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有四節。首先於第一節說明本研究的兩大背景趨勢與基此而生的研究

動機。次於第二節敘述研究目的與三個主要的研究問題。再於第三節論及本研究

所限定的範圍與內容限制。最後於第四節闡明本研究的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智慧財產權時代來臨 

商業力量的基礎已從資本資源（capital resources）轉移到智慧財產權（以下

簡稱智財權）。以往智財權所受到的重視程度不足，以專利權為例，充其量只是

作為防禦之用，以備不時之需，當公司面臨專利侵權訴訟威脅時，才得以派上用

場。但今非昔比，智財權於今日已躍上企業策略與營運的重要舞台，成為最有價

值的資產，沒有智財權的企業，似已難逃退出市場之命運。1而過往因掌握天然

資源與工廠設備而獨霸市場的傳統產業巨人，今已被掌握智財權與創新能力的知

識型企業（knowledge-based enterprise）所取代，成為新一代霸主。 

此外，從企業市值與帳面價值比（Market-to-Book ratio, M/B）2的變化，亦

可印證無形資產3成為企業價值核心的趨勢。於 1970 年代間，S＆P500企業的

M/B平均值約為 1，但至 2000 年時，該值已超過 6。顯示出在每 6元的市值中，

有形資產與金融資產的貢獻度小於一元，而無形資產則佔了剩餘的 5元，貢獻比

率高達 83.3﹪，而某些個別企業的無形資產所佔比例更高於此平均值，例如

Johnson & Johnson 為 87.9﹪，Proctor & Gamble為 88.5﹪，Merck為 93.5﹪，

Microsoft為 97.8﹪，而 Yahoo!更高達 98.9﹪。4 

                                                 
1 參考 Russell L. Parr, IP Leverage: Facilitating Corporate Value Creation, in “From Ideas to Assets: 

investing wisel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Bruce Berman edited,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2, at 272. 
2 市值為每股普通股市價乘以流通在外股數，帳面價值為有形資產與金融資產的歷史成本。 
3 無形資產可以概略分為兩大類，分別是智財權與其他無形資產。智財權乃指由法律所創造與保

護的權利，包括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及營業秘密等，而其他無形資產雖對企業營運很有價值，

包括員工的人力資本、管理高層的管理技巧與顧客忠誠度等等，但其非法律明文保護的權利種

類，故無法律上的強制執行效力。因此，智財權可以獨立轉讓，但其他有形資產則不可以。參考

Ted Hagelin, A New Method to Value Intellectual Property, 30 AIPLA Q. J. 353, summer, 2002, at 

355-356. 
4 參考 Ted Hagelin, at 354. 



企業價值乃由流動資本（working capital）5、有形資產（fixed assets）、智財

權（intellectual property）與其他無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s）所組成。6當企業價

值的重心移轉至無形資產時，如何有效管理與運用智財權便成為維持企業生存、

提昇競爭力與最大化股東價值的核心議題。但必須指明的是，即使已進入所謂的

新經濟時代（New Economy），大部分的企業仍須經過研發、設計、製造、行銷

等階段，才能將最終產品提供給消費者，並對其售後服務，以達成銷售及賺取利

潤。因此，其仍須擁有或透過策略聯盟槓桿運用將智財權成功商業化為最終產品

的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例如製造工廠、機械設備、配銷通路與

售後服務網絡等等有形資源。在此種『傳統』經營模式不變的情況下，新經濟所

改變的只是將企業的焦點與重心從廠房設備等有形資產轉向智財權等無形資

產，7而非將智財權無限上綱，否則，難免重蹈網路泡沫化之悲劇。 

就智財權運用而言，今日可用的策略與模式已相當多元，除了發揮其營運策

略性價值外，近年來亦興起以智財權進行擔保交易之趨勢，藉此開創智財權的財

務價值。而在擔保交易中，智財權除可進行融資擔保外，即如同不動產或動產般，

成為銀行貸款之擔保品，以實現其擔保價值。於 1997 年知名歌手 David Bowie

以其音樂著作權為證券化資產，成功發行 Bowie Bonds後，亦證明以智財權進行

證券化交易的可行性，使得智財權證券化成為另一股智財權運用的新趨勢。 

而孕育 Bowie Bonds誕生的美國，也成為智財權證券化的發展始祖與交易數

量最多的市場。在此新趨勢下，擁有智財權的企業或個人將可藉由證券化技術之

橋接，與資本市場8產生新的連結，進而為其提供傳統銀行貸款外的新融資管道。 

 

                                                 
5 流動資產乃指企業的流動資產（current assets）扣除流動負債（current liabilities）之淨差。流

動資產乃指在一年內極易轉變為現金的資產，例如應收帳款。流動負債則指在一年內必須以流動

資產償還的一切短期債務，例如應付帳款等。 
6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76. 
7 參考 Russell L. Parr, From Ideas to Assets, Bruce Berman edited, at 277. 
8  若以金融資產請求權到期日的長短作區分，短期者成為貨幣市場工具（money market 

instrument），長期者稱為資產市場工具（capital market instrument），而所謂短期乃指一年以下，

長期則指超過一年。這些金融資產的交易市場通稱為金融市場，因此，一般將金融市場區分為貨

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前者為短期資金的供需市場，後者為長期資金的供需市場。參考游啟璋，票

券金融管理法，金融法，王文宇主編，元照，2004 年 7月，初版，第 369頁。 

商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屬於貨幣市場工具，為我國票券金融管理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稱短期票券之一，公司債、股票則屬於資本市場工具。而證券化交易所發行的證券，參見金

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七條規定：『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除經主管機關核定為短期票券者外，

為證券交易法第六條規定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在我國原則上亦屬資本市場工具。 



【圖 1-1】：企業價值構成要素 

 

 

 

 

 

 

 

 

 

 

 

 
貳、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順利起步 

    我國已分別於 2002 年 7月 24日公布《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及 2003 年 7

月 23日公布《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為發展證券化市場提供基礎法制。實施至今

共完成五件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三件不動產抵押貸款債權證券化、二件不動產

資產信託、二件兆豐中小企業基金、一件信用卡貸款債權證券化、一件現金卡債

權證券化，加上已經送件的台灣工銀世平興業應收帳款債權證券化，及富邦銀行

不動產投資信託，9現已發行的總金額超過五百八十億元左右。10此外，日盛銀行

以約新台幣四十五億二千萬元的車貸（Auto Loans）資產，由裕寶銀行主辦的日

盛銀車貸證券化亦於今年（2004 年）9月 21日完成海外發行一億一千九百萬美

元的『先順位受益證券』，另外的一千四百萬美元『次順位受益證券』則由日盛

銀行自行持有，作為信用增強。11   

就此，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銀行局副局長鍾慧貞曾表示，

若比照美國市場的發展，其債券市場發行規模高達二十二兆美元，其中資產證券

化商品占 31％。而我國發展架構與美國相似，但目前資產證券化商品發行量僅

新台幣五百多億元，只占債市的 4％左右，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

                                                 
9 參考林上祚，搶證券化業務外銀殺紅眼，工商時報，2004 年 9月 4日，中時電子報新聞

檢 索

（http://ec.chinatimes.com/scripts/chinatimes/iscstext.exe?DB=ChinaTimes&Function=SearchForm）。 
10 參考彭禎伶、周慧如，鍾慧貞：資產證券化發展空間大，工商時報，2004 年 8月 11日，中時

電子報（同註 7）。  
11 參考彭暄貽，首宗車貸證券化商品問世，工商時報，2004 年 9月 22日，中時電子報（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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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12且為活絡資產證券化市場，金管會有意將勞保與就業輔導等基金引入投

資，該等基金可望於近日獲淮進場投資證券化商品，勞工保障局副總經理黃泰崗

表示，預計將有 250億元可望投資在不動產與資產證券化市場。13此外，金管會

已於今年 9月 21日決定，擴大金融資產證券化的標的範圍，將債券納入可以進

行證券化的標的，增加擔保債券憑證（Collateralized Bonds Obligation, CBO）的

交易類型，即企業持有符合一定信評標準的公司債、金融債券、受益證券、資產

基礎證券以及外國政府債券，均可以進行證券化籌資。14 

從上述發展情況可知，資產證券化於我國雖仍處初期階段，但於基礎法制通

過後，在政府大力推動下，金融業者多躍躍欲試且已成功推出不少交易，使我國

證券化市場有了好的開始，未來前景似可期待。 

在上述兩股大趨勢的結合下，使筆者不禁想問智慧財產權是否也可以證券

化？若可以，其運作模式如何？有何特殊議題需要處理？在我國可以推行嗎？值

得我國發展嗎？如此種種均成為筆者進行本研究之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從智財權的加值過程觀之，可以分為創造、保護、管理及運用等四個階段，

而運用是發揮智財權附加價值的唯一手段。因此，如何增加智財權的運用管道將

是智財權利人更須關心的議題，否則先前的投資不免流於浪費。 

由於美國資產證券化發展從 1970 年至今已有三十年以上的歷史，且已成功

完成不少智財權證券化的實際案例。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瞭解美國智財權證券化

之發展經驗，研究其運作模式與困難、未來前景，提供各界參考，並分析在我國

推動智財權證券化的可行性，以期為我國智財權利人增加新的運用管道，藉此更

有效率地發揮智財權的附加價值。 

因此，本研究將要處理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一、美國智財權證券化之運作模式為何？ 

二、智財權證券化相較於其他的資產證券化有何特殊之處？有何發展困難？ 

三、在我國推行智財權證券化之可行性？相關配套措施為何？ 

                                                 
12 參考彭禎伶、周慧如，同註 10。 
13 參考何宛芳、呂郁青，250億勞保就輔基金將投資證券化商品，經濟日報，2004 年 9月 9日，

B3版，創新金融。 
14 參考周慧如、彭禎伶、林上祚，金管會催生債券證券化大手筆，工商時報，2004 年 9月 22日，

頭版。 



    期望藉由上述問題之研究與分析，作為我國發展智財權證券化之借鏡與參

考。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首先，在研究客體上，本研究將範圍限制在智慧財產權，即為專利法、著作

權法與商標法所明文保護的權利，而不包括其他無形財產。理由是，雖然其他無

形資產的價值不一定比智財權低，但因其非法律明文保護的對象，要進行獨立交

易十分困難，亦使其所涵蓋的範圍不明確。筆者以為若連智財權要進行證券化都

很困難，那其他無形資產的證券化更屬不易。15因此，僅以法律定位已屬明確的

智財權作為研究對象，並藉此限定主題。 

    此外，即便在智財權中，本研究亦將討論範圍限定在專利權、商標權與著作

權，而不包括其他種類的智財權。因筆者認為上述三者是智財權中各界較為熟悉

的類型，較具討論價值。最後，基於時間與能力之限制，本研究只討論美國市場

的發展與案例，而不包含其他地區。16 

但因美國現有的智財權證券化案例均以私募方式進行，公開資料有限。此

外，筆者無法取得該等交易的投資說明書或其他第一手資料，只能透過相關的次

級資料來瞭解其交易經過、架構與運作模式，以致無法很詳細地敘述案例事實，

亦無能力驗證所參考美國文獻所述交易事實之精確性，故在案例事實與交易資訊

上可能有失真之虞，此為本研究最大的限制。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15 有論者以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作為證券化的討論對象，其援用學界定義將智慧資本

可分為人力資本、創新資本、流程資本與關係資本，而智慧財產權屬於創新資本中的一環。其同

樣認為雖然智慧資本（智慧財產權除外）對企業營運具有重要地位，但能化約為法律權利者不多，

並不適合證券化。參考闕光威，智慧資本的法律定性與智慧財產證券化的可行性研究，政大智慧

財產評論，第二卷第一期，2004 年 4月，第 97-116頁。 
16 除美國外，筆者發現英國亦曾進行過以智財權為基礎的證券化交易，著名案例為 Madame 

Tussauds以整體企業證券化（whole business securitization）模式募集二億三千萬英鎊的資金，其

運作模式與本研究所探討的美國模式有所不同。國內已有論文分析其模式，該論文將其稱為專案

基礎證券化（Project-Backed Securitization），有興趣者可以參考林妤珊，無形資產證券化可行性

之分析，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2 年。該論文於第 59到 62頁有介紹 Tussauds的交

易案例。此外，日本對於智財權證券化此議題也相當關注，已有專書進行討論，如廣賴義州、櫻

井九勝編著，知的財產證券化，日本經濟新聞社，2003 年 10月。 



 
    筆者在思考智財權證券化此議題時，很直覺地認為這是兩個不同的大領域所

結合的產物。資產證券化在智財權未獲企業重視之前，即在美國落地生根，並因

美國政府對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大力推動，及證券化融資所具有的獨特優

點，使其快速發展，並為美國以外的市場所接受，例如歐洲、拉丁美洲與日本，

早已成為一項國際性的融資技術，在金融市場中擁有獨特地位，而具有獨立的研

究價值。國內已有許多文獻探討資產證券化之議題，且在大學商學院中也有開設

專班進行系統性的授課。17 

而近來年，因智財權的重要性日增，其管理、運用及訴訟攻防已攸關企業經

營之成敗，並在學術界及實務界取得重要地位，使其成為專業學門。國內甚有專

門的學院研究此課題，如國立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 

故筆者認為要能徹底瞭解智財權證券化此議題，必須要對智財權與資產證券

化這兩個獨立領域均有足夠的背景知識，才能進行跨領域研究，以窺其全貌，並

發現問題之所在。但因智財權本身即屬跨領域之議題，涉及科技、法律、管理及

產業等面項，而資產證券化亦屬跨領域議題，架構交易時必會觸及財務規劃、會

計處理、破產法與稅務等考量。18若將兩者結合，其複雜性可想而知，要對智財

權證券化進行全面探討，實已超出筆者現有的能力範圍。 

因此，本研究僅介紹智財權與資產證券化中的重要概念，作為瞭解智財權證

券化的背景知識，並將討論焦點集中在其相關的破產議題內，而無法論及其財務

規劃、會計處理19與稅捐安排。 

                                                 
17 如政治大學商學院姜堯民教授於 93學年度第一學期在財務管理研究所開設名為『資產證券化』

的課程。 
18 有論者即認為智財權證券化之研究涉及智慧財產權與證券化之雙重專業知識。因為一般而

言，研究智財權者，大多集中在專利、商標、著作權、營業秘密保護或授權之研究，對於證券化

交易架構中所涉及的財經專業知識較為陌生。而熟稔證券化交易的財經專業者，則較熟悉以金融

資產或不動產作為證券化之基礎資產，對於智財權的權利性質與實施權利所可能衍生之問題則較

為陌生。因此，如何結合此兩項專業，將屬一大挑戰。參考謝福源，智慧財產證券化與擔保融資

之介紹，法律評論，第六十九卷第四～六期合刊，2003 年 6月，第 7頁。 
19 就金融資產證券化的會計處理，美國已有規範金融資產之移轉及服務與負債消滅之會計處理

的一四０號財務會計準則（FASB140 準則）（詳閱第三章第九節）。但該號準則明文規定其只適用

於金融資產，其他非金融資產的證券化則不在其適用範圍，因此智財權（權利金權益）證券化無

法適用該號準則，而須依其他現有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作處理，此點值得特別注意。參見 FASB140

準則第七十三段。原文如下：『Financial assets such as mortgage loans, automobile loans, trade 

receivables, credit card receivables, and other revolving charge accounts are assets commonly 

transferred in securitizations. Securitizations of mortgage loans may include pools of single-family 



綜上所述，本論文的章節規劃如下：於第二章說明智財權的相關議題，包括

智財權的保護、管理、運用與鑑價。於第三章說明資產證券化的優點、運作模式

及其所涉及的法律、稅務與會計問題。於第四章介紹美國智財權證券化的市場現

狀、具體案例，並討論智財權證券化的發展阻力及相關風險，再就破產與智財權

擔保權益此二議題進行深入分析。最後於第五章提出結論與建議，作為筆者的研

究成果。 

 
【圖 1-2】：研究架構 

 

 
 

                                                                                                                                            
residential mortgages or other types of real estate mortgage loans, for example, multifamily residential 

mortgages and commercial property mortgages. Securitizations of loans secured by chattel mortgages 

on automotive vehicles as well as other equipment (including direct financing or sales-type leases) also 

are common. Both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assets can be securitized; life insurance policy loans, 

patent and copyright royalties, and even taxi medallions also have been securitized. But securitizations 

of nonfinancial assets ar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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