
1、資產移轉後應與創始機構完全分離，創始機構及

關係機構或其債權人不能對之主張任何權利。 
2、特殊目的信託機構有質押或買賣交易該資產之權

利。 
3、依據任何現存合約，創始機構就已移轉之資產無
實質控制權。 

二、我國之會計處理   

為配合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八十三條之規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285 香港、新加坡、菲律賓部分整理自鄭惠蓉，前揭註 255，頁 25-26。 
286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Supervisory treatment on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 / Guideline No. 4.6附件 1。 
287 Securitization rules in Singapore from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628, Sep. 2000附件
C。 
288 Philippines Law on Securitization circular No. 185 series 1998第 7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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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基金會於二○○三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三

號「金融資產之移轉及負債消滅之會計處理準則」，針對金融資產證券化之出售，

準用該公報有關金融資產之除列第 25及 26段規定，以移轉人是否放棄對移轉資
產之控制權為核心，乃參考美國 FAS 140公報和國際會計準則公報 IAS第 39號
之規定。其真實買賣的要件整理如下： 

一、移轉資產已與移轉人隔離：即推定已脫離移轉人及其債權人之控制，即使移

轉人破產或被接收時亦然。 

二、受讓人有能力獲得移轉資產之利益：當受讓人為特殊目的個體時，則除了可

以自由以接近公平價值出後或質押該移轉資產，且該個體本身或其受益權利

之持有人，有能力獲得該移轉資產幾乎所有利益。且未有限制受讓人（或持

有人）行使質押或交換權利之條件，致使移轉人或得非屬細微之利益。 

三、移轉人未藉由下列方式之一，維持對移轉資產之有效控制： 

1、到期日前有權利及義務買回或贖回移轉資產之協議，其交易條件實際上使受

讓人在賣回取得資產時能或得「放款人報酬」，其方式可為遠期購買合約、買

權或賣權等，但若買回價格為公平價值時例外。 
2、單方面使持有人返還特定資產之能力。 

雖然金融資產之真實買賣已有認定標準，但不動產證券化或智慧財產權證券

化並無類似處理準則，金融資產證券化之標準是否可以類推適用於其他資產？仍

屬需要釐清部分。國內制定財務會計準則唯一機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金會，針對不動產證券化業務相關會計問題處理規範，已於去年年底與中

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簽約合作，透過專案研究方式逐步規範會計處理原則

及程序，並就目前不動產證券化個案，完成會計處理釋例專案研究報告，該報告

將提報至財政部金融局（今年七月一日後改名為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

以作為不動產證券化業務相關會計處理依據，該基金會亦將陸續開辦相關課程，

推廣不動產證券化會計處理。 

第二項  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 

所謂破產隔離，在美國法上有二層意義，一是不同法律主體間之真實買賣，

也就是基礎資產之所有權人已經變更，創始機構債權人原則上不得對非屬創始機

構之財產有何主張，因此特殊目的機構必須為法律上權利主體（具有法人格）而

得以擁有資產。二是無美國破產法上實質合併（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之適
用，美國破產法院在衡平法上，有權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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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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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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就第二點而言，我國破產法沒有類似將其他權利主體之資產合併於破產財團

之規定，僅有撤銷權之規範；至於我國公司法關係企業一章之規定，僅是從屬公

司債權人得代位從屬公司向控制公司求償，與英美法揭穿公司面紗原則下，控制

公司應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直接負責之旨，並不完全符合290。因此，我國法並無實

質合併類型的破產風險，僅有法律行為無效或得撤銷而使得原已讓與之資產重新

回到創始機構之問題，從而我國法上討論破產隔離之重點應聚焦在真實買賣上。

不過，美國法為避免實質合併，而特別要求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獨立董事和

會計獨立等原則，可預防非常規交易並保護投資人，因此我國立法也意識到特殊

目的機構獨立性的重要性，因此要求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構不可為同一關係企

業與真實提供資料之義務291，解釋上創始機構不得發起設立特殊目的公司292，以

避免創始機構詐欺操縱而導致投資人蒙受損害，但此立法是否妥當，頗有疑義。 

特殊目的機構之組織與人事必須具有獨立性，以避免被創始機構實質控制，

其意義在於特殊目的機構越具有獨立性，一方面越能推定證券化交易真實買賣和

常規交易，是真實買賣判斷之輔助工具，另一方面資產證券化乃長期繼續性契

約，特殊目的機構有義務依證券化計畫執行業務，而在基礎資產管理或處分方

面，受託機構若委任服務機構時，應仍對就服務機構之選任或監督其職務之執行

負其責任（信託二六）293，至於特殊目的公司原則上必須委任或信託服務機構（金

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八四Ⅰ），法條雖未規定也應做相同解釋。亦即，特殊目的機

構至少有「選任監督」資產管理機構之義務，而此監督機制要能預防弊端作用，

則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乃必備要件。 

第一款  放寬創始機構出資設立特殊目的公司之需求 

如何達到獨立性之方法，我國法主要是透過強制規定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

構不得為同一關係企業或利害關係人（金融資產證券化九、五四Ⅰ、七三Ⅳ，不

                                                 
289 Thomas J. Gordon, Securitization of Executory Future Flows as Bankruptcy-Remote True Sales, 67 
U. Chi. L. Rev. 1317, 1341-1342 (2000).  
290 關係企業或母子公司間利益輸送而出現「過度控制」時，法院可以判定控制公司操縱從署公

司經營，甚至不當利用從屬公司資產以圖利控制公司之股東，因此造成從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之

損害，法院可以否定從屬公司法人格，將從屬公司與控制公司視為同一法律主體，使「控制公司」

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直接負責，參見王文宇，公司法論，元照出版，2003 年 10月，頁 691-692。 
291 創始機構應將信託財產相關書件及資料，提供受託機構，不得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若違反，

對於受益證券取得人或受讓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9Ⅳ、Ⅴ、
73Ⅳ、Ⅴ）。 
292 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91。 
293 特殊目的信託之受託機構，是否有依信託法之民事信託原理，而負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

忠實義務、分別管理義務、直接管理義務及書類備置義務等五項義務？有認為在受託機構自行管

理時仍應負責，參見吳小燕，前揭註 85，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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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證券化條例三五）。但是我國法排除創始機構出資設立特定目的公司，因與

美國實務相反而遭學者批評294，此外我國法未明文要求特殊目的公司應設置獨立

董事，文獻上亦有不同意見。 

本文以為，由創始機構自行設立特殊目的機構有實際需求，現行法規定僅有

金融機構和信託業可以出資設立特殊目的公司或為受託機構，其資本額限制均，

國內信託業多以金融機構兼營，其是否具備管理運用不動產或智慧財產權等資產

之專業能力，頗受質疑，不但影響信託業擔任意願，亦造成「外行領導內行」和

「權責不相符」之缺失295；雖然後來不動產證券化條例立法有考量上述批評，另

放寬不動產管理公司設立信託業之門檻296，但仍被批評僅有金控公司和財團才能

參與，並批評受託機構與不動產管理機構之設計，使信託受益人需重複支付費

用，乃疊床架屋之謬誤297。 

學者指出，行政管制的重點除了真實買賣與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外，也要

考量到專業的服務機構（包括不動產管理機構）參與管理經營。市場上有各式各

樣的信託資產，應各由適當的專業人士負責管理，絕非只有金融機構使得為受託

機構，否則將使最具備專門之事經驗的相關產業人士排拒在外，而限制商業信託

集中管理之健全發展，況且特殊目的公司是為開發經營目的所成立之投資公司，

其經營決策者應由開發專業人士擔任298。本文肯定其見解，並特別指出智慧財產

權證券化之成功要素，智慧財產權管理機構為重要因子，否則就算破產隔離做得

再好，基礎資產無法創造充分收益也屬枉然，而我國一般信託業和金融機構尚待

充實對智慧財產權授權管理之知識，況且我國法已有主管機關監督、財產價值之

評價、會計原則處理、專家意見、信用評等管制規定，只要能切斷創始機構對於

董監事之選任權，則應放寬創始機構得自行出資設立特殊目的公司，以及其他業

者亦得成立特殊目的信託之可能，例如音樂仲介團體、集中授權機構（patent pool）
等亦得成為受託機構或設立特殊目的公司。  

至於如何切斷創始機構對董監之選任權，方法有很多種，例如搭配獨立董監

事且其選任經主管機關許可，也可參考日本法「特定持分信託」與「中間法人」
299制度，前者是創始機構將其股份信託，切斷其對特殊目的公司機構人事和營運

                                                 
294 例如王志誠認為，特殊目的公司在國際實務上通常由創始機構獨自發起設立之一人公司，因

此質疑現行法之妥當性，參見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91。亦有認為，資產分割之程序可由創始
機構主導，只要管制規範有足夠的介入，使得資產分割之交易如同無利害關係人交易般公平合

理，即可達資產分離之目的，參見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5—14。 
295 王文宇，不動產證券化法制評析，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二），元照出版，2003 年 4 月，
頁 482-483，490。 
296 參見信託業設立標準第 3條第 1項與第 5條第 2項。 
297 李宜豐，前揭註 224，頁 55。 
298 王文宇，前揭註 295，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二），元照出版，2003 年 4月，頁 481。 
299 日本中間法人法第 2條之定義：「中間法人 社員に共通する利益を図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か

つ、剰余金を社員に分配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ない社団であって、この法律により設立されたも

のをいう。」（中間法人，乃為社員共同利益之目的、社員對於剩餘財產無分配請求權，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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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控制權，後者則是創始機構出資並委任具有公益性質的中間法人成立特殊目的

公司，由中間法人（特殊目的公司股東）負責指派其內部具有專業知識之人出任

董監事，其基本精神都是在排除創始機構藉由選任特殊目的機構董（監）事而操

縱其業務之可能。 

第二款  引進獨立董監與修正監督機制之必要 

如上所述，為了讓創始機構可以出資設立特殊目的公司，則應引進獨立董

（監）事或股份信託方式，使得特殊目的公司之董監與創始機構不會產生利益衝

突。不過對於特殊目的機構是否應設獨立董（監）事，有正反二說，肯定者認為

此可達到監督證券化計畫執行300；反對者認為特殊目的公司組織應精簡，故應另

外監察機構行之，至於特殊目的信託只有在受託機構同時受託數資產證券化計畫

時才需要設置301。 

原本學者對於我國公司法是否要引進英美法獨立董事制度仍有爭議302，不過

在今年六月爆發了博達公司負責人葉素菲淘空公司現金的重大弊案，被稱為是臺

灣版的美國安隆案，是近來最嚴重的上市公司海外籌資與財報會計弊案，引發各

界熱烈檢討聲浪。今年七月一日新成立的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

金管會）對此弊案做出明快決定，不但針對負責博達科技財務報告簽證業務的會

計師事務所的四會計師，處以停止二年辦理證券交易法所定簽證業務的行政處

分，也通過通過證券交易法修正草案（後報請行政院通過，尚待立法院通過），

增訂獨立董事比例須達四分之一；對於監察人制度與審計委員會，原則上採雙軌

制，但公司若選擇設審計委員會，就得不再設監察人；審計委員會由獨立董事組

                                                                                                                                            
本法所設立者）其種類有分為有限責任中間法人與無限責任中間法人，僅有前者可設立 SPV。 
300 有學者指出，美國實務上一般公司會設置五成以上的獨立董事，而特殊目的機構法律上應要

求特殊目的機構有一定比例之獨立董事，甚至更高，以期有效監督特殊目的機構業務之正常經

營，也可以想像創始機構為了取信大眾，可能會採完全獨立董事來提高投資意願，整理自王文宇

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7—16與註 22。 
亦有學者認為，若由創始機構自行設立特殊目的公司，應一併採行獨立董事或外部董事制

度，至於現行法之監督機制如何調和，其認為債券型證券持有人，是否應比照現行公司法有關公

司債受託人制度，設置債權型證券之受託機構或監督機構，以監督特殊目的機構營運並代投資人

行使權利，值得重視。整理自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115。 
301 其認為在特殊目的公司，董事職責在職行業務，監察人在檢查業務，監督機構則可為執行訴

訟或訴訟外文件調閱、聽取報告、出席投資人會議與執行會議決議等，三者功能有所不同，並認

為英美之所以強調獨立董事乃無監察人設計，為配合簡化特殊目的公司組織之目的，應此認為特

殊目的公司無設立獨立董事之必要。至於特殊目的信託，因信託業本身已有董事與監察人之設

計，在業務也有嚴格限制，因此單一特殊目的信託無需設立獨立董事，至於同時受託數個信託資

產時則可考慮獨立董事。整理自吳彩鈺，前揭註 108，頁 182-183。 
302 有認為除非外部董事比例非常高，否則獨立董監事對於不法行為之減少並無多大作用；有認

為從安隆 Enron案看來，就算獨立董事席次超過半數仍無法遏止不法行為，故對獨立董事之必要

性不宜過度期待，並認為獨立董事與監察人不應並存，至少在現行法下應維持監察人制，對於公

開發行公司則限制資格並強化職權，參見曾宛如，我國有關公司治理之省思，月旦法學雜誌第

103期，2003 年 12月，頁 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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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且至少要有三名以上。修正案中並增訂，必要時可強制一定條件以上公司須

設立審計委員會，藉以強化此制度功能。另外，董事人數至少須五人以上，逾半

數董事不得具親屬關係；監察人間或與董事間，至少一人不得具親屬關係。此外，

本次證交法修正案也明確規範內線交易有關「內部人範圍」、「公開的場所」、

「公開期限」等要件的定義，以防制證券市場操縱及內線交易不法行為。本次修

正，將從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生效，初步採分段實施先由特許行業的公開發行

公司（例如如投信、銀行、保險公司等金融機構）以及上市上櫃公司開始，未來

金管會實際執行時也會參考國內市場變化，逐步實施獨立董事比率規定303。是

故，我國引進獨立董事制度已是既定政策，至於是否能發揮功效，尚待實證研究。 

另外本文關心的是，現行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的重複監督機制問題，因為該

法在特殊目的信託僅要求任意選任信託監察人（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二八），特

殊目的公司則是強制選任的監督機構（同法七七），兩個監督機構均是確保資產

證券化計畫確實執行之工具，彼此角色與功能多有重疊，但特殊目的公司已有監

察人，其是否可取代監督機構，以降低資產證券化之成本？以下分別討論之。 

一、特殊目的公司董監職權與功能之再檢視 

1、我國法限制特殊目的公司股東僅一人，否定其發行權益型資產支持證券之可

能，與美國日本立法相違。 

2、其次，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未考量到特殊目的公司董事之權限與業務範圍已

經被大幅限縮（六四、八五至九○），有關管理或處分受讓資產的行政業務又

需委外服務機構（八四），則董事職權實實被弱化在資產證券化計畫範圍內行

事，與一般公司董事會大不相同，因此特殊目的公司董事所執行的業務，在

實際上監督服務機構（創始機構）是否依服務契約履行義務之比重大為增加，

可說是具有半監察人之色彩，若再搭配獨立董事制度，此色彩更為濃厚。 

3、在監察人之職權部分，現行法已有業務檢查權（公司法二一八）、查核表冊權

（公司法二一九）、制止請求權（七○）來監督董事執行資產證券化業務，然

而，既然我國特殊目的公司之股東僅為發起設立之金融機構一人，而法律所

關心的是資產基礎證券持有人（投資人）之權益，因此監察人應為資產證券

持有人之利益行使職權，非為特殊目的公司（一人股東）負忠實義務，故應

增加其集資產證券持有人會議和代表權限，並非如現行法另外以監督機構取

代之。 

4、但要強調的是，以上是從現行法特殊目的公司不得發行資產基礎股份之解

釋，固然與公司法基本體系不一致，但此恰好說明特殊目的公司的特殊之處。

因此，本文認為一方面應放寬特殊目的公司發行股份之限制，使其亦得發行

                                                 
303 邱金蘭，證交法修正 獨立董事須達 1/4 後年生效，經濟日報，2004 年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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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基礎資產權益之「資產基礎特別股」（相當於日本法的優先出資證券），

一方面擴大監察人召集資產證券持有人會議和代表權限，但若特殊目的公司

同時發行資產基礎證券與資產基礎特別股時，則監察人應只有代表特別股股

東之權限，此時資產基礎證券即需依據公司法原理選任公司債受託人304，則

此意義下監督機構即有存在之必要性。 

二、避免雙重監督機制之浪費 

1、特殊目的公司組織之精簡，乃在於其通常為創始機構出資設立之一人公司，

功能僅在持有資產和發行證券，故在股東會與設立資本上予以簡化，並非當

然推定董監機關應一併精簡。如前所述，特殊目的公司之董事有半監督色彩，

特別是特殊目的公司本身不管理經營受讓資產時，董事的監督色彩更為濃厚。 

2、既然特殊目的公司仍需設董監事，且負有一定之忠實與監督義務（六四、六

五、六九、七二），加上現行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對董監事之消極資格限制（六

三Ⅱ），實已達到避免利害衝突和確保董監獨立性，則應讓其發揮治理與監督

特殊目的公司之功能，以免特殊目的公司之董監事淪於浪費資金之虛設。 

3、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規定的監督機構，乃仿造日本資產流動化法第一百零九

條在發行特定公司債時準用商法第三百零九條的公司債管理機構，相當於我

國公司法上之公司債受託人305，其職權與監察人相較，即多了為資產基礎證

券持有人行使權利之權限306，與公司債受託人相比明文規定訴訟上和訴訟外

行為之代表權。如前所述，現行法一人公司下可直接透過增加監察人職權達

到同樣監督目的，只有在特殊目的公司同時有股東和債券持有人權益需受保

護時，才有另設監督機構之必要，也突顯出現行法一律強制選任監督機構反

而不當增加其監督成本。至於監督機構所扮演收款機構功能，則可直接要求

特殊目的公司在信託業開設獨立的收款專戶，並要求債務人直接將款項匯入

該帳戶即可。 

4、對於現行法對於特殊目的信託規定「得」選任信託監察人（二八Ⅰ），但特殊

目的公司卻「應」監督機構（七七）之正當性，有認為現行法已賦予主管機

關檢查權和緊急處分權（一○五至一○七），則此信託監察人與監督機構設置

成本過高，主張廢除其設置，改以持續公開原則、市場監督投資人保護制度

即可307；有認為我國法不要求主辦機構（arranger）之設計，能檢視資產證券
                                                 
304 參見廖大穎，前揭註 79，頁 109。 
305 廖大穎，同前註。 
306 監督機構之職權包括以下，其中有底線者為監察人所無：業務檢查權（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78Ⅵ）、代表訴訟上及訴訟外行為權，但減免義務或和解有限制（同條Ⅲ、Ⅳ）、資產證券持有人

會議召集權和執行決議權（79、80）、代收服務機構所收取信託財產之利益後分配與相關重大訊

息（84Ⅲ）、會計帳簿、營業報告書與財務報表之收受（91、92）。 
307 陳尹章，前揭註 58，頁 159。 



 

 125

化整個流程者僅有行政機關和信用評等機構，且我國獨立董事制度尚未完善

執行，缺乏外部監督機制，故認為在私募時可彈性要求，但公開募集時因涉

及向不特定投資大眾出售證券則應強制設立「信託監察人和監督機構」308。 

5、但本文認為，監督機制之目的在資產證券化期間的確在繼續保護受益人，至

於最初有無主辦機構參與，僅僅是我國金融機關尚無操作經驗而已；再者，

既然信託監察人與監督機構目的均是保護投資人，立法理由也強調在公開募

集時有保護散戶投資人之必要，則應一律規定用公開募集需設立第三人監督

機制，絕非割裂適用，造成特殊目的公司需增加額外成本，反倒是我國實際

案例因採特殊目的信託，反倒無需選任信託監察人的奇怪現象309。 

綜合上述，本文發現，現行法下特殊目的公司資產分割之強度不若信託，又

必須負擔監察人和監督機構之雙重成本，頗不利於實際運用。本文認為，一方面

特殊目的機構之董監事角色類似監察機構，已對公司形成一定監督，應明文仿造

我國目前上市上櫃審查準則310中對於設立獨立董事與監察人之相關規定，在人數

上，若資產證券化不公開發行者，仍可金融資產證券化最少一人之規定；在資格

要件上，應增列積極資格之專業能力具備，以及消極資格有關兼職限制與特殊關

係之不具備等311。另一方面，透過強化特殊目的公司固有董監事制度，則特殊目

的公司原則上無強制選任監察機構之必要，以降低證券化成本，故現行法應修改

如下： 

1、修法放寬創始機構得出資設立特殊目的公司之機構（修正金融資產證券化條

例五四）：若創始機構需將股權信託，或剝奪創始機構其選任董監事等表決權

限，或立法強制全面選任獨立董監事。 
2、特殊目的公司可發行「資產基礎特別股」。 
3、增設特殊目的公司獨立董監事之積極資格與消極資格之限制（修正金融資產

證券化條例六三、七二準用），並擴大監察人職權。 
4、特殊目的機構僅有在同時發行資產基礎證券與資產基礎特別股時，應就資產

基礎證券選任監督機構或交付信託，此時監察人僅有代表特別股東之權限（修

正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七七）。 

                                                 
308 吳彩鈺，前揭註 108，頁 141-142。 
309 例如臺灣土地銀行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二年度第二次發行台灣工業銀行企業貸款債權信託證券

化受益證券、萬通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發行法國里昂信貸銀行台北分行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受

益證券、台北國際商業銀行受託經管嘉新國際萬國商業大樓資產信託等上櫃發行案件，均未選任

信託監察人，豈不與立法意旨相違背？ 
310 參見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 9、17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條。 
311 日本資產流動化法第 86條第 1項規定，原則上特殊目的公司應設會計監察人，但僅發行特定

公司債且其發行總額與特定目的借款在日幣二百億元以下者不在此限，會計監察人之任務主要在

查核董事會每年所做財報三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等文件（同法 85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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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小結 

目前智慧財產權本身尚非我國法下得為資產證券化之標的，故智慧財產權資

產證券化無法運作；理論上智慧財產權債權證券化，可被認定為應收帳款債權，

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而適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312，但主管機關尚未表示肯定意

見，是否可行亦屬不明。另外從日本統一立法之經驗，似有制訂全面的「資產證

券化法」，一併對各種財產權證券化程序與架構予以規範，方符合立法經濟與效

益。不過現實上如何將我國二法予以合併，實屬不易，且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需

修正者甚多，因此本文認為，基於現實立法技術，有針對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特別

立法之實益。 

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公司間的基礎資產買賣契約，實有消費借貸與讓與擔保

之內涵，因其目的即在以基礎資產為擔保發行證券以取得對價資金，其意義近於

讓與擔保，在不動產證券化或開發型案件特別明顯。但若此僵化解釋，徒增讓與

擔保是否有效之爭議，本文認為重點應在創始機構是否有「移轉資產所有權」之

效果意思，使特殊目的機構可成為所有權人。因傳統民法對於「移轉所有權」意

涵為何並無明確解釋，因此可參考會計上資產除列之處理，針對資產證券化之交

易增設特別要件，並肯定在符合特別要件下有關買賣、信託或移轉之法律行為即

有效，方能解決真實買賣之問題。 

對此特別要件，美國判例對於決定真實買賣或有擔保借貸已有綜合性判斷因

素：追索權（recourse）、保留權利（retained rights）、價格（pricing）及帳戶管理

（administration of the accounts）313。其中創始機構對讓與債權約定追索權是否一

律為有擔保借貸，學者區分為「可催收性追索權」（recourse for collectibility）和
「經濟性追索權」（economic recourse）二種，前者功能如同擔保債權之債務人依
約履行，判例法認為仍屬真實買賣；後者功能在擔保受讓人除了會收回債款外，

                                                 
312 目前我國法下承認可轉讓之適格債權採例示主義，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目規定，若智慧財產權利金等收益該當為「應收帳款債權」，在現行法下即可進行金融資

產進行證券化，即使權利金之性質不符合應收帳款債權之定義，只要主管機關加以核定就可進行。 
313 參見吳彩鈺，前揭註 108，頁 169-170。本文簡述如下： 
（一）追索權：追索權為信用增強的一種方式，且為判斷真實買賣和有擔保借貸之重要因素，不

過並非所有附追索權之交易均非屬真實買賣。 
（二）保留權利：指讓與人對財產所擁有的權利並未全部移轉，若讓與人對財產保有越多權利，

越顯示該交易係有擔保貸借貸。 
（三）價格：以追索權或保留權利之方式是為了調整受讓資產價格，此種可以被調整的價格暗示

了其為有擔保借貸，因此若價格若是固定價格則越接近真實買賣。 
（四）帳戶管理：特殊目的機構可以自己收款或委任獨立的收款機構，在正常情況下也可委任創

始機構，而不損及買賣之本質，惟需符合以下三標準：創始機構僅為代理人、創始機構所

收取的費用接近於獨立收款機構之公平費用、特殊目的機構有權取代創始機構為收款機

構，重婰在於特殊目的機構有權決定收款的機構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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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取得一筆預先約定之額外利潤，則該交易會被重新定性為有擔保借貸314。套用

在我國法，因為民法本就准許債權之出賣人擔保債務人之支付能力（民三五二），

故創始機構若擔保該債權在未來能確實被履行，否則負損害賠償責任，此約定即

屬可催收性追索權，在我國法應屬有效且不會影響真實買賣之認定，此點從金融

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擔保」亦為一種信用增強方式可得而知。套

用在智慧財產權證券化，創始機構可擔保智慧財產權有效或將來可得取得。 

總結而言，本文認為，由於現行民法與信託法下資產移轉之法律行為有可能

無效或被撤銷，一方面善意投資人是否得取得信託利益有所疑問，一方面資產移

轉的物權行為若被撤銷，則特殊目的公司所發行的資產基礎證券喪失現金流量來

源，資產證券化計畫均無法繼續。由於我國資產證券化必須經過事前申報主管機

構，且又有法律意見書、會計人員、獨立信用評等機構等介入，若能確定特殊目

的機構人員具備獨立性315，則實際發生通謀虛偽之可能性甚低，至於是否詐害債

權，本文認為在符合一定要件下，基礎資產移轉之相關行為並非詐害債權，債權

人不得撤銷之，排除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信託法第六條、破產法第七十八與七

十九條之適用316，不過日後發生爭議時，資產證券化計畫相關資訊均掌握在創始

機構手中，故訴訟上仍需由創始機構負符合真實買賣要件的舉證責任。 

同時，為了平衡創始機構債權人之保護，在資產移轉或信託前，除現行法要

求的公告外，本文認為應參照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第三十條第三項，對於資產證券

化案件原則上應要求一定期間的異議期間，使得創始機構債權人有機會防止詐害

債權之情事，但為了避免拖延時間導致資產交易價格變化，該期間不宜過長。最

後，本文試將真實買賣之要件整理如下： 

1、資產移轉之原因行為與處分行為均有效完成：主觀上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

構間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雙方確實有資產移轉或債權讓與之意思表示，客觀上

且已經完成物權轉讓等相關的交付、登記等手續，並依資產證券化法規定之踐行

一定之公告與異議期間（例如十五天以上）者317。 

2、資產移轉之法律行為非詐害債權：  

（1）資產之出售價格是公平價值，則視為創始機構已取得相當對價。必須由無

                                                 
314 其基本原理在於，前者涉及的是買賣標的之品質，該追索權得與買賣契約並存；後者追索權

擔保範圍已經超越擔保資產品質。王文宇三人合著，前揭註 9，頁 6—10-11。 
315 日本「資產流動化法」同樣是以特殊目的機構之獨立性（創始機構董監不得擔任特定目的公

司董監），輔以「債權讓渡特例法」之統一登記公示制度、會計處理原則以達到真實買賣，參見

王志誠，前揭註 66，頁 120。 
316 有認為為了貫徹破產隔離機制之精神，解釋上不應準用破產法第 78、79條之規定，參見吳小

燕，前揭註 85，頁 115。本文肯定其理由，但認為現行法必須增設真實買賣之要件作為配套措施。 
317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5條之公告對抗第三人效力為何，以及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第 30條第 3
項意義之效力，參見下一章對抗第三人效力之討論，本文認為現行法之公告程序過度簡陋，有忽

視創始機構債權人或資產原權利人利益之弊病，故認為在符合一定的公示程序與權利申報期間

下，才可以產生對抗第三人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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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之專業鑑價者提出鑑價報告，該鑑價報告須對基礎資產之評價方法、基

本假設與預期收益率等事項提出意見。專業鑑價者以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資格者

為限，主管機關並應制訂相關鑑價準則以供遵循。 
（2）創始機構已經喪失對基礎資產之控制權。但創始機構因信用增強目的，而
持有次順位資產基礎證券或受益證券、提供擔保、或準備金、成為殘值受益人或

其他會計上准許之情形，仍應視為已經喪失控制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