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資產證券化 

 
本章共有九節。首先於第一節說明資產證券化的基本概念，並將分析範圍限

定於金融資產證券化。次於第二節分從創始機構、投資人與整體市場三個面項說

明證券化的優點。再於第三節與第四節敘述證券化交易的參與機構與運作流程。

並於第五節與第六節論述證券化的主要架構議題，包括融資工具形式、特殊目的

機構形式與設立地點之選擇，及各種常見信用增強機制的內容與優缺點。另於第

七節說明證券化所面臨的幾個共通法律議題，包括對創始機構的管制、擔保權益

之設定、破產議題與證券交易法規等，及第八節的稅務議題。最後於第九節介紹

證券化的會計處理議題，以美國 FASB140準則對銷售處理與合格特殊目的機構

（QSPE）之規範要件為說明重點，亦會論及美國實務上常見的二階層交易架構，

及我國會計公報第三十三號與該準則之差異。 

 

第一節  基本概念 

 
壹、意義 

    『證券化』一般可以細分為『傳統證券化』與『資產證券化』。傳統證券化

是借款人發行有價證券，透過承銷機構再轉賣給投資者的融資方式。此種證券化

是由企業以本身的信用發行證券，直接從資本市場上募集資金，而不用透過銀行

等金融機構之仲介，故又可稱為『企業金融證券化』。 

而所謂的『資產證券化』，就廣義而言，若以資產之性質加以區分，又可以

分為『金融資產證券化』與『不動產證券化』。但嚴格來說，一般論及『資產證

券化』時，是指金融機構或一般企業將其所擁有能產生現金流量的各種資產，轉

換成證券型態銷售的一種流動化、市場化現象，1本研究從之。故以下所說明之

範圍只限於『金融資產證券化』，『不動產證券化』則不再討論之列，此點先予指

明。 

 

 

 

 

                                                 
1 參考王文宇，資產證券化之意義、基本型態與相關法律問題，金融法，元照出版，2001 年 5

月，第 3-4頁。 



【圖 3-1】：證券化之分類 

 

 

 

 

 

 

 

 

 
而本研究所稱的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以下簡稱證券化）是指企

業或金融機構（創始機構）將其能產生現金收益且流動性較差的資產加以群組

（pooling），經過資產分割（asset partitioning）的破產隔離機制後，發行證券出

售給投資人，藉此籌募資金的過程。而為了降低證券的投資風險，增加資本市場

對該證券的接受度，信用增強機制（credit enhancement）的運用亦是此過程中不

可或缺的部分。2此外，由於證券化的過程會涉及為了隔離發行人破產風險，而

進行資產分割的組織整過程，使得證券化亦有『架構式融資』（structured finance）

之用語，其含意大致相同且具替代性。3                                               

    有關證券化的定義有很多，但此非本研究所要詳細探討之處，為了分析一致

性之目的，筆者將把資產轉變為證券的資產證券化過程定義為：『設計一隔離創

始機構破產風險之交易架構，銷售由產生現金收益的資產池所支持的權益或債券

工具，並藉由降低與分配資產風險，增加流動性之籌資過程。』。因此，證券化

有三大重心，一為會產生現金流量的資產池，4二為設計將該資產池與原擁有人

破產風險隔離之交易架構，三為安排降低與分散風險及增加流動性之機制，以吸

引投資人。 

目前市場上盛行的資產證券化主要可分為兩大類：一為房貸相關債權的證券

化，其產品泛稱為不動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

或稱為房貸支持證券），一為非房貸型債權的證券化，其產品泛稱為資產支持證

                                                 
2 參考陳文達、李阿乙、廖咸興合著，資產證券化理論與實務，智勝文化，2002 年 8 月，第 4

頁。 
3 參考王文宇、黃金澤、邱榮輝合著，金融資產證券化之理論與實務，元照出版，2003 年 2月，

第 2-4頁。 
4 參見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八  資產池：指創始機構信託與受託機

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之資產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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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 ABS），5目前已有的證券化標的包括：信用卡貸款、

汽車貸款、學生貸款、商業性不動產抵押貸款、租賃、公司應收債款、債券或權

益證券、壞帳等等。6但由於兩者間之最大差異只是證券化的資產不同，且不動

產抵押貸款也屬於資產之一種，故本研究在沒有特別指明之情況下，所稱資產證

券化與資產支持證券將同時包含兩者。7 

而在證券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資產支持證券，美國證券暨交易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於其 2004 年 5月所提出規範發行資產

支持證券申報、揭露及報告制度的草案（Proposed Rule）中將其定義為：『一種

主要由根據其條件，在一定有限期間內會轉換成現金的應收債權或其他金融資

產，不論是固定或循環性，加上任何確保證券持有人及時獲得清償或利益分配的

任何權利或其他資產所組成明確的資產池中產生現金流量所償付的證券。』8。

從此可知，為擴大該揭露規定將來之適用範圍，任何由在一定期間內會產生現金

流量的金融資產所支持的證券都會被此定義所涵蓋。 

    就我國而言，已於民國 91 年 07 月 24 日 公布《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作為進行資產證券化之基礎法制，該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將證券化之立法定義

為『指創始機構依本條例之規定，將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

由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以該資產為基礎，發行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以

獲取資金之行為。』，而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則對金融資產證

券化作以下之概念解釋：『金融資產證券化係指，銀行等金融機構或一般企業透

過特殊目的機構（可分為公司型態或信託型態）之創設及其隔離風險之功能，從

其持有之各種資產如住宅貸款、信用卡應收帳款等，篩選出未來產生現金流量、

信用品質易於預測、具有標準特性（例如類似的期限、利率、債務人屬性等）之

資產作為基礎或擔保，經由信用增強及信用評等機制之搭配，將該等資產重新組

                                                 
5 有人將此翻譯為資產『擔保』證券，但此稱作資產支持證券之原因為該證券的權益可能是表彰

該資產利益的股權形式，也可能是由該資產擔保清償之債權形式，為求涵蓋這兩種情狀，故統稱

為資產支持證券。 
6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4頁。 
7 美國證券暨交易委員會（SEC）在其所提的建議案中也採用此種見解。參考 Federal Register, 

Vol.69, No 93, May 13, 2004, at 26654. http://www.sec.gov/rules/proposed/33-8419.pdf（2004/7/24瀏覽）。   
8 原文如下：『‘‘a security that is primarily serviced by the cash flows of a discrete pool of receivables or other 

financial assets, either fixed or revolving, that by their terms convert into cash within a finite time period, plus any 

rights or other assets designed to assure the servicing or timely distributions of proceeds to the securityholders;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financial assets that are leases, those assets may convert to cash partially by the cash 

proceeds from the disposition of the physical property underlying such leases.』。參考 Federal Register, at 

26656.   



群包裝成為單位化、小額化之證券型式，向投資人銷售之過程。』。9 

 
貳、起源與發展 

一、誕生 

資產證券化興起於美國的住宅抵押貸款證券化。美國政府為處理房貸金融市

場資金不足的問題，成立三大機構（三者通稱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ities, 

GSEs）：聯邦全國抵押協會(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FNMA，通稱

為 Fannie Mae)、聯邦房屋貸款抵押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 FHLMC，通稱為 Freddie Mac)、政府全國抵押協會(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GNMA，通稱 Ginnie Mae)，以促進住宅房貸抵押

貸款之次級市場，藉此提高房貸的流動性，透過讓承作房貸的金融機構出售其房

貸債權之方式，使其獲得新的資金進行新的貸款，協助民眾購買房屋。10 

其中，Fannie Mae於成立之初只被授權購買經聯邦住宅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保險的住宅抵押債權（mortgages），但在1968年被分成Fannie 

Mae和 Ginnie Mae兩個實體後，Fannie Mae被授權購買更廣範圍的抵押貸款。而

Freddie Mac最初只被授權向有聯邦存款保險的金融機構購買傳統的房貸。目前

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均為在美國紐約股票交易所上式的公開發行公司。而

Ginnie Mae則為政府完全擁有的公司，其本身並不收購與賣賣抵押貸款，但其為

經聯邦機構保險與保證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作清償保證。11 

於 1970 年代為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龐大購屋資金需求，美國華

爾街投資銀行研發出資產證券化的技術，並於 1970 年由 Ginnie Mae發展經聯邦

住宅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保險與退伍軍人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 VA）保證的單一家庭住宅貸款（single-family mortgage loans）所

支持的 GNMA轉付證券（pass-through），正式揭開抵押債權證券化的序幕。12其

後，Freddie Mac也於 1971 年首次發行其房貸支持參與證券（Mortgage-Backed 

Participation Certificates），而在 1981 年 Fannie Mae也發行其第一次的房貸支持

                                                 
9 引自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網站，

http://www.boma.gov.tw/modules/ba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04（2004/9/1瀏覽）。 
10 參考美國 SEC, Staff Report: Enhancing Disclosure in the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arkets, 

January 2003, http://www.sec.gov/news/studies/mortgagebacked.htm（2004/7/10瀏覽）。 
11 參考美國 SEC, Staff Report. 
12 參考 Christine A. Pavel, Securitization: The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an-Based 

/Asset-Backed Securities Markets, Probus Publishing, 1989, at 3. 



證券。13 

而為了促進房貸支持證券之銷售，GSEs被授權可為MBS的清償與支付提

供保證（guarantee）。不像 Fannie Mae和 Freddie Mac 不但可以發行 MBS，也可

以保證MBS的清償，Ginnie Mae只為私人發行（即非 Fannie Mae和 Freddie Mac

發行者）的MBS提供保證，由於 Ginnie Mae為美國政府所擁有，故其保證具有

美國政府之債信，但 Fannie Mae和 Freddie Mac的保證債務則沒有。但因國會的

授權，Fannie Mae和 Freddie Mac擁有許多法律上的優勢，14使彼等相較於其他

發行人，有獲得較低資金成本的融資好處。15 

且在 1980 年代初期，由於美國房市的復甦，使得抵押房貸的需求大增，但

因投資人對房貸轉付證券的需求已經飽和，需要有更細緻的證券化商品作為投資

工具，於是 Freddie Mac藉由將包裝好的抵押貸款以多重組的方式發行出售，稱

為擔保房貸憑證（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 CMO），成功地吸引不同投

資目的與需求的投資人，使得房貸證券的市場快速擴張。16 

在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成功發展後，金融界遂將房貸證券化之技術應用到

抵押債權以外的其他金融資產上，首先是 1985 年 3月 Sperry電腦租賃合約與同

年 5月的汽車貸款證券化，接著是 1987 年的信用卡貸款證券化。而在 1980 年代

末期，證券化之技術也被運用到美國儲貸機構的不良債權（non-performing loans）

上。17 

 
二、市場概況 

資產證券化技術廣泛運用的結果，使資產支持證券的市場規模大增。發展至

今，與美國其他債券市場，如聯邦政府公債、公司債及市政債券等相較，毫不遜

色，儼然成為美國債券市場上之一大主流。而根據債券市場協會（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之統計，於 2004 年 3月底，GSEs所發行 MBS的市場規模

已達到三兆五千兩百多億美元之鉅額，而 CMO則約有一兆美元。18同一時間，

ABS的市場規模則約有一兆七千五百億美元之多，其中以信用卡貸款（credit 

                                                 
13 參考美國 SEC, Staff Report. 
14 如彼等不用繳交州與地方的所得稅；其所發行之證券在聯邦證券法下，被視為是政府證券；

且授權美國財政部可以購買兩者的股票，各別最高可達 22.5億美元。 
15 參考美國 SEC, Staff Report. 
16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8頁。 
17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8-9頁。 
18 資料來源：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 網站，http://www.bondmarkets.com/story.asp?id=323

（2004/8/13瀏覽）。 



card）、房屋權益貸款（home equity）、擔保債券（務）憑證（CBO/CLO）及汽

車貸款（automobile）為四大主流。19若將MAS與 ABS合併計算，美國資產證

券化之市場規模已經超過七兆美元！ 

而除了美國市場外，證券化技術也因其優越性而廣為其他地區接受，至今已

成為國際性的融資手段，在歐洲及日本均可謂開花結果。根據歐洲證券化論壇

（European Securitisation Forum）的統計顯示，2003 年歐洲資產證券化市場發行

量較去年成長 38％，達到創歷史新高的 2,172億歐元，2004 年第一季走勢仍然

強勁，發行量較去年同期成長 44％，達 623億歐元。且就該年度整體發行的產

品結構觀之，可發現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仍穩居主流，而資產支持證券的成長

速度則有後來居上之勢，資產種類以應收帳款債權證券化最受歡迎。若從歐洲各

國之市場佔有率觀之，歐洲市場以法律體系與美國相似的英國發展最快且為歐洲

的主力市場，2003 年市佔率超過三成，今年第一季更彈升為 52％。20 

此外，日本資產證券化市場之快速發展值得我國注意，因為日本與我國在金

融市場制度與法律體系上皆屬相似，其發展經驗對我國資產證券化之推動應有重

要的啟示。21 

簡言之，目前證券化之資產種類日益多樣化，且市場規模日益龐大，演變至

今，自從 David Bowie債券問世後，似也開啟智慧財產權證券化之時代。 

 

 

 

 

 

 

 

 

 

 

 

 

                                                 
19 資料來源：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 網站，http://www.bondmarkets.com/story.asp?id=84 

（2004/8/13瀏覽）。 
20 參考傅清源，方興未艾的歐洲證券化市場，經濟日報，2004 年 7月 11日，C1版，金融廣場。 
21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12頁。 



【圖 3-2】：美國各種債權證券市場規模比較（2004：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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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美國資產支持證券（ABS）市場規模（2004：Q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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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 http://www.bondmarkets.com/story.asp?id=323（2004/8/13

瀏覽）。 

∗ 資料來源：The Bond Market Association, http://www.bondmarkets.com/story.asp?id=84 

（2004/8/13瀏覽）。 



【圖 3-4】：美國資產支持證券（ABS）資產類別比例（2004：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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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其他融資方式之區別 

一、資產證券化之基本特徵 

若與傳統的融資方式相比，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方式具有以下特

點：22 

1.資產證券化是將多個資產集中組成一個資產池，通過架構性重組以進行證券

化，進而增加該資產的流動性。 

2.被證券化的資產組合會從資產負債表上消失，成為所發行資產支持證券的收益

來源與擔保品。 

3.對創始機構來說，在交易架構中其是出售資產的預期收入，並不構成負債，使

出售主體獲得所需的融資而並未增加負債率。 

4.投資者的收益與風險只取決於該證券化資產所產生的現金流量，而非出售資產

者本身之資產狀況與營運風險。且由於證券化過程中，信用評等機構之介入，提

供有關投資風險之評等資訊，使投資者的預期收益獲得相當程度的保障。 
                                                 
22 若從其特殊的交易架構來看，資產證券化之特徵有下：1.適用選擇準則（selection criteria）於

要進行證券化的資產池上。2.將資產真實出售（true sale）給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3.資產支持證券的清償倚靠資產池的表現，而非資產創始者本身的信用。4.影響創始

者營運狀況的事件會被隔離於該資產池之外---破產隔離。5.為投資人的利益，在該資產池上創設

某種型式的擔保利益。6.預定的資產管理（如款項收付）行為。7.確保證券本息及時支付支付的

信用增強機制。8.信用評等機構對資產支持證券進行信用評等。參考 John Henderson, Asset 

Securitization: current techniques and emerging market applications, Euromoney Publication, 1997, at 

1-2. 



5.證券化技術之運用範圍廣泛，凡有可預見現金流量的資產，經過適當的架構重

組與交易安排，均可以進行證券化。 

6.透過資產證券化獲得新的資本，但不涉及股權的轉讓，故不會改變融資者原有

的股東結構。23 

 
二、與傳統融資方式之區別 

    企業不論是發行股票或公司債，還是透過傳統的銀行抵押貸款進行融資，都

是以其擁有的整體資產作為清償債務與支付股息的擔保，且股東與債權人所面臨

的風險是企業整體的營運風險與債信能力。而證券化融資與上述融資方式最大之

不同在於其信用基礎為一組特定的資產池，而非創始機構的整體資產。因此，資

產支持證券的投資人對創始機構通常只有有限的追所權，甚至沒有追索權

（non-recourse）。同樣地，投資人所面臨的風險僅來自於該資產，而不受創始

機構營運與破產風險之影響。 

此外，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常透過信用增強的機制提高該資產支持證券

的債信，使得其信用評等可以高於創始機構，進而獲得較優惠融資成本的資金。

如在美國，房貸支持證券許多都被評等為 AA級和 AAA級，利率只比同期聯邦

政府公債（國庫券）高出 50到 100個基本點（1 basic point＝0.01﹪），遠低於

一般的債券利率，甚至低於優惠利率。24 

    而值得特別強調的是，資產證券化之最大優勢在於，透過資產分割的架構安

排，使得特定資產的財務行為表現（包含風險、收益）可以獨立於創始機構之外，

讓投資人可以專注分析該資產的財務行為表現。且隨著電腦技術與資訊科技的進

步，資產證券化將可成為最有效率的融資方式之一，藉由電腦儲存與取得資產池

相關財務行為的歷史資料，可以增加對來自某個特定創始機構的資產池日後行為

之認識。若能正確運作證券化之融資過程，其風險將比對創始機構直接融資來得

小。而正確的運作需要有以下三個架構成分：一為進行資產分割，達到破產隔離

的效果，如此可以確保導致投資成功的相關事件只有該資產池的財務行為表現。

二為就投資人擁有權益的資產池設定好擔保權利。三為投資人責任之限制。25 

 

第二節  資產證券化之優點 

 

                                                 
23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資產證券化論，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年 12月，第 7頁。 
24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9頁。 
25 參考 Appendix 5 - The Secondary Market Function, 41 IDEA 429,2002. 



資產證券化能在美國市場發展如此快速，乃因其在產品特性、設計及交易架

構上具有以下特殊的優點。 

 
壹、對創始機構的優點 

一、增加資金來源的管道 

除了傳統的融資方式，如發行股票或公司債的直接融資，或是向銀行貸款的

間接融資以外，資證券化機制提供創始機構另一種外部融資的管道。應收款項

（receivables）或其他債權等資產本身並不適合在資本市場上流通的證券，因為

其需要進行密集且高成本的評估與監督，但透過證券化技術，企業可以將其具有

相同條件的資產組成資產池，轉換成資產支持證券，使得評估更為簡易及具效

率，讓擁有高價值應收債權的企業，可以透過證券化參與資本市場，增加新的可

選擇融資管道。26 

 
二、降低資金成本 

    由於資產分割與信用增強的交易架構，將創始機構的信用風險隔離於資產池

之外，投資人不會被創始機構日後奇特的營運行為所影響，其所承受的風險只限

於該資產池本身者，而使市場認為投資資產支持證券的風險將小於對創始機構的

直接債券融資，以致證券化所發行的證券通常可以獲得比創始機構本身更高等級

的信用評等，而信用評等的高低將會決定獲取資金成本的高低，因此，證券化可

以替創始機構降低資金成本。27 

此外，若為具有利息收入的資產池，在資產支持證券所負擔利息與資產所賺

取利息之間通常會有明顯的利差（spread）存在，而創始機構最終會獲取這部分

的好處。28即創始機構可以保留於資產池收益支付融資成本、相關費用及彌補損

失後的剩餘利益。29 

 
三、額外的服務費收入 

由於創始機構在出售資產後，通常仍會擔任該證券化過程中的服務機構，而

                                                 
26  參考 Lisa M. Fairfax,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Explaning the Cautious Growth of 

Royalty-Backed Securitization, 1999 Colum. Bus. L. Rev. 441, at 457. 
27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56.  
28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United States: Securitiz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May 25, 2004, Mondaq, 

http://www.mondaq.com/article.asp?articleid=26259&searchresults（2004/9/26瀏覽）. 
29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Euromoney publications, 

1996, at 11.  



擁有收付款服務的權利，而使其可以賺取額外且穩定的服務費（service fee）收

入，30對銀行等金融機構而言，服務費將是低利率時代中，另一項重要的收入來

源。 

 
四、提昇資產負債管理的能力 

    透過證券化可以讓創始機構對其資產與負債進行期限搭配（maturity 

matching），使其所擁有的中期與長期資產獲得相應期限的融資，也可以使短期

的循環性資產（revolving assets，如信用卡債權）31獲得中期的融資。32此外，對

銀行等創始機構來說，一般銀行的重要資金來源為其所吸收的存款，而存款的期

限大多為短期。但若其以不動產抵押貸款的方式，將其所吸收的短期存款貸放出

去時，所獲得的卻是一個長期的債權資產，如此一來，很容易造成銀行流動性不

足的問題。但透過資產證券化，銀行可以將該等債權於次級市場中售出，解決上

述的流動性問題。33 

 
五、控制信用風險 

    資產證券化基本上可以將信用風險分成三個層次，並將各別的風險分配給最

適合承擔的機構。第一層次的信用風險（倒帳風險）為『預見』或『通常』的倒

帳損失，一般是以所創始機構能承受的上限來加以約定，在此上限以內的倒帳損

失仍須由創始機構承擔。而第二層次的信用風險，亦即過創始機構負擔上限金額

的倒帳損失，通常是以資產池所預見倒帳損失的七倍或八倍為上限，此部分由信

用增強機構來承擔，如提供外部信用增強機制的第三人保證或保險機構。至於超

過第二層次信用風險的部分，則稱為第三層次信用風險，此部分則是由購買資產

支持證券的投資者來承擔。34 

透過證券化風險分散的方式，創始機構可以量化並控制其所需承擔的剩餘風

險，這將有助於創始機構事業規劃，也可使其他的債權人對其債信感到放心。 

                                                 
30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16頁。 
31 信用卡應收債款屬於循環型（revolving type）債權，其現金流量來自持卡人的刷卡與還款，其

事先並無固定的本金額度，亦無預定的還本時間表（amortizing schedule）。而持卡人每月的消費

金額無法事先預估，且在刷卡後，其可能馬上全額清償，或只繳交最低付款金額，故其現金流量

十分不穩定。因此，信用卡債權支持證券發行後，為使資產池的現金流量能維持穩定，創始機構

在必要時需要補充新的信用卡債權。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866頁。 
32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7-8. 
33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15頁。 
34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4-8～4-9頁。 



 
【圖 3-5】：證券化信用風險之分攤 ∗ 

 

 

 

 

 

 

 

 

 

 

 

 

 

 
六、達到資產負債表外化之目的，並提高流動性 

從會計的角度觀之，證券化可以使表內的資產表外化（off-balance-sheet）。

對金融機構而言，表外化的意涵主要有三：一為風險性資產比例下降，可使其整

體資產風險下降，進而減少為符合資本適足率要求所保留的風險性資本準備

（Risk-Based Capital, RBC），將其作更有效率的運用。35二為資本準備下降後，

原有的資本可以產生更高的獲利，因此可以提高權益報酬率（Return on Equity, 

ROE）的表現。三為將長期資產（如不動產抵押貸款或其他應收帳款）轉換為高

流動性的短期資產（如現金）後，可以有效改善創始機構資產負債表的流動性。

36 

                                                 
∗ 參考林文琇、邱淑貞和譯，資產證券化手冊-流動性與資金管理，台灣金融研訓院，2000 年 12

月，第 27頁。 
35 參見銀行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不得低於百分之八；必要

時，主管機關得參照國際標準，提高比率。銀行經主管機關規定應編製合併報表時，其合併後之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亦同。  前項所稱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其範圍及計算方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對銀行之風險性資產予以限制。  凡實際比率低於規

定標準之銀行，主管機關得限制其分配盈餘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36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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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會計處理方式也確實成為資產證券化爆炸性成長的推力，而進行證券化

所獲得的資金，企業可以用來清償舊債，或將其運用於研發、投資或併購（M＆

A）等增加短期或長期現金流量的營運計畫。37 

 
貳、對投資人的優點 

對多數投資人而言，資產證券化可以提供風險與報酬特質十分多樣化的金融

商品，讓投資人選擇長、短期投資組合，使理財管道更為豐富、金融商品更為充

實。且因為資產證券化可以創造出具有新收益風險組合的金融商品，若沒有這些

新產品，投資人必須花費更高的成本才能從購買數種證券中得到相同的組合，因

此，證券化可以降低投資人的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除此之外，在證券化

過程中，由於評等機構、保險或保證機構的參與，加上信用增強機制的使用，也

會大幅降低投資人所面臨的資訊成本（information cost）問題。38 

再者，機構投資人也可以充分利用這些產品，增加其分散風險、賺取高報酬

率的能力。其也可以藉此參與特定的金融借貸市場而不須自行建置所需的基礎建

設與銷售網路。39此外，一些衍生性利率產品更具有避險（hedging）的特殊功能，

使金融資產市場的產品更具完整性。40  

 
參、對整體市場的優點 

一、專業化 

在整個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藉由切割資產創造（origination）、安排交易架

構、信用評等、信用增強、證券發行與承銷、收款服務等不同的業務，分別由不

同的專業機構去進行，可以增加每個參與者的專業能力，帶來專業化的好處，提

昇整個金融市場的效率、彈性與反應能力。例如，在貸款業務上較具專業能力的

金融機構，就可以專注於資產創造，之後透過證券化把資產售出，不再持有與管

理該資產，而由更有承擔能力者為之，便可達到貸款創造與貸款管理的專業化。

41 
二、創始資產標準化、優質化  

證券化的過程會使創始資產的標準趨向市場認為較好的標竿（benchmark），

                                                 
37 參考 Lisa M. Fairfax, at 452-453. 
38 參考 Claire A. Hill, Securitization: A Low-Cost Sweetener for Lemons, 74 Wash. U. l. Q. 1061, 

1996, at 1086-1094, 1103-1104. 
39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12. 
40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17頁。 
41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9. 



例如，欲進行證券化的金融機構必須將其承作貸款的標準（underwriting criteria）

與市場上的標竿一致，否則其資產將難以被市場接受。如此一來，就可以對每個

證券化資產的合理創始標準達成市場共識，進而鼓勵創始機構放棄較差或不普遍

的承作標準。42 

 
三、提高資本市場效率 

此外，藉由證券化之技術，可以讓信用評等較低或未達投資評等的企業進入

資本市場直接融資，並降低其資金成本，進而減少其對銀行間接融資的依賴，促

使商業銀行部分改變其功能等等，此均有利於資本市場的發展，並提高其運作效

率。43再者，也可以幫助受限於國家主權評等不高（如拉丁美洲或東歐）的創始

機構，藉此獲得融資管道。44 

 

第三節  參與機構 

 
證券化是一個將資產轉化成證券的過程，其間需要很多機構依其專業，分工

參與才能運作成功。以下分別介紹主要的參與機構。 

 
一、債務人或借款人（Obligor） 

債務人乃是向創始機構舉債者，藉此使創始機構產生債權資產。之後，債務

人須依契約按時給付本金、利息等定期給付，成為支持證券化所發行證券的現金

流量來源。45 

 
二、創始機構（Originator） 

    創始機構為在其業務過程中產生應收款項（receivable）或向他人收購的資產

擁有者，其可以將資產自行組合成資產池或（再）出售給其他機構，以發起證券

                                                 
42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6. 
43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135頁。 
44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7. 

證券化可以透過結合以下方法，協助創始機構突破國家主權評等的限制，包括：將特殊目的機構

設置在海外、藉由貨幣交換（swap）、選擇權（option）或遠期外匯契約，讓特殊目的機構用可

以自由轉換的貨幣（如美元）來清償其債務、選擇多元且品質好的資產組合或選擇債務人位於高

國家主權評等地區的資產等等，這些方式可以讓該證券化交易的信用評等，高於創始機構所處國

家的主權評等。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50. 
45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2頁。 



化，又可以稱為出售機構（seller）。其可以分為兩大類：企業（corporate）與金

融機構（financial institution），46不同的創始機構依其手上所擁有債權的種類，發

起不同類型的證券化交易，例如企業發起貿易應收帳款（trade receivables）證券

化、房貸機構進行房貸證券化、汽車融資公司從事汽車貸款證券化、商業銀行從

事信用卡債權及學生貸款證券化等等。 

    由於創始機構為資產原始擁有人，其對該資產及其債務人較為熟悉，故在其

出售資產後，常繼續擔任服務機構，協助證券化的具體運作，包括向債務人定期

收取本息，以支付投資人及製作報表，並在債務人違約時，處理違約事宜等等。

47 

 
三、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Entity, SPE）或發行人（Issuer） 

特殊目的機構代表所有投資人承接創始機構所出售的債權資產，達成破產隔

離的目的，並發行證券，是證券化過程中的主角。其組織形式可為信託、公司或

其他法人實體，其最終法律形式與所有權歸屬主要受到進行證券化當地的破產

法、稅法及證券交易法影響，主要目的是避免在此層次被課稅，增加證券化之成

本。 

而其特徵就是在組織章程中，將其業務範圍侷限於取得資產池與進行融資的

單一目的，不允許進行獨立與任意的業務活動，因此，其只有少數的執行業務人

員。48 

 
四、受託人（Trustee） 

受託人代表證券持有人（即投資人）之利益，與信用增強機構、服務機構與

發行人等交涉，49通常由銀行或其他信託業者擔任此角色。在很多交易架構中，，

                                                 
46 若觀察第四章所介紹美國第一宗智財權證券化 David Bonds可發現，只要是擁有足夠現金流量

收益的智財權利人，即使是個人亦可發起證券化。 
47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3頁。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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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後述），於第 19段中規定服務之內容，即『對於擔保貸款、

信用卡應收款項或其他金融資產等之服務，通常包括：（1）向債務人收取本金及利息，暫時保管

債務人之還款。（2）代收轉付稅捐及保險費。（3）監控逾期還款事項。（4）處分擔保品。（5）將

未分配款項作暫時性投資。（6）支付費用予保證人、受託人及其他提供服務者。（7）支付本金及

孳息予金融資產受益權利持有人並為相關債務處理等。』，轉引自黃金澤，金融資產證券化之會

計處理，台灣金融財務季刊，第四輯第四期，2003 年 12月，第 63頁。 
48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2. 
49 參考 Theodor Baums, Asset Securitization in Europe, FORUM internationale, No.20, May 1994, at 

4. 



都會有兩個受託人，其中由特殊目的信託下之受託人負責持有該資產，接受來自

資產池的現金流量，並向投資人支付到期本息。50 

此外，在證券進行公開發行時，也會有代表全體投資人利益的信託受託人

（indenture trustee），其責任與角色和債券信託受託人相似。51發行人會賦予信託

受託人擔保權益（security interest），以擔保證券債務之清償。由於資產是投資人

最主要的擔保，受託人必須要保護投資人對該資產的擔保利益，並於必要時，執

行該擔保利益。52 

 
五、信用增強機構（Credit Enhancers） 

    證券化交易中常會利用外部的第三人機構來協助分散信用風險、流動性風險

及利率風險等等，其包括信用評等良好53的銀行、保險公司、政府機構等等。54 

 
六、信用評等機構（Credit Rating Agency） 

信用評等機構的工作是審查資產池所能承受風險的程度，即其能否即時清償

證券的能力，其會檢視證券化過程中的交易架構、資本結構與發行人的整體信

用，以分配一個證券本息不能即時清償的信用風險等級，提供投資人參考。55在

證券化交易中，信用評等機構常在初期就參與交易，協助交易架構的安排，並給

予改變架構及服務（servicing）流程或信用增強程度的建議。國際知名的證券評

等機構有Moody’s、S＆P及 Fitch。56  

 
七、證券承銷機構（Underwriters/Placement Agents） 

    通常由投資銀行或證券商擔任證券銷售的經紀人，以公開發行或私募的方式

將證券銷售出去。此外，其會依據其專業知識來分析市場狀況，提供有關證券定

價（pricing）的諮詢服務。57 
                                                 
50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51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2. 
52 參考Diane Audino, Securitization:The Rating Agency Approach to Credit Risks, Euromoney , 1996, 

at 21. 
53 這裡所稱的良好是指這些機構的信用評等至少要與該證券化所發行證券的信用評等相當才

行，否則，將會影響該證券的等級。 
54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3. 
55 參考 Teresa N. Kerr, Bowie Bonding in the Music Biz: Will Music Royalty Securitization Be the 

Key to the Gold for Music Industry Participants? , 7 UCLA Ent. L. Rev. 367, Spring 2000, at 377. 
56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57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5頁。 



此外，承銷機構通常也是架構整個證券化交易的重要角色，其會向創始機構

推銷交易的機會，分析相關資料判斷證券化之可行性，並提供證券化融資的諮

詢，且在創始機構的授權下，擔任交易安排者的角色（arranger），負責安排交易

的各項主要事務，聘請和協調其他專業服務機構等，並協助證券發行後的次級市

場交易活動。58 

 
八、服務機構（Servicer）與候補服務機構（Backup Servicer） 

其為證券化交易中，每天實際處理資產池管理事務的機構，包括收取資產收

益，及於必要時採取適當的法律追索行動，並將該現金移轉到由受託人控制的專

戶中，及處理相關的文件記錄與清算工作等一切資產管理工作。而在大多數的交

易中，均是由熟悉該資產的創始機構擔任服務機構的角色。59 

然而，當服務機構的管理能力不足時，就需要有候補服務機構來接替資產管

理的工作。因此，候補服務機構的需要與重要性將決定於服務機構（通常為創始

機構）的服務品質，當其信用地位愈弱時，就愈需要有信用能力強的第三人來擔

任候補服務機構。60而候補服務機構的電腦系統與服務機構者間之相容性

（compatibility），及其在收到接替通知時，有無足夠的人力與資源馬上承接服務

業務，將是評估其能力的重要因素。然而，即使候補服務機構沒有相容的電腦系

統，但其規模夠大且有良好的債信，足以提供額外的資源進行服務業務時，信用

評等機構也會承認其適格性。61 

 
九、投資人（Investors） 

    此指證券的最終購買者，通常是銀行、保險公司、退休基金（pension funds）

或其他投資基金及公司資金（corporate treasuries）等機構投資人，有時還會包括

散戶投資人（retail investors）。62通常機構投資人會根據其投資策略，將符合其需

求的資產支持證券（ABS）納入其投資組合（portfolio）中，影響其投資證券化

市場的因素與其投資債券市場的考量因素相似，包括信用評等（credit quality）、

法定到期日（legal maturity）、預期平均期間（expected average life）及獲利率（yield）

等等。6364 

                                                 
58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4. 
59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6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1. 
61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26. 
62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5. 
63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5. 



 
十、其他外部專家（Professional Advisers） 

除了之前所提到的交易安排者（投資銀行）、財務顧問、信用增強機構、信

用評等機構等外部專家外，主要的專家就是各方參與者的法律顧問（legal 

counsel）。在交易中，通常是由創始機構與投資銀行的法律顧問負責起草所需的

相關法律文件，其各自的團隊是由專精於證券化業務的律師及稅法、財產法及證

券法等專家所組成。法律顧問及其相關費用的管理與控制是證券化交易中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尤其對新資產種類的證券化更是如此，65若是所需法律費用過多，

將會嚴重影響該交易，使創始機構無法達到低利融資的證券化目的。 

此外，還需要會計顧問（accounting advisers）來協助創始機構進行證券化交

易之會計處理，且在特殊目的機構方面，還需要另一組會計顧問就其從創始機構

所移轉的資產進行實地查核（due diligence）與一般的審計查帳（auditing）工作。
66 

 

 

 

 

 

 

 

 

 

 

                                                                                                                                            
64 投資人偏好簡介，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5. 

投資偏好 短期 中期 長期 

投資人 銀行、公司、貨幣市場基

金或避險基金 

銀行、保險公司、貨幣市場

基金或避險基 

保險公司、退休基金 

投資工具 商業本票（CP.）、中期本

票（medium-term note）

銀行貸款（bank loan）、 

中期債券（notes）、私募 

長期債券（bonds）、 

私募 

平均期間 最長 2 年 2-5 年 5-30 年 

 
65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4. 
66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4. 



【表 3-1】：證券化交易中的專業服務機構 ∗ 

機構名稱 服務與功能 

財務顧問 提供證券化所需的融資諮詢。 

交易安排人 安排交易中的架構與相關事務，聘用和協調其他專家機構。 

信用評等機構 分析證券化資產與交易架構的風險，確定其信用評等，提供投

資人參考。 

金融擔保公司 擔保發行人（SPE）依約定條件給付投資人證券本息的金融服務。

承銷商 承銷證券，並提供定價諮詢。 

律師事務所 提供法律諮詢，起草相關交易文件。 

會計師事務所 提供交易中所需的會計處理、稅務及財務咨詢服務。 

 
【圖 3-6】：證券化交易當事人關係圖 

 
 
 
 
 
 

   
 
 
 
 
 
 
 
 
 
 
 
 

                                                 
∗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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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運作流程 

 
若依交易架構進行之時間來看，其間的程序幾乎是同時進行，但若依邏輯順

序來看，資產證券化之流程可以細分如下： 

 
一、確定資產證券化之目標，並進行可行性分析 

創始機構首先要先分析自己進行證券化融資的需求為何，根據需求來確定證

券化的目標，有了明確的證券化目標後，創始機構才能以快速且有效地方法架構

該項交易，其中可行性分析將是首要工作。67 

由於進行一項證券化交易必須投入很多的時間與資源，因此，其可行性必須

在日後的執行成本耗費以前，進行評估與確認。尤其對新的資產類別、新的發行

區域與新的創始機構來說，可行性分析更是重要，此步驟不但可以控制日後研發

成本的支出，也可以確認為進行證券化交易，內部流程與電腦系統所需配合調整

與修正的相關費用。當然，隨著創始機構進行證券化所累積經驗愈多，可行性分

析的正式性程度就可以降低，但是在每次交易前，其都不可避免要確認其欲進行

證券化的資產與系統是適當可行的。68 

根據欲進行證券化的創新性程度，可行性分析可能涵蓋的議題如下： 

1.在計畫進行的國家或市場內，該資產在法律上有效移轉的可行性。 

2.在計畫進行的國家或市場內，特殊目的機構（SPE）的成立與其在該資產上設

定擔保權益的可行性。 

3.交易架構對創始機構、特殊目的機構及投資人的相關稅捐結果。 

4.計畫的交際架構不會違反任何法令。 

5.創始機構在其財務報表上反應證券化交易所須適用的會計準則。 

6.該資產的適當性，特別是創造該資產的契約之條件與狀況，擔保品的品質及債

務人的多樣化程度。 

7.創始機構提供與處理該資產相關歷史資料的能力。 

8.創始機構隔離其擁有資產與進行證券化資產所產生現金流量之能力。 

9.所適用的評等標準。 

10.信用增強的需要。 

11.目標投資人的市場狀況。 

12.預估進行證券化所需的成本。 

                                                 
67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30. 
68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6. 



13預估完成該項交易的時間表。69 

    而在實務運作上，在可行性分析中要特別注意創始機構與服務機構的電腦系

統可不可以配合該證券化業務之需要，包括分辨與追蹤創始機構自有資產與進行

證券化的資產、分別的現金流量、與特殊目的機構銀行帳戶變動的會計記帳一致

性及提供快速與精確的資產表現報告等等。70 

 
二、聘請相關專家與機構 

    雖然所有的專家必須等到整個交易架構決定後才能確定，如信用增強機構之

選任。但是在交易的最初階段，仍需要成立一支核心專家顧問來協助整個交易的

進行，這其中至少包括負責架構與安排交易的投資銀行（交易安排者(arranger)），

與負責起草法律相關文件的法律顧問。71 

 
三、資料分析 

    雖然在可行性分析中，會作一定程度的初步資料分析。但在決定進行證券化

交易後，創始機構和其顧問會開始進行一個範圍更廣的完全分析，而所需的明確

資料大部分與要進行證券化的資產種類有關。進行歷史資料分析的目的在於瞭解

創始機構的相似資產在過去的經濟環境中是如何表現的，並藉此確認出該資產主

要的可預測特性。72 

    藉由對資產池作靜態分析（static pool analysis），即觀察產生於某個特定時

間的資產，追蹤在其生命週期中所發生的損失狀況，而對許多不同起始日的資產

池進行分析，就可能藉此發現該資產池隨著時間經過所產生損失的模式，此種分

析方法很受信用評等機構青睞，可以協助其評估該項交易所需信用增強的程度。

此外，此分析也會顯示出某資產類別中哪些各別或組合的特性會影響其行為與表

現，在此預測性資料的協助下，創始機構可以選出最適風險與成本組合的資產池

來進行證券化。73 

   值得特別說明的是，雖然沒有作完整的資料分析也可以進行證券化交易，但

創始機構將不可避免地要為此付出不小的代價。因為在缺乏此種資料時，信用評

等機構或其他判斷風險的交易參與者，將會就該交易所需的信用增強程度做出保

                                                 
69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7. 
7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7. 
71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8. 
72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8. 
73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9. 



守的假設，進而提高所需的信用增強成本。74 

 
四、確認適合進行證券化的資產，進行正當查核程序 

原則上，任何能產生穩定現金流量或可轉換成可預測現金數量的資產均可以

進行證券化。而適合進行證券化的資產必須是其所產生的現金流量能支持證券的

到期給付與相關服務、信用評等及信用增強費用的資產。此外，這些資產必須能

與創始機構所擁有的資產隔離以資分辨，這在當創始機構也是服務機關時，更顯

重要。 

再者，總和不履行率（aggregate rate of default）也會影響到資產池的確認。

如果總和不履行率是可預測的，帶有此種信用風險的資產也可以進行證券化，此

外，若資產池中的資產具有多樣化性，即由不同的債務人所組成，將可以降低該

資產池的風險，而更適於進行證券化。75 

在進行資料分析，確認出適合證券化的資產後，創始機構即可根據所設定的

證券化目標組成所需要的資產池規模。之後，創始機構必須進行正當查核程序

（due diligence），特別是計畫要進行信用評等或上市的交易，以審視資產的契約

文件，確認其對資產池中的每項資產都擁有完整的所有權，及該等資產具備移轉

性、76所附的擔保權益是否完整（有無踐行必要的保全程序）、其對債務人所負

的義務是否履行（避免債務人日後拒絕給付）等等。77此外，還要確保該資產池

的預期現金收入大於所發行證券的還本付息金額。78 

 
五、設立特殊目的機構，實現真實銷售 

證券化交易中實現破產隔離的主要手段為證券化資產的真實買賣（true 

sale）。而設立特殊目的機構（SPE）便是為了將欲進行證券化的資產從創始機構

處隔離出來，以達到破產隔離之目的。在美國實務上，特殊目的機構可以是一個

信託（trust）、公司（corporation）、有限責任合夥（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或任何可以達成融資目的的法律實體（legal entity），而其形式將依據創始機構的

需求和該交易的特殊性來決定，甚至會受到稅務議題的影響，因此，當成立特殊

目的機構時，必須要考慮該個別交易的特殊事實。79 

                                                 
74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19. 
75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1-372.  
76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31. 
77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21. 
78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38頁。 
79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3. 



此外，為了獲得投資人的信任，必須將特殊目的機構本身也架構為符合破產

遠離（bankruptcy-remote），使其不受創始機構破產影響外，自己也不易破產。為

了達成破產遠離之目的，信用評等機構會要求特殊目的機構的組織章程（charter）

中必須包含限制其破產能力的條款。80  

而在特殊目的機構成立後，將與創始機構簽訂買賣契約，由創始機構將證券

化資產真實銷售給特殊目的機構。簡言之，只要創始機構已經不再保有或承擔該

資產日後可能產生損失風險中的重要部分，這項交易便可認為是真實買賣，81即

使創始機構日後發生破產，該資產池也不會被納入其破產財團中。其所產生的現

金收益就能依照證券之發行條件，將本息支付給投證券持有人，以達到保護投資

人利益的目的。 

 
六、完善交易架構，進行內部評等 

特殊目的機構會與創始機構指定的服務機構簽訂資產服務契約，並確定一家

託管銀行，與之簽訂託管契約，並與證券商達成承銷協議等等，來完善資產證券

化的交易架構。若是須經正式信用評等的證券化交易，一定要與信用評等機構合

作來安排交易架構，並請其對該交易架構及設計好的資產支持證券進行內部評

等。82其會考量許多因素來判斷該交易是否健全，這些包括交易的借貸價值比

                                                 
80 這些條款會明確限制特殊目的機構的活動範圍於該個別的證券化交易內，限制其對外舉債，

限制其與其他法人合併，限制其申請破產、解散、清算或出售其資產，限制其參與其他事業或商

業活動，並限制其修改組織章程等等的行為能力。由此以上種種條款的限制，除了證券持有者外，

其他債權人將不能對特殊目的機構提起任何非自願性破產的請求。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4.參

見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八十五條規定：『除本條例或資產證券化計畫另有規定者外，特殊目的

公司不得將所受讓之資產出質、讓與、互易、供擔保或為其他處分。』；第八十六條規定：『特殊

目的公司除得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外，不得兼營其他業務。』；第八十七條規定：『特殊目的公司

之自有財產及因其所受讓之資產而生閒置資金，其運用範圍以下列各款為限，不適用公司法第十

三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一  銀行存款。二  購買政府債券或金融債券。三  購買國庫券或銀行

可轉讓定期存單。四  購買經主管機關規定一定評等等級以上之銀行保證、承兌或經一定等級以

上信用評等之商業票據。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運用方式。』；第八十八條規定：『除本條例

或資產證券化計畫另有規定者外，特殊目的公司不得借入款項。  前項借入款項之目的，應以依

資產證券化計畫配發或償還利益、本金、利息或其他收益為限，並經全體董事同意後為之。』；

第八十九條規定：『特殊目的公司不得為任何人保證或背書，不適用公司法第十六條之規定。公

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時，應自負保證及背書責任，如公司或資產基礎證券持有人受有損害時，

亦應負賠償責任。』。 
81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4-375. 
82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40-41頁。 



（loan to value ratio）、證券化資產的估價與強度、擔保架構的健全度、於面臨壓

力時，資產滿足清償或表現良好的能力、滿意的債務清償範圍及所需的信用增強

程度等等，83並會審查各種契約與文件的合法性。 

 
七、架構信用增強及流動性支撐 

為了改善發行條件，提高證券之信用評等，以吸引更多的投資人，並降低資

金成本，特殊目的機構必須進行信用增強，確保證券給付債務能按時清償，減少

債務不履行之風險。而信用增強機制可以分為內部信用增強（internal credit 

enhancement）與外部信用增強（external credit enhancement），前者為特殊目的機

構或創始機構所提供者，後者為外部第三人所供者，例如銀行。84信用增強是證

券化交易中的特徵，也是其能否成功的重要結構議題，將於其他部分詳細說明。 

此外，為因應資產池暫時的流動性之不足（temporary cash shortfalls），例如

因為資產現金流入與證券債務支付時點之不對稱或資產發生拖欠（arrears）時，

需要安排由一個債信良好（well-rated）的第三者銀行提供流動性支撐（liquidity 

facility），讓特殊目的機構可以提取充足的資金來支付給投資人，以彌補暫時性

的現金短缺。且在某些交易架構中，創始機構也可以利用超額利差的資金來融通

資產的暫時性拖欠，以完全給付投資人之到期本息。85 

 
八、進行信用評等，發行與銷售證券 

信用增強後，特殊目的機構會聘請信用評等機構對其欲發行的資產支持證券
86進行正式的信用評等，並將評等結果對外公告，提供投資人進行投資決策的參

考。87之後，將會由證券承銷商負責安排證券銷售業務，選擇公開發行（public 

                                                 
83 參考 Lovells, at 5.  
84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80. 
85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 Introduction and the Issuer’s Perspective, at 23-24. 
86 SPE 發行的證券可以有許多形式，包括優先順位或次順位的債券（debt）、不同種類的股權證

券（equity）或是只收取該資產所產生的本金或利息之一的債券或股權證券。債券可以是長期或

短期，負擔固定利率或浮動利率。股權證券也可以附有一個明確的利率。債券是 SPE 所負擔，

由資產池所擔保的債務，而股權證券則彰顯對 SPE所擁有資產的利益。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8. 
87 由於機構投資人投資無信用評等或未達投資等級以上有價證券之行為常會受到政府管制，例

如我國銀行法第七十四條之一規定：『商業銀行得投資有價證券；其種類及限制，由主管機關定

之。』，主管機關遂依此發布〈商業銀行投資有價證券之種類及限額規定〉（最新修正版本為 2004

年 7月 2日）以資規範。其中第三點第二項規定：『商業銀行投資國內及國外有價證券之限額如

下：…（二）商業銀行投資於無信用評等或信用評等未達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

定等級以上之短期票券（不含國庫券及可轉讓銀行定期存單）、金融債券、公司債、受益證券及



offering）88或是私募（private placement）89的方式，向投資人銷售證券。 

此外，為吸引更多的潛在投資人，可考慮進行上市交易（listing），因為有些

投資人基於其自己的投資準則或政府管制，只能持有已上市的證券。而為能獲准

上市交易，其需要符合證券交易所的上市要件，還要公開有關證券化資產、風險

與交易架構等資訊供投資大眾參考。90 

 
九、獲取證券發行收入，向創始機構支付購買價格 

    特殊目的機構從證券承銷商那獲得證券發行收入，再根據其與創始機構間資

                                                                                                                                            
資產基礎證券之原始取得成本總餘額，不得超過該銀行核算基數百分之十。但該短期票券、金融

債券、公司債無信用評等者，其發行人、保證人或承兌人之信用評等達上述等級以上者，或受益

證券、資產基礎證券無信用評等者，其保證人之信用評等達上述等級以上者，不在此限。』及第

四點規定：『四、商業銀行投資經主管機關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之有價證券，

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一）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評定，短期信用評等達 A-3等

級以上或長期信用評等達 BBB-等級以上。（二）經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短期信用評等達 P-3等級以上或長期信用評等達 Baa3等級以上。（三）經惠譽公

司（Fitch, Inc.）評定，短期信用評等達 F3等級以上或長期信用評等達 BBB-等級以上。（四）經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短期信用評等達 twA-3等級以上或長期信用評等達 twBBB-等

級以上。（五）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評定，短期信用評等達 F3(twn)

等級以上或長期信用評等達 BBB-(twn)等級以上。（六）經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短

期信用評等達 TW-3 等級以上或長期信用評等達 Baa3.tw 等級以上。』。且為因應資產證券化之

推展，該規定已於第二點第一項第九款將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納入商業銀行可以投資之有價

證券種類，但另於第六點規定：『六、商業銀行依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或不動產證券化條例規定

擔任創始機構（委託人）、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股東者，不得投資下列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

證券：（一）擔任創始機構（委託人）者，不得投資以其金融資產、不動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為

基礎所發行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二）擔任受託機構者，不得投資其發行之受益證券。（三）

擔任特殊目的公司股東者，不得投資其設立之特殊目的公司所發行之資產基礎證券。』，值得特

別注意。因此，有無經正式信用評等將會影響我國商業銀行投資證券化證券之數額。 
88 係指將證券是向不特定公眾推銷的一種發行方式。由於這種發行方式與一般投資大眾有直接

的關係，所以必須向證券主管機關辦理登記，將有關的所有資訊對外公開，以便投資人可以隨時

取得而做出投資決策。就我國而言，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行股票須依照公司法與證券交易

法的規定，向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辦理相關的核准或申報程序，同時必須將財務狀況與

相關資訊公開。就美國而言，普通股、特別股及一部份公司債也是採用此種發行方式。 
89 又稱作直接銷售(direct placement)，係指所發行的證券不是銷售給一般不特定對象的投資者，

而是經由私人接洽的方式，出售給特定的投資者，例如銀行、保險公司等，因此不必向證券主管

機關辦理繁複的核准或申報程序，藉此降低發行成本。 
90 參考 Lovells, at 5.  



產銷售契約所約定的價額，將發行收入支付給創始機構，以達到創始機構之融資

目的。9192 

 
十、進行資產管理，給付證券之到期本息 

證券發行後，將由服務機構對資產池進行管理，負責收取與記錄由資產池所

產生的現金流量，並將這些收益先存入特殊目的機構所指示的保管專戶中，並於

必要時，處理與資產池有關的任何法律行動，如提起催款訴訟。等到證券約定之

支付期限，則由特殊目的機構對投資人付息還本。93 

 

第五節  交易架構 

 
資產證券化交易之精髓在於其架構（structure）之中。而架構議題所包含的

層面很廣，在最廣的層次來說，架構是指對投資工具的基本選擇，即其法律屬性

是債權（debt），還是對特殊目的機構的權益（equity）。其次，對於特殊目的機

構之形式及成立地點（domicile）的選擇，則是下一層次的結構議題。而對證券

化發行市場及所用避險工具的選擇則是另一個更深入的架構決定，通常交易中的

資產種類對此決定的影響最大。其他更複雜的架構議題還包括稅捐議題、會計處

理、利潤抽取（profit extraction）、適當信用增強機制的選用等等，都會受到不同

資產種類與發行法域（jurisdiction）而有不同的安排。最後，創始機構及投資人

的需求都會導致個別交易中的特殊架構議題。94由於稅務、會計處理及信用增強

機制所涉之議題較為複雜，將留待其他部分作說明。  

 
壹、權益證券或債券之選擇 

在安排架構中，最基本的就是權益工具或債券工具之選擇，其中權益型屬於

轉付證券，債券型則屬於支付證券（pay through），此兩種架構的主要差異在於

證券發行的形式及現金流量的特性。95而證券化要採用轉付架構還是支付架構，

                                                 
91 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41-42頁。 
92 而另一種可能情況是，特殊目的公司成立後即透過舉債之方式，先對外募集資金向創始機構

購買資產，此時，創始機構就可以獲得其所需要的融資。之後，於發行證券時，特殊目的機構便

可以將發行證券收入用來償還其之前的舉債。 
93 參考何小鋒等著，資產證券化：中國的模式，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 年 4月，第 123-124頁。 
94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37. 
95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7頁。 



主要有四個考量：資產的現金流量特性、資產風險性、賦稅條件與會計處理規定，

以及市場需求。96 

 
一、轉付架構（pass through structures） 

     以轉付證券形式所表彰的權益型證券主要在美國及類似美國的法律與證券

體系的國家中產生，例如英國。此種工具表彰投資人按其持分比例（pro rata）直

接對證券化資產擁有不可分割的所有權權益（undivided ownership），也因此，投

資人對於資產所產生收益的受償順位與速度毫無差異，且因資產的所有權及其現

金流量收益已經歸屬於投資人，在此架構下，就不可以用資產收益對資產池進行

循環的替換（substitution）。此外，雖然轉付證券屬於權益型本質，但其報酬仍

稱為利息。97 

在此架構下，服務機構只是將資產所產生的現金流量於扣除服務費後，轉手

付給投資人，因此，所發行證券的現金流量型態與其所表彰資產群組的現金流量

型態完全沒有改變。也正因為轉付證券只是從事現金流量的傳遞，其業務經營全

屬消極性（passive），故在美國得以不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98而轉手證券也是

美國最初推動與發展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MBS）的運用形式，故其為最早

出現的資產支持證券。 

 
二、支付架構（pay through structures） 

     而在債券架構下，比起權益型證券，其可以展現更多的彈性。特別是支付

證券不但可以根據清償順位及到期日作分類，還可以區別資產收益之本金及利息

而支付給不同的證券。99因此，在支付架構下，資產的現金流量被重新安排並分

配給所發行的不同種類證券，即證券所獲得的現金流量型態與其支持資產的現金

流量型態不同。因為支付架構重新安排現金流量之故，在美國被認為屬於非被動

經營，因此不得享受免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的好處，為了要達到免稅的目的，支付

架構必須從事更細膩的安排，其典型商品為擔保房貸憑證（CMO）。100此外，為

了符合信用評等機構之標準，通常在支付架構下會安排較多的資產來擔保發行面

                                                 
96 詳細說明可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8-30頁。 
97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37. 
98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7頁。 
99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39. 
100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8 頁。但此問題，已於 1986 年美國通過不動產抵押

貸款投資管道（Real Estate Mortgage Investment Conduits, REMIC）法案，解決 CMO因發行多種

債券而不能節稅的問題。更詳細說明可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384-385頁。 



額較少的證券，形成所謂的超額擔保，進而發行一組證券來表彰此超額資產的權

益，稱為殘餘權益組（residual class）。此組證券通常由創始機構所持有，有些則

可以出售給有興趣的投資人。101 

 
貳、特殊目的機構形式之選擇 

    通常特殊目的機構的形式可以分為兩大類，即特殊目的信託（special purpose 

trust）及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而在美國法下，常見的形式

則有股份有限公司、讓與者信託（grantor trust）、所有者信託（owner trust）。102可

以選擇但較不常見的形式還有商業合作社（business cooperatives）、有限責任合

夥及有限責任公司。103 

    而在美國實務上，通常是以股份有限公司作為特殊目的機構之形式，因為一

般投資大眾對於公司形式之運作方式較為熟悉，例如：發行股份之方式（如特別

股之發行）、破產之處理（如實質合併之議題）、公司治理、獨立董事會之運作等

等，具備相當程度的認知基礎，因此在進行法律風險評估時，可以降低法律風險。

且因為股份有限公司相較於信託形式，可以組織及運用較為複雜的資本結構，而

發行不同等級與種類之證券，使其在證券發行上較具彈性，因此可以吸引不同需

求的投資人。也因此，在美國常見的二階層（two –tier）交易架構中（詳後述），

即使最後的發行證券法律主體是特殊目的信託，特殊目的公司仍經常被安排作為

隔離破產風險的手段。104 

    而相較於股份有限公司的型態，信託架構下之資產隔離在法律效果上具有更

高的獨立性，即信託財產獨立於信託人與受託人之外，不論是委託人、受託人或

受益人破產，彼等之債權人都不可以就該信託財產為強制執行。105106 

    相較於美國的多樣化，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僅明文規定以股份有限公司

或信託作為特殊目的機構之型態，107且因該條例第四十一條及第一０一條之規

                                                 
101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8頁。 
102 有關讓與者信託及所有者信託之差異，如要在於其主動（所有者信託）或被動（讓與者信託）

經營之特色，所導致在美國稅法上有不同的待遇。更詳細說明可以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11-9～13頁。 
103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11-5頁。 
104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11-6頁。 
105 參考我國信託法第十一條：『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不屬於其破產財團。』及第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對信託財產不得強制執行。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利、因處理信託事務所生

之權利或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106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11-8頁。 
107 參考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四條規定。 



定，108若單從稅捐的角度觀之，採用公司制或信託制的差異並不顯著。109 

 
參、特殊目的機構地點之選擇 

    此議題乃在考慮要將特殊目的機構設置在國內還是海外，選擇結果主要是基

於稅捐考量。通常進行跨國發行的創始機構會將特殊目的機構設在有租稅優惠之

處，例如開曼群島等，以節省進行證券化的稅捐成本。但這樣的選擇除了有複雜

的租稅考量外，也會涉及到投資人對創始機構的認知（perception）問題，可能

有些創始機構就不希望其形象與一個特定的租稅天堂連結在一起。110 

    而有些證券化交易必須把特殊目的機構設在海外的原因，是因為該國對可以

進行證券化的資產作限制。例如，某些國家將可以證券化的資產採正面列舉的方

式，當創始機構欲進行證券化的資產不屬於法律明文列舉的種類時，就需要在海

外進行交易。111112 

 
肆、發行市場之選擇 

    如前所述，資產支持證券可以銷售給許多不同需求的投資人，因此，進行證

券化時就要考量所欲推行的目標市場為何，可以是銀行，也可以是公開發行或私

募的資本市場或是貨幣市場（money market）。而目標市場的選擇是一個複雜的

決定，其中要考慮市場規模、成熟度、貨幣種類、資訊揭露之要求成度、潛在目

標投資人及相關成本等等。113以下簡單說明可以選擇的市場。 

 
一、銀行市場（banking market） 

                                                 
108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四十一條規定：『特殊目的信託財產之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

收益，為受益人之所得，按利息所得課稅，不計入受託機構之營利事業所得額。前項利息所得於

實際分配時，應以受託機構為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率扣繳稅款分離課稅，不併計受益人之

綜合所得總額或營利事業所得額。』。規範特殊目的公司的第一０一條則準用第四十一條規定。 
109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11-8頁。 
11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0. 
111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0. 
112 例如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二  資產：指由創始機構收益及處分之

下列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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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適用該條例之資產標的。當創始機構欲以智慧財產權進行證券化時，

似乎就有資產是否適格的疑問。 
113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0. 



若創始機構以銀行為證券發行的融資對象時，由於多以私募之方式，加上銀

行屬於專業法人機構，彼等通常不會要求就該證券化交易進行正式的信用評等，

也不需要進行證券發行登記而受到證券主管機關的管制。因此，創始機構可以與

銀行直接協商該交易的架構安排，甚至保有在交易期間重新協商交易條件的彈

性。是故，銀行市場對於擁有未曾開發過的新資產，或是其資產規模沒有達到在

資本市場或管道市場（conduits）發行所需最低規模的創始機構來說，是個適合

的融資管道。114 

 
二、債券資本市場（debt capital market） 

此為資產證券化發行最常見的市場，不論是國內發行、跨國發行還是全球發

行均是如此，此乃因為直接在資本市場上發行，可以接觸到最多且不同需求的投

資人。且若當地制度允許，資產支持證券還可以方便地同時在國內與國際上進行

交易、清算與持有。因此，有很多的美國發行人會在一次證券化發行中，同時於

美元與歐元市場進行。115 

 
三、管道市場（conduits） 

此指由某一銀行或其他金融機構（稱為主辦銀行，sponsor），成立一個專門

從事資產證券化的特殊目的機構（稱為管道），由多位創始機構向該管道移轉進

行證券化之資產，當累積到可發行的經濟規模後，搭配由主辦銀行所提供的信用

增強機制，就該等資產一起進行證券發行。此種方式對創始機構有兩個明顯的好

處，第一是可以降低交易成本，因為此成本可由多位創始機構一起分擔。第二是

可以為創始機構提供匿名性（anonymity）的好處，因為創始機構不需要揭露其

與管道的關係，且投資人所依賴的是該管道的法律架構、信用增強的水準、相關

的營運能力及信用評等機構對其所做的信用評等。116其架構如下圖所示。 

 

 

 

 

 

 

                                                 
114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1. 
115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1. 
116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1-42. 



【圖 3-7】：管道市場架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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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利潤抽取方式之選擇 

    簡單地說，利潤抽取是指創始機構對其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的資產，持續性

地獲取一定的收益，其方式之選擇主要受到創始機構所處國家或地區之稅務、會

計處理及規範制度的影響，而以稅務中立（tax-neutral），即不增加額外稅捐負擔

的方式安排利潤抽取是非常重要的。 

最常見的利潤抽取方式有下： 

1.由創始機構擔任服務機構所收取的服務費。 

2.由創起機構提供信用增強機制所獲得的利益。 

3.資產所產生的超額利差（excess spread）。 

4.各種換匯（swap）的費用。 

5.延遲給付的報酬（deferred consideration）。 

6.創始費（origination fees）。117 

 
陸、清償順序之安排 

    通常在不同的證券化交易中，特殊目的機構對其債權人的清償順序都有細微

的不同，這些債權人包括：持有不同順位證券的投資人、代表投資人的受託人、

提供信用增強與流動性支持的第三人機構、提供換匯及其他金融服務的機構、服

                                                 
∗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2. 
117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5. 

創始機構 創始機構 創始機構

導管 SPE主辦銀行 

信用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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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 



務機構、創始機構所能獲得的利潤抽取及特殊目的機構的股東等等。 

    且若支付證券投資人的順位優先於提供信用增強與流動性支持的第三人機

構或其他機構時，可視為提供某種程度的信用增強。118 

 
柒、存續期間之安排 

    創始機構與投資人所需考慮的期間因素主要有以下三個，分別是法定到期日

（legal maturity）、平均壽命期間（average life）及平均存續期間（duration）。119法

定到期日是由證券化資產的最後到期日所決定，而投資人對報酬率的要求（即創

始機構融資成本的主要部分）主要是透過其所需承受風險期間的平均壽命所計算

出來。因此，交易存續期間的長短會影響投資人的需求與創始機構的成本。 

影響一個交易的平均壽命期間有許多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與資產種類本質有

關的提前償還率（prepayment rate），例如不動產抵押貸款的提前償還率就不同於

汽車貸款者。此外，可以容許替換資產的交易就可以增長其平均壽命。再者，交

易架構也是影響平均壽命的重要因素，例如在有些交易中，發行人會有買回權

（call option），以提前結束該項交易的期間，又若該項交易中的證券有依清償速

度進行分組（tranche）的話，也可以更精確安排該交易的平均壽命。120 

 
捌、避險工具之選擇 

    避險並不是每項交易都有此需求，但若為跨國交易，就要考慮匯率風險，進

而在交易架構中安排所需的匯率避險工具，例如換匯契約（currency swap）、121外

匯選擇權（option）122或遠期外匯契約（forward contract）123等等，並考慮相關

的國家主權評等議題。此外，若有需要，特殊目的機構也可以利用利率交換

                                                 
118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6. 
119 有關其計算方式，有興趣者可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81-85頁。 
12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6-47. 
121 換匯契約乃指雙方約定在期初交換兩種不同的貨幣（如美元與德國馬克），而在期中交換所得

到貨幣之利息支付，到期末再換回兩種不同的貨幣。此除了可以規避匯率風險外，還可以規避外

匯管制及降低借款利息成本。參考陳威光、衍生性金融商品---選擇權、期貨與交換，智勝文化，

2001 年 7月，初版，第 464頁。 
122 外匯選擇權乃指買方有權利在未來某一段期間內，以事先約定好的價格向賣方買入或賣出某

一數量外匯的契約。參考陳威光，同前註，第 6頁。 
123 遠期外匯契約乃指外匯買賣的雙方約定在未來某個日期（如三個月後），以約定的匯率（如新

台幣 33元：美金 1元），交割某一約定的外幣（如一百萬美元）。參考陳威光，同註 374，第 267-268

頁。 



（interest rate swaps）124等避險工具來轉換證券化資產的利率基礎，使其能對應

於證券的利率支付水準，以避免額外的非預期支付。125 

 

第六節  信用增強機制 

 
信用增強機制是證券化中的重要特徵與議題，與證券化交易之架構交互連

結，其作用在於分配風險，藉以降低投資人所需承受的信用風險，以保護其投資

利益，進而提高信用評等，使創始機構能獲得符合其需要的低成本融資。 

信用增強機制的組成與所需程度乃在反應該個別交易中所產生的預期損

失，其考慮了資產的特徵、其如何被產生及如何被管理。此需要藉由分析歷史資

料，發現損失的歷史趨勢與變動程度，以預估未來損失的頻率、嚴重程度與時機。 

為了達到最健全且符合成本效益的架構，在一個交易中，通常會同時使用許

多不同的信用增強機制，而最終的組成是根據個別機制的可得性、投資人的接受

程度與成本等因素來決定。126至於信用增強的程度如何，則是在考量投資人的要

求及信用評等機構的評估後，由創始機構與交易安排者所做的商業決定。127 

信用增強機制主要可以分為兩類，內部信用增強是藉由強化資產的支付能力

來完成，外部信用增強則是藉由獨立第三人的信用擔保來達成。內部信用增強機

制有超額擔保、信用分組、現金擔保、提前清償、儲備基金及利差帳戶等。外部

信用增強機制則有交易關係人擔保、信用狀、單線保險、多線保險等。128因此，

信用增強的來源不外有三種：來自支持資產的超額資產價值或現金流量、由創始

                                                 
124 利率交換是指交易雙方約定在未來某一期限內，彼此交換一連串不同的利息支付契約。而不

同的利息支付可以是固定利率與浮動利率交換，也可以是浮動利率與浮動利率交換。而一般稱固

定利率與浮動利率的交換為單純利率交換（plain vanilla interest rate swap）。利率交換除可以規避

浮動利率風險外，也可以經由比較利益降低借款成本。其可以作為銀行機構管理利率風險的工

具，也可以作為企業改變其資產收益或是負債融資方式的工具。參考陳威光，同註 374，第 460-464

頁。 
125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7-49. 
126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57. 
127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Euromoney 

publications, 1996, at 6.  
128 另請參見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一百０三條規定：『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依本條例發行

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得依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或資產證券化計畫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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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強其信用。』。 



機構提供的信用增強及由外部第三人所提供者，129以下分別說明之。 

 
壹、內部信用增強 

    幾乎每個證券化架構中都會有內部信用增強機制，因為即使是有外部信用增

強的架構，也會牽涉到外部第三人與創始機構的風險分配，此時就會有內部信用

增強的問題。以下分別介紹常見的內部信用增強機制。 

 
一、超額擔保（over-collateralization） 

即由創始機構移轉超過支付證券債務所需的資產，其超額由信用評等機構和

承銷商決定，通常在 5﹪～10﹪之間，彼等會根據該資產的品質、其他的信用增

加機制、交易架構的風險（如創始機構和服務機構的破產風險）、該資產所處產

業的狀況與條件、總體經濟環境等因素來決定。若交易進行順利而無債務不履行

之情況，此部分的利益最後仍歸由創始機構享有。130 

此部分的差額，創始機構可以換取清償順位很低的債權或股份（此即為殘餘

權益），而當損失發生時，最先分配給超額擔保部分來承擔，因此就變成創始機

構所需承擔的損失。131 

其優點是架構簡單，且不需要外部第三人之介入，如此一來，所發行證券受

第三人連累而被降級的風險就很小。而其缺點則是其信用增強之價值必須等到超

額擔保資產被清償時才能實現，因此必須考慮該資產會多快被清償。此外，因為

超額擔保之故，創始機構因移轉證券化資產所能獲得的對價將會減少，這將迫使

其尋求其他的融資管道來彌補該減少部分。132且因為對價減少，對其損益表與資

產負債表也會造成不好的會計結果。133 

 
二、信用分組（credit tranching） 

透過優先與次順位的證券結構安排，發行信用評等較低的次順位證券（享有

較高利率），出售給投資人或是由創始機構保有。當資產池的資產發生違約時，

優先證券可以優先獲得清償，次順位證券則必須先承受違約損失。這種以優先與

                                                 
129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6.  
130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131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57. 
132 假設創始機構的融資目的為 100元，而其透過證券化銷售價值 100元的資產，並提供 10元的

超額擔保，此時，其只會從該銷售中獲得 90元的對價。如此一來，其還必須透過其他融資管道

來取得另外的 10元。 
133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7-8. 



次順位的分組來加強優先證券債信的作法，又可以稱為信用分組，134此為目前最

受歡迎的基本機制。 

而在個別交易中，信用分組的決策會涉及以下幾個因素的取捨與考量： 

1.信用評等愈高，創始機構的資金成本愈低。 

2.最低組別證券（the lowest-rated tranche）的信用評等會影響創始機構所需提供

第一層次損失準備的數額，這將會影響其對資金的運用。 

3.劃分過多的信用分組，可能會有增加第一層次損失的效果。 

4.不同信用評等組別的證券可以吸引不同需求的投資人。135 

    且如同下述之銀行信用狀與保險，可以藉由發行超過吸收損失（losses）所

需的次順位證券來融通債務人之給付遲延（arrears），更重要的是，其沒有如銀

行信用狀與第三人保險之降級風險（downgrading risk）。而其缺點則是由於其信

用評等較低或甚至沒有經過信用評等，以致難受外部投資人青睞，多只能透過私

募之方式銷售，136或由創始機構作為保留權利。 

 
三、提前清償（triggered amortization） 

提前清償通常是設有准許更換（substitute）或補充資的產循環期（revolving 

period）137架構中的選擇機制，例如以現金流量極不穩定的信用卡債權或個人消

費借貸等資產支持的證券化交易。即當某預先設定的負面事件發生時，如資產池

發生財務困難或其他危機，整個證券化即進入提前清償期，在此期間所收到的現

金收入都將用來清償證券之本金，138以提前結束證券化，藉此減少投資人之損失。 

其發動原因通常是在一個預定的計息其間（interest period）內，資產池未達

最低的獲利要求、產生超過最大標準的債務拖欠數額或壞帳。139 

 
四、現金擔保帳戶（cash collateralization） 

                                                 
134 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102頁。 
135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59. 
136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10. 
137 在循環期中，資產池所產生的收益於支付證券利息與其他服務費用後，剩餘部分則用於添購

新的資產，以確保資產池日後的現金收入。故在此期間內，並不會償還投資人所持證券的本金，

須於循環期結束後進入還本期（amortizing period）時，才會開始償還證券本金。循環期的期限

可由二年至十數年間不等，由創始機構視市場需要來決定長短。參考陳文達等三人合著，同註

255，第 291頁。 
138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139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1. 



現金擔保的功能與超額擔保者相當，但最大的不同在於現金的流動性與品質

比證券化資產高出許多，因此，在擔保相同資產池的情況下，為達到某一信用評

等所需要的現金擔保數額將比超額擔保者來得低。140 

現金擔保是由創始機構借貸一筆次順位清償的資金於特殊目的機構的帳戶

中，其在交易之初就會被提取，並投資於與支付投資人期間相配對的投資工具，

以補充資產之現金收入，使特殊目的機構對投資人的給付債務能及時的履行。其

投資通常是將該筆現金存於信用評等很高的銀行帳戶中，由其保證一個與證券利

率相當的浮動利率，或投資於事前決定的合格投資工具，如高評等的短期商業本

票。此種投資的管理工作將由服務機構負責。141 

 
五、儲備基金（reserve funds） 

    其具有一般性或個別性的信用支持功能，一般性功能是當特殊目的機構對外

融資時所保留的部分，此部分不能用來購買資產或給付給創始機構，以作為投資

人所要求的信用增強。特殊性目的則可以用來支持偶發事件的支出，例如設定擔

保權益的可能稅捐與費用或當創始機構對資產的權利遭受成功挑戰時的不利後

果。此外，也可以用來彌補因為資金再投資（reinvestment）風險所造成的損失。

這些具有個別性目的的儲備基金數額通常會明確規劃好，以達成專款專用的計畫

目的。142 

 
六、利差帳戶（spread account） 

    當資產每期所產生的現金流量高於證券本息支出時，就可以設立利差帳戶，

作為吸收損失的第一線準備。其最簡單的形式就是由特殊目的機構將為滿足某一

特定信用評等要求所需要的利差保留於其管理的帳戶中，其也可以作為儲備基金

的融資來源。然而，基於稅務的考量，特殊目的機構不會保留超過承擔損失或補

充信用增強水準所需的利差，以免因此負擔額外的稅捐。143 

    相較於超額擔保，其優點是可以消除投資人所面臨因服務機構扣押與銷售超

額擔保資產以換取價金的服務風險。且除了吸收損失之外，特殊目的機構還可以

利用利差帳戶中的現金來融通債務人給付遲延時的暫時性現金流量不足。而其缺

點則為創始機構必須遲延該利差帳戶之利潤抽取，以致該現金不能變為其損益表

中的利潤。且在證券化資產是貿易應收債款時不能利用此機制，因為其沒有利息

                                                 
14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0. 
141 同前註。 
142 同前註。 
143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1. 



收入，故沒有利差可言。144 

 
貳、外部信用增強 

外部信用增強需要倚靠個別機構的表現，其營運狀況也會受到外部經濟環境

的影響。當其債信能力可能會因為其所提供財務擔保的被求償可能性提高而降低

時，會導致其信用評等下降，連帶影響其所擔保證券化交易的信用評等，此時，

不論該證券化資產的表現如何，被降等證券的價值與流動性也會受到衝擊。 

此外，集中風險也是一個負面因素。為了要參與證券化交易，外部信用增強

機構必須獲得高評等，最少要和該交易本身的評等一樣。但是，目前在金融業中，

擁有 Triple A等級者愈來愈少，這對創始機構來說並不利，因為其稀少性會反映

在其擔保費用上。145 

但是，外部信用增強機制能提供內部信用增強所無法達到的優點，包括提供

匿名（anonymity）好處146給創始機構，承擔內部信用增強所不能承擔的某些商

業風險（或者，要花費很高的成本才能承擔）。因此，外部信用增強機制對那些

不想對外公開及發行條件較差的公司仍具有吸引力。147 

以下將說明常見的外部信用增強機制，每項機制都可以提供全部或部分的信

用擔保，而其主要的共同特徵就是其承諾當特殊目的機構無法履行其債務時，彼

等會無條件且不可撤銷地（unconditional and irrevocable）支付所擔保的證券本息。 

 
一、交易關係人擔保（related party guarantee） 

即由創始機構提供信用擔保，其優點是簡單且成本低廉。148但是在近年來，

由於嚴格的會計標準要求，這種擔保會導致無法獲得去表化（off-balance sheet）

的會計處理，加上投資人的反對，149使得此種信用增強機制的優勢不再。但當投

                                                 
144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7-8. 
145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1-62. 
146 當創始機構的資產負債情況不佳時，會影響其在資本市場上募集資金的成本及其所發行證券

之流動性。若能透過良好的外部信用增強機制提高其所發行證券之債信，此時，潛在投資人只需

研究外部擔保人的債信及財務狀況就可以做出投資決策，故不需要將創始機構資產負債不良的狀

況在市場上揭露，因此提供其匿名性籌資的好處。參考王開國等編著，同註 276，第 75-76頁。 
147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2. 
148 其通常是以償付擔保（indemnities）或承諾買回（buy back）該違約資產的方式為之。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7. 
149 其主要理由有為此種信用增強機制易受事件風險（event risk）影響，即影響創始機構債信的

事件會波及該證券化交易，使得創始機構風險與資產風險無法真正分離。再者，創始機構可能會

面臨經營自己本業與管理證券化資產的責任衝突。 



資人熟悉該創始機構時，若能輔以超額擔保，藉此平衡其企業風險，投資人也能

接受此種信用增強機制。150 

  
二、信用狀（letter of credit）與銀行擔保（guarantee） 

    此機制乃是由銀行簽發信用狀擔保部分或全部的證券到期給付，提供明確且

固定數額的信用替代，其可能是主要的（primary）信用來源，也可能是次要的

（secondary）。當其為主要的信用來源時，開狀銀行將會完全代替特殊目的機構，

成為該項證券化交易的信用提供者，此時，在該銀行擔保前，其會先進行仔細的

實地查核，並自行作好財務規劃。因此，在進行正式信用評等時，評等機構只會

重視該信用狀的債信及其安排的交易架構，而不會在乎該資產的價值。其優點是

信用狀之擔保為投資人所熟悉，特別是其他的銀行投資人會喜於接受。其缺點則

是有降級風險，進而影響該證券化交易之信用評等。151此外，現在只有很少的銀

行能夠擔保 Triple-A級的證券化交易，152且因此方法的成本很高，現在幾乎已經

不再使用。153 

 
三、單線保險（monoline insurance） 

    即由美國的單線保險公司154以簽發擔保債券（surety bonds）所提供的財務擔

保（financial guarantees）。其有兩種形式，一為提供某特定比率（通常為 7-15﹪）

證券化資產債務不履行之部分擔保（partial guarantee），此時其只為部分的資產

風險提供保險。二為提供該項證券化交易百分之百本息支付的無條件不可撤銷全

額擔保（unconditional irrevocable 100﹪guarantee），使保險範圍及於證券化交易

中的所有風險。而對於愈不熟悉的資產種類或是交易架構愈複雜的證券化交易，

投資人愈偏好全額擔保之保障。155 

單線保險公司非常重視其優異的信用評等，彼等均具有 Triple A級的保險索

賠給付能力（insurance claims-paying ability），156也因此，其只擔保已經具備投資

等級的證券，以減少其降等風險。157 

                                                 
15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3. 
151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9. 
152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3. 
153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154 因為其僅以提供財務擔保為其業務內容，故稱為單線保險公司。 
155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12. 
156 此項評等乃在評估保險公司依保險契約之約定條件，履行其債務的能力。 
157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3-64. 



其優點是投資人喜歡全額擔保，且其降等風險比信用狀與銀行擔保低許多。

而缺點則是因其只擔保已經具備投資等級的證券，使得創始機構透過其他的信用

增強機制可能更具成本效益，且因單線保險公司為評估該交易是否已經具備投資

等級而加入交易過程，會對交易安排人增加額外的資訊負擔與時間成本。158 

 
四、一般保險（pool insurance） 

    此種方式是由保險公司對特別的資產或整個資產池提供保險，當該資產（池）

發生損失時，給付預定的保險金，而非對證券的本息給付提供擔保。此方式可以

用來支持某些證券化交易，特別是房貸抵押貸款與個人消費貸款，例如抵押保險

（mortgage insurance）與信用保險（credit insurance）。159 

    其優點是架構容易，且對某些資產種類相當具有成本效益。但其缺點則是保

險人傾向只對其有經驗的資產種類提供保險，而使其不易獲得，且其與信用狀或

銀行保證一樣，也有降等風險。再者，其通常會要求預先支付全額保險金，即使

證券化交易被取消，也不會償還給創始機構。160 

 
參、考量因素 

由上述說明可以推知，某些種類的資產可能比其他種類者更容易利用某些信

用增強機制，例如擁有較高利益收入的信用卡債權、個人消費貸款、汽車貸款等

資產，就可以利用其特性來建立與增加現金擔保或利差帳戶此種信用增強機制，

而收益較低的貿易應收帳款（trade receivables）就欠缺此種可能性。 

不論如何，當在選擇要使用或搭配何種信用增強機制時，通常要考慮以下幾

個因素： 

1.創始機構的資金成本。 

2.各種機制間的相對成本。 

3.具有適當信用評等第三人機構的可得性。 

4.證券化資產是否擁有超額利差。 

5.投資人的偏好。 

6.交易架構的複雜程度。 

因此，在一個具體個案交易中，如何選用及搭配各種信用增強機制不但是架

構交易者的重要工作，也可以藉此評估其能力之優劣。161 

                                                 
158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13-14. 
159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4. 
160 參考 Zoe Shaw, Securitization:Credit Enhancement and Cash Flow Analysis, at 10. 
161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64. 



 

第七節  法律與管制議題 

 
在任何證券化交易中，都會有基本的法律與管制議題需要處理。而創始機構

的融資目標、投資人的需求及信用評等機構對交易架構的要求都必須在符合法律

規定的範圍內為之。雖然不同種類的證券化資產及不同的發行國家會有其獨特的

議題，但是也都有一些共通的法律問題需要解決，以下將說明幾個常見的法律議

題。 

 
壹、對創始機構業務之管制與規範 

    進行證券化的創始機構種類很多，可以包括金融機構、貿易公司、公共部門

等等，由於某些機構之特殊地位，國家對其業務都有一定的管制措施，例如銀行

等金融機構，若為公共部門其更需要符合國家對其的法律規範與管制。 

    舉例來說，在英國，英格蘭銀行為管制該國銀行因發行證券化所涉及的資本

適足率問題，於 1989 年 2月公布一份名為『貸款移轉與證券化』（Loan Transfers 

and Securitization, BSD/1989/1）之文件，並於 1992 年 4 月公布其修正案

（BSD/1992/3）。第一份文件乃在規範銀行將其進行證券化的資產（如貸款）從

資產負債表中移除的要件，以避免銀行按規定需準備的自有資本，藉由證券化而

不當移除，及銀行於其證券化交易中繼續擔任服務機構的要件，以確保銀行只是

代理機構（agent）的角色。162此外，依我國銀行法第四十四條規定，163主管機

關對銀行之風險性資產及自有資本亦設有管制規範，並於同法第一二九條規定違

反限制之相關法律責任。164 

    再者，美國聯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也於 2000 年 7月發佈名為《Treatment 

by 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as Conservator or Receiver of Financial 

Assets Transferred by an Insured Depository Institu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 
                                                 
162  其相關管制要件之說明，可以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 Euromoney publications, 1996, at 6-8.  
163 銀行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不得低於百分之八；必要時，

主管機關得參照國際標準，提高比率。銀行經主管機關規定應編製合併報表時，其合併後之自有

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亦同。前項所稱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其範圍及計算方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對銀行之風險性資產予以限制。凡實際比率低於規定標準之銀

行，主管機關得限制其分配盈餘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164 銀行法第一二九條第六款規定：『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鍰：…六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所為之限制者。』。 



Securitization or Participation》的最終規定（final rule），其規範 FDIC必須符合一

定之條件，才可以於聯邦保險銀行破產時，回復、取回或重新定性其因進行證券

化所移轉之金融資產。且此最後規定聲明，FDIC 可以廢止或修改其規定內容，

但沒有溯及既往的效力。165 

    諸如此類於對創始機構之管制議題，是其進行證券化交易時所需注意的法律

議題，以免因違反而負擔法律責任或影響資產移轉的效力。 

 
貳、保密規定 

    此議題對銀行等創始機構來說特別明顯，因為許多國家之法律，都會規範銀

行必須對其因業務活動所取得的客戶資料具有保密義務（confidentiality），例如

我國銀行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166但因創始機構給特殊目的機構的資料都很

有限，167因此進行證券化並不會導致銀行保密義務之違反。但為降低違反此義務

之機會，現在很多銀行都會在其與顧客交易的契約文件中加入，在特定情況下，

免除其保密義務之條款。168 

而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八條已規定創始機構依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

或資產證券化計畫，對受託機構或監督機構提供信託財產或受讓資產相關資料，

不適用銀行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因此，我國銀行進行證券化時，保密義

務之問題較不顯著。169 

 
參、個人資料保護 

    由於電腦科技之發達與使用之普及化，為保護大眾對其個人資料之利益，許

多國家都有管制電子化處理個人資料使用之立法，一般都會規範，擁有或蒐集這

                                                 
165 參考Marty Rosenblatt, FASB Issues FASB Statement 140 Replacing FASB 125, The Securization 

Conduit, Vol. 3, No. 1/2, 2000, at 9. 
166 銀行法第四十八條規定：『銀行非依法院之裁判或其他法律之規定，不得接受第三人有關停止

給付存款或匯款、扣留擔保物或保管物或其他類似之請求。銀行對於顧客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

有關資料，除其他法律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 
167 因為客戶資料對銀行來說，也屬營業秘密之一環，其通常不會洩露給他人，加上在證券化交

易中，身為創始機構的銀行常擔任服務機構的角色，由其繼續與客戶往來及收取相關本息，因此，

特殊目的機構並不需要知道或取得相關的客戶資料。 
168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1.  
169 但同條第二項規定：『受託機構、特殊目的公司、信託監察人、監督機構、服務機構及其負責

人或職員，對於因信託財產或受讓資產所獲悉之創始機構客戶之往來、交易資料及其他相關資

料，除其他法律、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應保守秘密。』，其他證券化參與機構，包括特殊目

的機構，仍負有保密義務。 



類資料之事業、團體或個人，必須經過登記許可之手續，例如我國電腦處理個人

資料保護法第十九條之規定，170且若違反相關規定，必須對受損害之個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因此，特殊目的機構也需要依其所在國家之規定，辦理必要的相關登

記。171 

 
肆、對消費者信用貸款之保護 

    多數的先進國家都會特別立法以保護消費者之利益，例如在英國就有 1974

年的消費者信貸法（Consumer Credit Act 1974），在美國也有消費者信貸保護法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又稱為真實貸款法，Truth-In-Lending Acts）。172

此議題對於以消費者貸款作為證券化資產特別有影響。因為，若該貸款之形成沒

有嚴格符合保護消費者之相關規定時，該契約將可能無法有效執行，173進而影響

資產池的現金流量與證券本息之清償。而我國消費者保護法中有關定型化契約條

款之規範，也有同樣的功能。 

 
伍、特殊目的機構之形式與設立 

    之前已提及特殊目的機構之形式，而在此要說明的是，若以公司形態為之，

就需要向發行國家的主管機關進行設立許可與登記。174且因每個國家通常會對可

以公開發行證券的公司種類作限制，因此，選擇適合的公司種類，並符合相關的

資本額要求，亦屬必要。例如英國規定，只有公開有限責任公司（public limited 

company）可以公開發行證券，且有一定的最低資本額要求。175 

                                                 
170 我國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非公務機關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登記

並發給執照者，不得為個人資料之蒐集、電腦處理或國際傳遞及利用。 徵信業及以蒐集或電腦

處理個人資料為主要業務之團體或個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並經登記及發給執照。前二

項之登記程序、許可要件及收費標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171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1.  
172 該法要求：1.完全揭露貸款契約的條款。.限制扣押消費者之工資。3.規範信用卡的使用方式。

參考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 年 5月，第 307頁。 
173 參考薛波主編，同註 425，第 307頁。 
174 參見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五十六條前兩項規定：『設立特殊目的公司者，應提出申請書，載

明下列各款事項，報請主管機關許可：一  特殊目的公司之名稱。二  公司章程。三  資本總額。

四  公司所在地。五  創始機構之姓名及住所。六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特殊目的公

司之設立及許可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175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2. 

但在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已經限制特殊目的公司必須是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沒有選擇

之空間與必要。參考該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特殊目的公司：指依本條例之規定，



此外，為配合創始機構是否希望達到移轉資產表外化之目的，特殊目的公司

的控股方式也有不同，例如在英國，為使特殊目的公司獨立於創始機構之外，以

獲得表外化之效果，特殊目的公司之股份會透過公益信託架構（charitable trust 

structure）的方式，由受託人持有，並成立獨立董事會。若創始機構不需要表外

化效果，其可以將特殊目的公司設為其子公司，如此就不需要成立獨立董事會，

也可以透過獲取股利之方式進行利潤抽取。 

再者，如前所述，創始機構常可能因為稅捐考量，而將特殊目的機構設於海

外，但是在某些國家可能對此有所限制，例如英國規定以不動產抵押貸款

（mortgage）進行證券化時，接收資產移轉的特殊目的機構必須設置於國內。176 

 
陸、資產之移轉 

    在證券化中，創始機構必須將資產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創始機構有權利移

轉該資產是非常關鍵的議題。首先，要確保創始該資產的契約沒有包含禁止移轉

的條款。此外，依當地國法律，該資產本質上也必須是可轉讓的，而不具有權利

義務歸屬之專屬性。因此，這要由熟悉該國規定的法律顧問來確認該資產移轉性

之問題。一般而言，若創始該資產之契約並未對其移轉性有任何特別約定的話，

創始機構可以自由轉讓該資產。然而，在一些情況下，該契約可能會要求創始機

構轉讓該資產須經債務人同意，特別是在契約中包含創始機構對債務人所負之義

務時，將此義務轉讓給特殊目的機構（即債務承擔）須經債務人（此時，其為創

始機構之債權人）之同意。177總之，在證券化的早期階段，就該資產的情況與契

約條件作完整的正當查核是非常重要的。178 

    在確認該資產具移轉性後，就要看創始機構是以何種方式將該資產出售給特

殊目的機構。在承認法律上移轉（legal transfer）及衡平法上移轉（equitable 

transfer）179之國家，特殊目的機構可以取得法律上之所有權，也可以只取得衡平

                                                                                                                                            
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以經營資產證券化業務為目的之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特殊目的公司應由金融機構組織設立，為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東人數以一人為限。』。 
176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2. 
177 參見民法第三百０一條規定：『第三人與債務人訂立契約承擔其債務者，非經債權人承認，對

於債權人不生效力。』。而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六條第二項規定：『創始機構將資產信託與受託

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時，民法第三百零一條所定之承認，創始機構與債務人得於契約中約定

以其他方式代之。』，則容許約定以其他方式代之。 
178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4. 
179 指在普通法上被認為無效，但為衡平法所承認並得以執行的轉讓。參考薛波主編，同註 425，

第 481頁。 



法上之所有權，但此時要在移轉契約中確保其在某些其況下，有完整的權利，特

別是當創始機構破產的情況下。180 

    此外，在債權移轉之情況下，受讓人應該要通知該債務人，以避免其仍可有

效對讓與人清償，而不須再對受讓人為第二次給付。181且在一些國家，通知債務

人是法律上有效移轉的形式要件，因此，在進行證券化時必須詳細調查相關的移

轉形式要件。182而在我國為簡化一一對債務人通知之繁複程序，以減少進行證券

化之成本，特於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在符合一定之條件下，

得以公告之方式代替通知。183 

    再者，在某些國家，登記（registration）也可能是另一個完整移轉的形式要

件。且在該證券化資產附有擔保權益之情況下，即使辦理登記不是移轉資產或取

得擔保利益的形式要件，184但也是保全該擔保權益的必要手段，以免發生善意第

三人受讓該擔保物，取得完整的所有權，而使特殊目的機構喪失該擔保權益。 

 
柒、擔保權益之設定 

    在資產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之後，為了擔保其所發行證券之債務清償，其必

須為投資人或受託人（ trustee）在該證券化資產上設定擔保權益（security 

interest）。 

    而設定擔保之範圍，通常會涵蓋特殊目的機構所擁有的一切資產，包括證券

化資產本身（如應收帳款債權）、該等資產本身所附之擔保（例如不動產抵押貸

                                                 
180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5. 
181 參考我國民法兩百九十七條規定：『債權之讓與，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對於債務

人不生效力。但法律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受讓人將讓與人所立之讓與字據提示於債務人者，

與通知有同一之效力。』。 
182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5. 
183 參見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創始機構依本條例之規定，將資產信託與受託

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時，債權之讓與，除有下列情形外，非通知債務人或向債務人寄發已為

前條第一項所定公告之證明書，對於債務人不生效力：一  創始機構仍受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

司委任或信託擔任服務機構，向債務人收取債權，並已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為公告者。二  創始機

構與債務人於契約中約定得以其他方式，取代通知或寄發前條第一項所定公告之證明書者。』及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創始機構應於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為核准或

申報生效後，資產信託或讓與前，將其依本條例規定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之主要

資產之種類、數量及內容，於其本機構所在地日報或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連續公告三日。』。 
184 參考民法第二百九十五條規定：『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利，隨同移轉於

受讓人。但與讓與人有不可分離之關係者，不在此限。  未支付之利息，推定其隨同原本移轉於

受讓人。』。 



款中之不動產）、創始機構提供的擔保、信用增強中的第三人保證、保險利益及

流動性支持貸款等等，而這些權益都會以設定擔保的方式，提供給代表投資人利

益之受託人。此外，在允許設定浮動擔保（floating charge）185之國家，例如英國，

擔保內容還會增加設定第一順位的浮動擔保，其擔保範圍及於特殊目的機構所擁

有的全部事業與資產（undertaking and assets），以期一網打盡。此外，要確實踐

行設定擔保所必須符合的形式要件規定，以免其擔保權益無效。186例如於我國，

欲在不動產上設定擔保物權，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之規定，非經登記，不生效

力。 

    而在美國，規範擔保利益之統一商業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與破

產議題息息相關。即當創始機構是以附擔保借貸而非真實買賣之方式移轉其資產

給特殊目的機構時，特殊目的機構就需要根據該法典之規定，在該證券化資產上

設定完整的擔保利益。該法典第九條（Article 9）適用於任何欲在個人動產或文

件上創設擔保利益之交易，及任何帳款或動產文件（accounts or chattel paper）之

銷售。187 

依該法典規定，除要就該擔保標的設定（attach）擔保權益外，188還要符合

以下三要件之一，才可保全（perfection）189，分別是：1.向債務人主要營業處所

的州政府部門提交財務聲明書（filing of a financial statement）、2.占有某種擔保標

的物（possession of certain kinds of collateral）或 3.在少數特殊情狀下，被擔保人

可以不採取任何措施就完成其擔保利益，稱為自動確保（automatic perfection）。

而其主要目的在於完成公示效果，以產生對世效力。190 

 

                                                 
185 浮動擔保指在企業現有資產上設定的一種擔保。其允許企業繼續經營，並就其資產為正常處

分，除非債權人以某種方式或因發生某種狀況而致該擔保具體化。例如在債務人破產時，該擔保

即被固定而可以強制執行。且根據英國法之規定，浮動擔保必須登記方能生效。參考薛波主編，

同註 425，第 561頁。 
186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18. 
187 參考 Nicole Chu, Bowie Bonds: A Key to Unlocking, the Weal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1 

Hastings Comm. & Ent. L.J. 469, Winter 1999, at 484. 
188 設定擔保需要同時符合三個要件：1.債權人占有標的物（collateral）或是債務人簽署敘述該標

的物的擔保契約。2.債權人給予債務人利益（value）。3.債務人對該標的物擁有權利。設定擔保

後有兩個效果，第一是對債務人可以執行該擔保利益。第二是，經過保全程序後，可以對第三人

主張擔保利益。 
189 所謂保全（perfection），是指擔保權利人完成該三條件之一後，才可以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

主張其擔保權益。 
190 參考 Nicole Chu, at 484. 



捌、破產議題 

一、創始機構破產風險 

    由於在證券化交易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特殊目的機構與其所擁有的證券化

資產受到創始機構破產之衝擊。而當創始機構破產時，對特殊目的機構的主要影

響是破產管理人有權利拒絕承認其對特殊目的機構之債務。此外，很多國家的破

產法均有反規避（anti –avoidance）的立法，即在創始機構破產前的一定期間內，

若其以不當的對價將資產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時，其資產移轉會被認為無效或遭

到撤銷。191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也要確保當創始機構擔任服務機構時，其所收取

的資產收益與其原有資產分開管理，並存於專戶，以避免其破產時，因發生現金

（動產）混合而被劃歸於破產財團中。192 

    且最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創始機構是將該資產『真實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

若不能被認定為真實買賣，該資產移轉將會被認為是附擔保借貸，如此一來，當

創始機構破產時，該證券化資產會構成破產財團之一部分。且在會計上，仍須認

列於創始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中，而不能作表外化處理。193  

   
二、美國破產法議題 

而在美國破產法下，當創始機構破產時，可能因為下述三種理由之一，將其

移轉給特殊目的機構的資產劃歸到破產財團中。即該移轉是附擔保借貸（secured 

loan）而非真實買賣、破產法院根據衡平權力（equitable powers）194將創始機構

與特殊目的機構進行實質合併（ substantive consolidation）及有虛偽移轉

（fraudulent conveyance）之情況。 

 
（一）真實買賣 

                                                 
191 參考我國破產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債務人在破產宣告前所為之無償或有償行為，有損害於債

權人之權利，依民法之規定得撤銷者，破產管理人應聲請法院撤銷之。』。 
192 參考民法第八百一十三條：『動產與他人之動產混合，不能識別，或識別需費過鉅者，準用前

條之規定。』及八百一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動產與他人之動產附合，非毀損不能分離，或分

離需費過鉅者，各動產所有人，按其動產附合時之價值，共有合成物。』。 
193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21. 
194 法院行使衡平權力之法源為美國破產法 11 U.S.C. Sec.105-Power of court：『(a) The court may 

issue any order, process, or judgment that is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to carry ou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No provision of this title providing for the raising of an issue by a party in interest shall be 

construed to preclude the court from, sua sponte, taking any action or making any determination 

necessary or appropriate to enforce or implement court orders or rules, or to prevent an abuse of 

process.』。 



要判斷該資產移轉是銷售還是借貸，須依州法（state law）決定，而美國法

院考量的因素有下：1.當事人之意圖、2.當資產發生債務不履行時，買受人（SPE）

對出賣人（創始機構）有無直接或間接的追索權、3.出賣人對該移轉資產之管理

及控制收益的權利、4.出賣人透過購回權（right to repurchase），對該資產所保留

經濟利益的程度、5.該交易的會計及稅務處理。195由於此議題之判斷在智財權證

券化交易中亦屬關鍵，將於第四章另為詳細說明。 

 
（二）實質合併 

關於破產法上之實質合併，則是指根據衡平法則，法院有權『忽視』兩個法

律實體的獨立性，而將兩者的資產與負債合併在一起。原則上，當破產者（bankrupt 

entity）的債權人合理地認為兩個實體是一個單位（single unit），即特殊目的機構

實質上為為創始機構的『第二個我』（alter ego）時，且非破產者（non-bankrupt 

entity）的債權人並未合理地依靠其獨立法人格時，就可能會導致實質合併。此

外，若兩個實體的業務活動甚為緊密，以致要分該兩者很不切實際時，也可能導

致實質合併。196 

因此，交易當事人可以透過確保創始機構與特殊目的機構都遵守公司之法律

形式規範、給予特殊目的機構充裕之營運資金、禁止兩機構間資產與負債之混

和、對債權人表明兩機構是獨立分離的法律主體及特殊目的機構之董事或高級職

員不同於創始機構者，以避免實質合併之風險。197 

 
（三）虛偽移轉 

當創始機構財產移轉是為了躲避其債權人，使其債權難獲清償或阻礙其權利

行使時，就會構成虛偽移轉。而虛偽移轉可能是債務人故意為之，也可能被法律

擬制，即當債務人於實際破產或宣告破產時以少於合理對價移轉財產，就會構成

擬制的虛偽移轉。198在這兩種情況下，破產管理人都可以回復該資產。 

因此，由特殊目的機構給付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來取得證券化資產，

且交易當事人須確保資產移轉不會使創始機構處於破產或資金不足，而難以償還

債務之狀態，以降低交易被認定為虛偽移轉之風險。199 

 

                                                 
195 參考 Nicole Chu, at 482-483. 
196 參考 Nicole Chu, at 483. 
197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6-13～14頁。 
198 參考 Nicole Chu, at 483. 
199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6-15頁。 



三、特殊目的機構破產風險 

最後，為免直接影響到投資人證券之清償，也要確保特殊目的機構本身不會

破產，此稱為破產遠離（bankruptcy remoteness）。就此點而言，必須於特殊目的

機構的組織章程中限制其業務活動與舉債能力，將其侷限於該證券化交易所需要

的業務範圍之內，這也是在證券化交易中，設立獨立實體之意義。200且在財務面

上，要保持特殊目的機構的收支平衡，使其資產的現金流入及搭配的信用增強機

制，能與其所負債務之現金流出相符合，以免因流動不足，而導致破產風險。201 

因為破產風險是信用評等機構十分重視的技術性議題，因此，法律顧問對交

易參與者破產情勢的審查意見常是法律意見書的著墨重點。而我國金融資產證券

化條例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202僅有宣誓防止虛偽移轉之意旨，203並於第三項限

縮民法第二四四條規定之適用空間，以免符合一定要件之資產讓與行為遭創始機

構的債權人貿然撤銷，而損害投資人之權益，204並於第五十三條排除信託法第六

                                                 
200 例如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就於第八十五條到九十條規定明確限制特殊目的公司的業務範

圍。 
201 參考 Jane Borrows, Securitizatio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at 20. 
202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第第八十三條規定：『特殊目的公司於發行資產基礎證券後，創始機構與特

殊目的公司應於資產證券化計畫所載之受讓期間內，辦理資產之移轉手續，不得有拖延或虛偽 

之行為。  前項資產之移轉，其會計處理應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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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但在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二四四條及破產法第七十八條到八十一條等規定，可以處理創始機

構虛偽移轉財產之行為。參見民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無效。但不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 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律行為者，適

用關於該項法律行為之規定。』；第二四四條規定：『債務人所為之無償行為，有害及債權者，債

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所為之有償行為，於行為時明知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利者，以受

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債務人之行為非以財產為標的，

或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者，不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債權人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

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復原狀。但轉得人於轉得時不知有撤銷原因

者，不在此限。』。破產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債務人在破產宣告前所為之無償或有償行為，有損

害於債權人之權利，依民法之規定得撤銷者，破產管理人應聲請法院撤銷之。』；第七十九條規

定：『債務人在破產宣告六個月內所為之左列行為，破產管理人得撤銷之：一  對於現有債務提

供擔保。但債務人對於該項債務已於破產宣告六個月前承諾提供擔保者，不在此限。二  對於未

到期之債務為清償。』；第八十條規定：『前二條之撤銷權，對於轉得人於轉得時知其有得撤銷之

原因者，亦得行使之。』；第八十一條規定：『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所定之撤銷權，自破產宣

告之日起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204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6-19頁。 



條第三項之規定，205此等規定顯然偏向於保護投資人，似有促進證券化交易之功

效。 

 
玖、證券交易法議題 

    通常各國都會對證券發行與交易進行規範，以健全其證券市場。而在美國市

場發行資產支持證券也需受到證券法規之管制。若以公開發行之方式為之，就必

須依照美國 1933 年的證券法（The Security Act of 1933）Section 5之規定，向美

國證券暨交易委員會（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辦理登記（filing 

of a registration statement），且需依照相關的嚴格規定揭露發行人的資訊，若發行

人在所揭露的資訊中有詐欺或遺漏之情況，須負擔相對應的法律責任。而登記程

序通常要耗費幾個月的時間，而且很花成本。因此，公開發行不見得合適每項證

券化交易。206 

    此外，發行人可以選擇以私募之方式發行證券，如此一來，其可以依證券法

Section 4(2)之規定，豁免（exempt）登記之程序。而進行私募之情況，通常是因

為證券化資產的規模不大，或是發行人有信心可以將證券全部賣給幾個少數的機

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若是將證券賣給幾個少數的大型機構投資人，

因為彼等被假設有足夠的專業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通常不需要發行人提供專業

的揭露文件。但是，如果其私募對象的數目較多，或是不是機構投資人，發行人

若要避免繁複的登記程序，其就必須要符合 Regulation D中安全港（safe harbor）

條款的條件，即私募投資人的數目不可以超過三十五個非合格投資人

（non-accredited investors）與無限數目的合格投資人（accredited investors）。207 

     再者，美國證券法下的 Rule 144A也豁免符合條件的次級市場交易

（secondary market transaction）進行登記程序。即該證券的買受投資人必須是符

合資格的機構買者（a 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208且其必須知道該證券被豁

免登記，及該證券不同於任何在交易所掛牌交易的證券時，即可適用 Rule 144A。

                                                 
205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第第五十三條規定：『信託法第六條第三項、第十六條、第三十二條、第三

十六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五十二條之規定，於特殊目的信託，不適用之。』；信託法第六條第

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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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7. 
207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7. 而所謂的合格投資人除了機構投機人之外，還包括淨資產超過一

百萬美金的自然人及淨資產超過五百萬美金的公司。參考美國聯邦規則 17 C.F.R. §230.501（a）

之規定。 
208 所謂合格機構買者是指根據謹慎判斷，擁有或投資非其關係企業的發行人所發行的證券，總

額至少超過一億美金者。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8. 



209且因為許多資產支持證券的買者都是機構投資人，所以在證券化交易中 Rule 

144A的豁免規定通常都可以被適用。210 

    而依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第七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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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資產證券化之證券屬於證券交易法上所規範的有價證券。再

依同條例第十七條之規定，211受託機構公開發行受益憑證及特殊目的公司公開發

行資產基礎證券（同條例第一百０一條準用第十七條規定）應向證券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或申報生效，並依規定格式對投資人提供公開說明書。若是像特定人進行

私募時，雖不須向證券主管機關辦理登記，仍應依主管機關（財政部）規定之方

式，向應募人或購買人提供投資說明書，且特定人之範圍、投資說明書之內容及

受益證券轉讓之限制，亦須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財政部因此於 2002 年 9月 24

日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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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規範。 

 

第八節  稅務議題 

 
避免增加額外的稅捐負擔，並妥善分配稅捐發生之風險，是架構證券化交易

的稅務目標。由於稅捐制度是非常本土化的產物，每個國家都有所不同，因此，

架構證券化交易必須隨著當地國的稅捐制度而有相對應的調整，但也會有幾個共

通的稅務議題伴隨著證券化資產之移轉與相關的融資活動。 

這些包括資產移轉時的印花稅（stamp duty）、創始機構移轉資產時所認列獲

                                                 
209 參考 Nicole Chu, at 487.  
210 參考 Teresa N. Kerr, at 378. 
211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十七條規定：『受託機構依資產信託證券化計畫，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

受益證券時，受託機構應依證券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向應募人或購買人提供公開說明書。  受

託機構辦理前項公開招募時，應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其處理準則及公開說明書

之記載事項，由證券主管機關洽商主管機關定之。  受託機構向特定人私募受益證券時，受託機

構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向應募人或購買人提供投資說明書，並應於受益證券以明顯文字註

記，於提供應募人或購買人之相關書面文件中載明。  前項特定人之範圍、投資說明書之內容及

受益證券轉讓之限制，由主管機關定之。  特定人出售所持有之受益證券，而對非特定人公開招

募者，準用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  第一項之公開說明書或第三項投資說明書之內容，除依證

券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之規定外，應充分揭露下列事項：一  受益證券與創始機構之存款或其他

負債無關，亦不受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之保障。二  受託機構不保證信託財產之價值。三  

受益證券持有人之可能投資風險，以及其相關權利。四  特殊目的信託契約之重要事項。』。 



益與損失的營利事業所得稅、出售或服務資產時所得收入的增值稅（營業稅）、

在特殊目的公司所發生的營利事業所得稅、證券利息收入的（扣繳）所得稅等等。
212以下分別就創始機構、特殊目的機構及投資人的角度，點出證券化交易的稅務

考量，並以我國相關稅法規定為說明重點。 

 
壹、創始機構層次 

    其在移轉資產時，首先會面臨可能會有印花稅之負擔，而增加證券化的成

本。若法律未作稅務優惠的規定，其雖有可能合法地規避這種負擔，但是卻要付

出交易架構複雜化與管理資產不便的成本。213同樣地，銷售資產與其日後擔任服

務機構所收取的服務費也有營業稅之考量，如此一來，似會增加特殊目的機構之

負擔，進而提高證券化成本。214而依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三十八條之規

定，215因移轉資產而生之印花稅、契稅及營業稅，除受託機構處分不動產時應繳

納之契稅外，一律免徵。故此租稅優惠可以節省進行證券化之稅捐成本。216 

    此外，可能還有伴隨移轉資產所得損益之營利事業所得稅問題，但此應該要

視創始機構是以真實買賣還是附擔保借貸的方式移轉資產，因為如果是真實買賣

在會計上就應該認列出售資產之損益，若是附擔保借貸，則不認列出售損益，但

                                                 
212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3. 
213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4. 
214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4. 
215 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依本條例規定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之資產信託證券化

計畫所為之資產移轉，其相關稅費依下列規定辦理：一  因移轉資產而生之印花稅、契稅及營業

稅，除受託機構處分不動產時應繳納之契稅外，一律免徵。二  不動產、不動產抵押權、應登記

之動產及各項擔保物權之變更登記，得憑主管機關之證明向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辦理登記，免繳納

登記規費。三  因實行抵押權而取得土地者，其辦理變更登記，免附土地增值稅完稅證明，移轉

時應繳稅額依法仍由原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但於受託機構處分該土地時，稅捐稽徵機關就該土地

處分所得價款中，得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稅額範圍內享有優先受償權。  受託機構依資產信託

證券化計畫，將其信託財產讓與其他特殊目的公司時，其資產移轉之登記及各項稅捐，準用前項

規定。』。 

216 我國有論者認為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一條、第三條與第四條規定，其所謂的『在

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並未包括智慧財產權在內，所以有關智財權的買賣

或授權，即無須課徵營業稅。此外，依印花稅法第五條規定，其課徵範圍限於銀錢收據、買賣動

產契據、承攬契據及典賣、讓受及分割不動產契據，並未包括智財權之各類交易契據，因此，有

關智財權的買賣或授權契據，亦無須課徵印花稅。參考周延鵬，同註 193，第 39-40 頁。 

  據此，即使在我國進行智財權證券化無法適用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之規定，亦無須為移轉智財

權而繳納印花稅及營業稅。 



須認列為負債。217雖然依我國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三規定，218資產證券化下特殊目

的信託之信託資產移轉似不須負擔所得稅，但有論者認為，為與會計處理作搭

配，原則上在真實銷售時，因為需要認列損益，屬於實質移轉，仍應依出售損益

負擔所得稅。219 

 
貳、特殊目的機構層次 

    若交易架構為特殊目的信託，受託機構提供信託服務之報酬或手續費收入須

負擔營利事業所得稅及營業稅。此外，若為特殊目的公司，因其須申報營利事業

所得稅及營業稅，所以要確保其成本及支出可以構成計算應稅所得的減除費用

（deductible expenses），以降低其稅捐負擔。220且依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

四十條之規定，受託機構管理特殊目的信託資產之收入，尚須負擔營業稅，221且

此項規定依同條例第一０一條規定於特殊目的公司中準用之。222 

    雖然依我國現行稅制，信託並非課稅主體，公司才是。但在金融資產證券化

條例中，既已同時承認特殊目的信託及特殊目的公司均可為資產證券化之導管，

兩者之功能可說完全相同，似不應稅制不同而造成租稅差異，否則，恐有違租稅

中立原則，不當增加以特殊目的公司進行證券化之成本。且在本條例中，有關特

殊目的公司之法制，多屬準用特殊目的信託，並排除若干公司法之規定，其主要

                                                 
217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4頁。 
218 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三規定：『信託財產於左列各款信託關係人間，基於信託關係移轉或為其他

處分者，不課徵所得稅：一  因信託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二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

變更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三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受託

人與受益人間。四  因信託關係消滅，委託人與受託人間或受託人與受益人間。五  因信託行為

不成立、無效、解除或撤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  前項信託財產在移轉或處分前，因受託人管

理或處分信託財產發生之所得，應依第三條之四規定課稅。』。另參見遺產與贈與稅法第五條之

二規定：『信託財產於左列各款信託關係人間移轉或為其他處分者，不課徵贈與稅：一  因信託

行為成立，委託人與受託人間。二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變更時，原受託人與新受託人間。三  

信託關係存續中，受託人依信託本旨交付信託財產，受託人與受益人間。四  因信託關係消滅，

委託人與受託人間或受託人與受益人間。五  因信託行為不成立、無效、解除或撤銷，委託人與

受託人間。』，故在特殊目的信託下之資產移轉，不須課徵贈與稅。 
219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17頁。但在美國，創始機構可能將證券化交易安排

為『稅法上借貸處理，會計上銷售處理』之架構，而不在證券化之初就產生課稅所得，詳後述。 
220 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4. 
221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13頁。 
222 依本條例第一０一條規定，有關特殊目的信託的租稅措施規定，即第三十八到四十一條，均

準用於特殊目的公司。 



目的之一乃在符合其特殊目的之需要，並降低交易成本。因此，有論者建議比照

信託導管理論，將特殊目的公司不視為課稅主體，從而不需申報營利事業所得稅

及營業稅之。223此見解有利降低租稅阻礙，促進證券化交易之推展，筆者甚為贊

同。 

     
參、投資人層次 

    其稅捐負擔通常有因證券收入所需負擔的所得稅，及進行證券交易之相關稅

捐，例如證券交易稅與證券交易所得稅。依我國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四十一條

規定，特殊目的信託財產之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收益，為受益人之所

得，按利息所得課稅，不計入受託機構之營利事業所得額。 

且依同條例第三十九條之規定，非短期票券之證券買賣只須按公司債之稅率

課徵證券交易稅，其稅率依證券交易稅條例第二條規定為千分之一，但依促進產

業升級條例第二十條之一規定，在民國 98 年 12月 31日前（同條例第七十二條，

租稅減免之落日條款），買賣公司債，免徵證券交易稅。此外，根據所得稅法第

四條之一規定，224我國目前停徵證券交易所得稅。故除該證券經核定為短期票

券，受益證券之買賣既須依公司債之稅率課徵證交稅，似已將其納入證券交易稅

條例之有價證券範圍，225故得依法免徵證券交易所得稅。226 

此外，值得特別說明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227此項對他益信託受

                                                 
223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20頁。 
224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自中華民國七十九年一月一日起，證券交易所得停止課徵所得

稅，證券交易損失亦不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225 證券交易稅條例第一條規定：『凡買賣有價證券，除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外，悉依本條例之規

定，徵收證券交易稅。前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公司發行之股票、公司債 

及經政府核准得公開募銷之其他有價證券。』，且目前經政府核定應課徵證交稅之其他有價證券，

包括封閉型基金受益憑證、台灣存託憑證及認購權證，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11

頁。 
226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19頁。 
227 所得稅法第三條之二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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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益人之課稅規定，係表彰營利事業對受益人『贈與』財產之稅務處理。228然而，

創始機構（即委託人）進行證券化之目的在於融資，且投資人（即受益人）向受

託機構購買受益證券，等於是創始機構對投資人出售信託資產的受益權，其必須

給付一定之對價，並非無償取得，因此，此項造成租稅阻礙之他益信託課稅規定

不應適用於資產證券化中，以免增加投資人之負擔，有礙資產證券化之推展。229 

 

第九節  會計處理議題 

 
與稅捐制度一樣，會計處理也具有高度的國家色彩。在資產證券化方面的會

計處理，美國目前已有相關的會計準則可以遵行，230其觀察重點在於確認交易的

成分，進而衡量與認定資產移轉的會計處理，稱為金融成分法

（financial-components approach）。231 

而我國在通過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後，也於 92 年 5月 22日公布財務會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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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第三十

三號公報），處理金融資產證券化之相關會計處理。該號公報乃參考國際會計準

則第三十九號『金融工具：認列與衡量』（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IA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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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另參考遺產與贈與稅法第五條之一規定：『信託契約明定信託利益之全部或一部之受益人為非

委託人者，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利益之權利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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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變更時，適用前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信託關係存續中，委託人追加信託財產，致增加非委託人

享有信託利益之權利者，於追加時，就增加部分，適用第一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前三項之納稅

義務人為委託人。但委託人有第七條第一項但書各款情形之一者，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亦屬相同的立法意旨。 
229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9-16頁。 
230 此外，英國從 1994 年就設定了決定是否該部分或全部除列證券化資產的會計標準（稱為

FRS5），其提供證券化資產移轉的三種可能會計處理，一為除列（derecognition），即表外化。二

為除列移轉的成分，但繼續認列保留的成分。三為繼續認列，即仍保留在資產負債表上（on-balance 

sheet）。其中，完全除列及繼續認列之標準較為明確，完全除列需要創始機構將資產的風險與未

來收益全部地出售；若創始機構只是以該資產為擔保，支持其舉債時，即所謂的附擔保借貸，就

必須在資產負債表上繼續認列其資產。而資產移轉的衡量（measurement）則是根據上述標準，

在資產負債表上透明進行，其須表示資產組合總額，移除利益與風險被移轉的資產，及創始機構

仍保留利益之淨額。參考 John Henderson, at 44-45。 
231 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8-14～15。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與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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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Statement of 

Financ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No.140:Accounting for Transfers and Servicing of 

Financial Asset and Extinguishments of liabilities-a replacement of FASB Statement 
No. 125，以下簡稱 FASB140準則）所做成，其以金融資產之除列為重點，並以

移轉人是否已對移轉資產喪失控制作為除列之條件。而在除列之會計處理方面，

出售部分、保留權利及新資產或新負債均應分別處理。此外，該號公報也對證券

化交易方面之附註揭露有相當詳細之規定。233而這方面主要參考 FASB140準則

之規範。 

因此，以下將以 FASB140準則為介紹重點，並以證券化之銷售會計處理為

核心，其他議題包括服務資產與保留權利之認列與會計處理等則不詳述，並於最

後說明我國第三十三號公報與 FASB140準則不同之處。 

 
壹、資產移轉之可能會計處理方式 

根據不同之交易架構與條件，在 FASB140準則下，證券化可以有以下不同

之會計處理方式： 

一、銷售：當讓與人對該移轉資產沒有任何繼續介入與關係時。 

二、融資：當資產移轉不符合 FASB140準則的銷售要件時。 

三、部分銷售：當資產移轉符合 FASB140準則之銷售標準，且讓與人保留服務

及（或）一組或多組證券，即其享有保留利益時。此情況下，會導致出售資產表

外化，但保留利益仍留在讓與人之資產負債表中，此為今日證券化交易中最常見

的會計處理方式。 

四、部分銷售，部分融資：當某部分之資產銷售符合 FASB140準則之銷售標準，

但某部分之銷售不符合時，例如讓與人對某特定資產保留買權（call option）。234 

    雖然銷售處理之表外化功能對創始機構有相當好處，但要指明的是，在某些

情況下，創始機構可能不希望產生銷售處理及認列相關損益，進而將該交易安排

為附擔保借貸。235即是否要達到表外化之會計處理，創始機構可以自行考量與選

                                                 
232 FASB140準則是用來取代之前的 FASB125號，包含 FASB125的大部分內容，並增加新的規

範內容。除了對證券化交易在審計財務報表上揭露的新增規定於 2000 年 12月生效外，其他規定

只對 2001 年 3月 31後發生之證券化交易生效。參考Marty Rosenblatt, at 8. 
233 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59頁。 
234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Securitization Accounting under FASB 140: The Standard 

Formerly Known as FASB 125, Deloutte & Touche, Jan 2001, at 7. 
235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擇，而非證券化一定要達到的效果。 

 
貳、銷售處理之標準 

    做銷售處理的資產證券化，創始機構（即讓與人）必須符合兩個要件：一、

放棄對移轉資產的控制權。二、獲得現金或其他受入，若只是獲得對該移轉資產

的權益證券（beneficial interests）236，並不能當作是此要件的收入。而符合放棄

控制則要符合以下三個要件： 

一、移轉資產已與讓與人隔離，即可據此推論，該資產不會被讓與人或其債權人

所取得（beyond the reach），即使當讓與人發生破產或是處於破產狀態，亦同。

上述讓與人之範圍還包括讓與人的任何合併關係企業（any consolidated affiliate 

of the transferor）或其債權人。237 

二、每個受讓人（或是，若受讓人為『合格特殊目的機構』（Qualifying Special 

Purpose Entity，以下簡稱 QSPE），其每位權益證券持有人）有權利將該資產（或

其權益證券）設定擔保或進行交易，且無任何限制條件限制其設定擔保與交易之

權利，及未提供讓與人超過不重要的利益（more than a trivial benefit）。 

三、讓與人沒有透過以下方式之一，對該移轉資產保留有效控制權：（1）簽訂使

讓與人有權利及有義務在到期日前買回或贖回資產之契約。（2）單方面讓持有人

返還特定資產的能力，除了透過清除買權（cleanup call）238以外。239 

                                                 
236 FASB140準則有對此做出意義說明（glossary），原文如下：『Beneficial interests: Rights to receive 

all or portions of specified cash inflows to a trust or other entity, including senior and subordinated 

shares of interest, principal, or other cash inflows to be "passed-through" or "paid-through," premiums 

due to guarantors, commercial paper obligations, and residual interests, whether in the form of debt or 

equity.』。且因為在證券化中，是以資產支持證券來表彰權益，故本研究將其翻譯為權益證券。 
237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7. 
238 此指服務機構或其關係人所擁有的買權，當未清償資產（即現存資產）下降到一定水準，使

服務該資產的成本高於其能獲得的受益時，服務機構可以執行購回剩餘資產或權益證券而不會排

除銷售處理之買權，其乃基於成本效益之考量，在實務上頗為常見。且要注意的是，若創始機構

未擔任服務機構，FASB認為其就不可以擁有此項買權。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18. 
239 參考 FASB140準則第九段。原文如下：『A transfer of financial assets (or all or a portion of a 

financial asset) in which the transferor surrenders control over those financial assets shall be accounted 

for as a sale to the extent that consideration other than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transferred assets is 

received in exchange. The transferor has surrendered control over transferred assets if and only if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a. The transferred assets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e transferor—put 

presumptive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transferor and its creditors, even in bankruptcy or other 



    第一個要件涉及對事實與情況（facts and circumstances）之決定，其包括讓

與人或其關係企業可能面臨何種破產狀態之判斷，是否該資產移轉會被認定為法

律上真實銷售，及是否讓與人與受讓人有隸屬關係。即讓與人必須採取必要步驟

以隔離該資產，並處理其破產可能性，而不能只是主張在證券化交易期間，其不

可能破產。240因此，許多證券化交易會使用二次移轉（即二階層架構）來隔離該

資產，其相關的交易安排，詳後述。 

    且從第二個要件可知，任何對 QSPE的證券持有人就其證券設定擔保或交易

權利的限制都必須被仔細評估，特別是該限制會提供讓與人利益時，以免排除銷

售之會計處理。而根據本準則之規定，在證券化交易中，以 QSPE作為特殊目的

機構十分重要，因為即使 QSPE為創始機構所設立的隸屬機構，其也不需將 QSPE

的資產與負債編入合併報表中。241此外，QSPE所發行證券之持有人其交易能力

有時會因為適用美國證券法 Rule 144A規定之要件而受限制，但此限制及欠缺有

效的次級市場並不會排除銷售處理。242 

    相較於第二個要件在限制受讓人，第三個要件則著重於讓與人對特定資產的

控制權。根據 FASB140準則，若讓與人能根據對其有利條件，單方面取回特定

特定資產，將會排除銷售處理，不論其是透過清算特殊目的機構、買權、遠期購

買契約、保留控制權的移除帳戶條款（removal of accounts provision, ROAP）243或

是其他方式。在這些情況下，讓與人都保留有效控制權，可以藉此取回特定資產。

此外，FASB140準則還規定，保留殘餘利益的讓與人不可以參加 QSPE依既定

終止計畫所進行清算賣程序，因為這會使讓與人對特定資產擁有有效控制權。理

                                                                                                                                            
receivership (paragraphs 27 and 28).  b. Each transferee (or, if the transferee is a qualifying SPE 

(paragraph 35), each holder of its beneficial interests) has the right to pledge or exchange the assets (or 

beneficial interests) it received, and no condition both constrains the transferee (or holder)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right to pledge or exchange and provides more than a trivial benefit to the transferor 

(paragraphs 29-34).  c. The transferor does not maintain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transferred assets 

through either (1) an agreement that both entitles and obligates the transferor to repurchase or redeem 

them before their maturity (paragraphs 47-49) or (2) the ability to unilaterally cause the holder to 

return specific assets, other than through a cleanup call (paragraphs 50-54).』。 
240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7. 
241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8. 
242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9. 
243 ROAP 是指授權讓與人根據某些限制，取回其資產的條款，除了減少讓與人之保留利益外，

其通常不需要支付任何代價。ROAP 最常使用於涉及信用卡借貸或貿易應收帳款證券化之架構

中。此種條款之約定，會否排除銷售處理之認定，標準在於其會否使讓與人對特定移轉資產擁有

效控制權，詳細說明可以參考 FASB140準則第八十五到八十八段內容。 



由是其可以付出任何價格以取回該資產，並透過 QSPE分配剩餘財產給殘餘利益

持有人之程序，取回其所支付的價金。244 

    若不能符合上述所有條件，即使移轉文件名為銷售，也不能將資產移轉做銷

售處理，創始機構因證券化所取得的資金，必須計為負債，即屬於附擔保借貸。
245此時，創始機構將不須認列任何損益，並須繼續將該資產留存於資產負債表

上，但因該資產已被用來擔保融資借貸之清償，故其必須該其與其他非擔保資產

分開認列。246 

 
參、合格特殊目的機構之標準 

根據 FASB140準則第三十五段之內容，247QSPE是一個完全符合以下四個

                                                 
244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9. 
245 參考 FASB140準則第十二段。原文如下：『If a transfer of financial assets in exchange for cash or 

other consideration (other than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transferred assets) does not meet the criteria 

for a sale in paragraph 9, the transferor and transferee shall account for the transfer as a secured 

borrowing with pledge of collateral (paragraph 15).』。 
246 附擔保借貸之會計處理，可以參考 FASB140準則第十五段。原文如下：『…The accounting for 

noncash collateral by the debtor (or obligor) and the secured party depends on whether the secured 

party has the right to sell or repledge the collateral and on whether the debtor has defaulted. a. If the 

secured party (transferee) has the right by contract or custom to sell or repledge the collateral, then the 

debtor (transferor) shall reclassify that asset and report that asset in its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separately (for example, as security pledged to creditors) from other assets not so encumbered. b. If the 

secured party (transferee) sells collateral pledged to it, it shall recognize the proceeds from the sale and 

its obligation to return the collateral. The sale of the collateral is a transfer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tatement. c. If the debtor (transferor) defaults under the terms of the secured contract and is no 

longer entitled to redeem the pledged asset, it shall derecognize the pledged asset, and the secured party 

(transferee) shall recognize the collateral as its asset initially measured at fair value or, if it has already 

sold the collateral, derecognize its obligation to return the collateral. d.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15(c), the debtor (transferor) shall continue to carry the collateral as its asset, and the secured party 

(transferee) shall not recognize the pledged asset.』。 
247 原文如下：『35. A qualifying SPE is a trust or other legal vehicle that meets all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It is demonstrably distinct from the transferor (paragraph 36).  b. Its permitted activities 

(1) are significantly limited, (2) were entirely specified in the legal documents that established the SPE 

or created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transferred assets that it holds, and (3) may be significantly 

changed only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holders of at least a majority of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held by 

entities other than any transferor, its affiliates, and its agents (paragraphs 37 and 38).  c. It may hold 

only: (1) Financial assets transferred to it that are passive in nature (paragraph 39) (2) Passive 



要件的信託或其他法律實體，若是 QSPE，將不能把它編入讓與人或其關係企業

的財務報表中。248但此並不表示 QSPE 不會被讓與人及其關係人以外之法律實體

編入合併報表，若符合相關的合併規定，仍須與其他實體合併編列。249 

 
一、與讓與人有明顯區別 

QSPE 不能被讓與人或其關係人250給單方面解散，251且須符合以下情況之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pertain to beneficial interests (other than another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 issued or sold to parties other than the transferor, its affiliates, or its agents 

(paragraphs 39 and 40) (3) Financial assets (for example, guarantees or rights to collateral) that would 

reimburse it if others were to fail to adequately service financial assets transferred to it or to timely pay 

obligations due to it and that it entered into when it was established, when assets were transferred to it, 

or when beneficial interests (other than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were issued by the SPE (4) 

Servicing rights related to financial assets that it holds (5) Temporarily, nonfinancial assets obtai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llec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that it holds (paragraph 41) (6) Cash collected from 

assets that it holds and investments purchased with that cash pending distribution to holders of 

beneficial interest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that purpose (that is, money-market or other relatively 

risk-free instruments without options and with maturities no later than the expected distribution date).  

d. If it can sell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noncash financial assets, it can do so only in automatic response 

to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1) Occurrence of an event or circumstance that (a) is specified in 

the legal documents that established the SPE or created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transferred assets 

that it holds; (b) is outside the control of the transferor, its affiliates, or its agents; and (c) causes, or is 

expected at the date of transfer to cause, the fair value of those financial assets to decline by a specified 

degree below the fair value of those assets when the SPE obtained them (paragraphs 42 and 43) (2) 

Exercise by a BIH (other than the transferor, its affiliates, or its agents) of a right to put that holder’s 

beneficial interest back to the SPE (paragraph 44) (3) Exercise by the transferor of a call or ROAP 

specified in the legal documents that established the SPE, transferred assets to the SPE, or created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e transferred assets that it holds (paragraphs 51-54 and 85- 88)  (4) 

Termination of the SPE or maturity of the beneficial interests in those financial assets on a fixed or 

determinable date that is specified at inception (paragraph 45).』。 
248 參考 FASB140準則第四十六段。原文如下：『A qualifying SPE shall not be consolidat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a transferor or its affiliates.』。 
249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13-14. 
250 所謂關係人，包括與讓有人有隸屬關係之關係企業及讓與人之代理機構（its affiliates or its 

agents）。 
251 單方面解散的能力可能涉及許多形式，FASB140準則所舉的例子包括：擁有足夠的權益證券

以要求受託人解散特殊目的機構、執行移轉給 SPE 全部資產的買權、買回或提前清償獨立第三

方所持有證券之權利。參考 FASB140準則第三十六段內容。 



一：一為 QSPE的信託受益權或股權，至少有 10﹪的公平價格被獨立第三人所

持有。二為該資產移轉是為了進行已擔保的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a guaranteed 

mortgage securitization）。且上述 10﹪（非不動產抵押貸款證券化）之要件必須

在整個交易中都符合，否則，SPE必須與讓與人合併編列。252 

 
二、業務範圍之限制 

QSPE被允許的業務活動範圍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1.受有重大限制。 

2.事前完全明訂在創設特殊目的機構或其權益證券的法律文件中。 

3.只能經由持有權益證券的獨立第三人（即非讓與人或其關係人所持有者），透

過（至少是）多數決的方式所改變。 

 
三、擁有資產之限制 

QSPE只能擁有以下資產： 

1.讓與人移轉給他的被動性（passive）253金融資產。 

2.有關（pertain to）獨立第三人所持有權益證券的被動性衍生金融工具。 

3.當其成立、資產移轉或發行證券時，由他人所提供擔保他人未能適當服務資產

或未能即時清償債務時之保證、保險等金融資產。 

4.其擁有資產的相關服務權利。 

5.因執行擔保權利所暫時獲得的非金融資產。 

                                                 
252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10. 
253 是否為被動之標準，在於除了資產固有的服務決策外，特殊目的機構對該資產有無任何其他

的決策權利，若沒有，就是被動性資產，參考 FASB140準則第三十九段。原文如下：『A financial 

asset or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passive only if holding the asset or instrument does not 

involve its holder in making decisions other than the decisions inherent in servicing (paragraph 61). An 

equity instrument is not passive if the qualifying SPE can exercise the voting rights and is permitted to 

choose how to vote. Investments are not passive if through them, either in themselves or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investments or rights, the SPE or any related entity, such as the transferor, its 

affiliates, or its agents, is able to exercise control or significant influence (as defined in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consolidation policy and for the equity method, respectively) over 

the investee. A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not passive if, for example, it includes an option 

allowing the SPE to choose to call or put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but other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can be passive, for example, interest rate caps and swaps and forward contracts.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at result in liabilities, like other liabilities of a qualifying SPE, are a kind of 

beneficial interest in the qualifying SPE’s assets.』。 



6.其擁有資產所產生的現金及用尚未分配給證券持有人的現金所進行符合目的

的暫時性投資。 

 
四、處分資產之限制 

若 QSPE有權限處置其所擁有的資產，其只可以根據以下事件之一，以自動

回應（automatic response）的方式處分之。 

1.發生符合以下條件之事件： 

（1）已明訂於其所適用的法律文件中； 

（2）在讓與人或其關係人控制之外；且 

（3）導致或預期導致那些資產的公平價格會下降到一個低於當初其獲得資產的

公平價格之特定程度。254 

2.第三方權益證券持有人，執行賣權以交換 

（1）資產之全部或部分分配。 

（2）需要 SPE處分資產或發行權益證券以清算該賣權之現金。 

（3）資產的新權益證券。255 

3.讓與人執行買權256或移除帳戶條款（ROAP）。 

4.SPE解散日或權益證券所定固定或在最初明訂可以決定的到期日之屆至。 

 
   由上述要件之說明可知，FASB140準則對 QSPE之限制在於使其專為特殊目

的而存在。換言之，即使 QSPE 不是完全無決策能力（totally brain-dead），至少

其必須處於自動駕駛（automatic pilot）的狀態，根據既定規定來執行證券化交易。 

 
肆、二階層架構之交易 

自從美國財務會計標準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公布

FASB140準則後，已實際上強制證券化交易透過二階層架構下之二次移轉，以

達成資產隔離，進而獲得銷售處理。257還可以藉此提供內部信用增強機制，保障

投資人之利益。 

其運作模式如下，首先，由創始機構將資產第一次移轉給具有破產遠離功能

的中間特殊目的機構（intermediate SPE），其多為創始機構所有的子公司。因為

                                                 
254 符合上述三要件與否的例子，可以參考 FASB140準則第四十二及四十三段內容。 
255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10. 
256 讓與人所保留之買權，若其執行與否決定於其能控制之外的事件時，，讓與人就不會被認為

保留有效控制之權利，故不會影響銷售處理。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17. 
257 參考 Timothy C. Leixner。 



 
                           
                                 
                         

創始機構

中間 SPE 

QSPE 

投資人投資人 投資人

此移轉並未提供超額信用或收益保障給中間 SPE，因此可以構成法律上真實銷售

（true sale at law）。再來，由中間 SPE將該資產移轉給 QSPE，並提供滿足信用

評等所需的信用增強，其也可以因此獲得次順位之證券（即超額擔保機制）。但

也因為提供超額擔保，第二次移轉在法律上可能不被認為是真實銷售，因此，至

少在理論上，當中間 SPE破產時，該資產可能會被其破產管理人所追及。258然

而，因為中間 SPE受其組織章程之限制，不能在證券化目的之外進行其他的事

業活動或舉債，所以沒有其他債權人可以對其申請破產。因此，中間 SPE自己

破產或因創始機構破產而被實質合併之機會很小。就整體而言，FASB認為此架

構在美國法下已足以將證券化資產隔離於創始機構與其債權人之外，即使當其發

生破產時，亦同。259 

 
【圖 3-8】：二階層交易架構 

 

 

 

  

 

 

  

 

 

 

 

 

 

 
伍、FASB140要求之揭露規定 

   根據 FASB140準則之規定，若證券化交易被認定為銷售處理，創始機構必須

根據不同的資產種類（例如不動產抵押貸款、汽車貸款等等）於財報中揭露以下

事項，若為借貸處理則不需要。 

1.其最初衡量保留利益的會計政策（accounting policies），包括用來決定其公平價

                                                 
258 若不能達到法律上隔離之效果，其也無法滿足銷售處理之要件，但這是就中間 SPE而言。但

對創始機構來說，資產移轉已經具有資產隔離之效果，故能符合銷售處理之要件。 
259 參考 FASB140準則第八十三段之內容。 

發行證券 

第一次移轉 

（法律上真實買賣） 

第二次移轉及信用增強 



值的方法。 

2.其對證券化資產繼續介入行為之敘述，包括服務、追索權（recourse）及保留

利益之限制，及銷售的損益。 

3.使用於衡量保留利益公平價值的關鍵假設（key assumptions）之量化資訊，包

括折現率、預期提前償還率、預期加權平均壽命及預期信用損失。 

4.其與特殊目的機構間的現金流量往來，例如：服務費用及保留利益收益等等。 

5.實際與預期損失所佔資產池餘額百分比之靜態分析。 

6.影響保留利益公平價值假設效果的壓力測試（stress test）。 

7.其所管理同種類之表化資產（即證券化資產）及表上資產（其他未證券化之金

融資產）的下列資訊： 

（1）期末逾期未收回金額（delinquencies）。 

（2）期間的信用損失及已回收淨額（net of recoveries）。 

（3）未到期之本金餘額。260 

 
陸、第三十三號公報與 FASB140準則之差異 

     我國第三十三號公報雖參考 FASB140號準則之內容，但其為簡化內容，造

成與 FASB140號準則有若干差異，因此會使得創始機構在移植國外實務於國內

運用時，可能需要再配合第三十三號公報之規定而作調整。而其與 FASB140號

準則主要有以下三個差異。 

 
一、除列條件部分 

1.清除買權（cleanup call） 

    FASB140在有關讓與人對移轉資產仍維持有效控制之方式中，多了第三十

三號公報所無之例外規定，即擔任服務機構之讓與人（創始機構）擁有清除買權，

並不會被認為屬於有效控制。但因第三十三號公報無此例外，因此在實務上必須

另行考量其他除列要件，例如讓與人買回權之買回價格是否為公平價值，261才能

決定其是否符合除列條件。262 

 

                                                 
260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t 10.而我國第三十三號公報之揭露規定與 FASB140準則十分類似。參

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4-65頁。 
261 第三十三號公報第四段規定，移轉人若未喪失對移轉資產之控制，則不宜除列該資產。如移

轉人有權取回移轉資產。但若該資產係市場上隨時可得者，或買回價格係買回時之公平價格者，

仍宜除列該資產。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0-61頁。 
262 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6-67頁。 



2.移除帳戶條款（ROAP） 

     FASB140準則雖在公報準則部分未規定 ROAP之適用，但於其附件中有相

關說明，並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有 ROAP之情況亦能適用銷售處理。263但

第三十三號公報並無類似之規定，因此，有論者認為在我國實務上如果約定讓與

人有此權利時，似仍須視其買回價格是否為公平價值，才能決定其是否符合除列

條件。264 

 
二、服務資產之後續衡量 

    依第三十三號公報第 36段（5）規定，服務資產應於服務期間內，依『直線

法』分期攤銷。而 FASB140準則乃規定，其應按估計淨服務收入（服務收入減

掉服務成本）之比率及期間攤銷。雖然我國之處理較簡便，但較不符合收入與費

用配合原則。265 

 
三、不將 QSPE編入合併報表 

    FASB140準則規定若特殊目的機構為 QSPE，則其財務報表不應編入創始機

構或其關係企業之合併財務報表，此規定乃在反映證券化資產已經真正脫離讓與

人之控制，使其本身之財務報表或合併財務報表均能達到除列之目的。266但第三

十三號公報並未對 QSPE有任何規定，反而於第 37段規定，企業對特殊目的機

構具有控制能力時，應與特殊目的機構合併編制財務報表。267 

                                                 
263 包括：1.ROAP只能隨機地移除多餘資產，而不能使讓與人移除特定移轉資產。2.對違約逾期

應收帳款之 ROAP，因其發生繫於債務人之特定作為。3.以某項密切安排（an affinity or 

private-label arrangement）中第三人撤銷或到期未續約為執行條件之 ROAP，因其發生繫於第三

人之特定作為。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7 頁。其共通特徵為讓與人均不得片面決定移除特

定資產，故無有效控制。 
264 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7頁。但須注意者，在美國實務上，讓與人執行 ROAP時，除了

減少其保留利益外，通常不需支付任何代價，若為此種情況，似無法運用公平價格之例外了。 
265 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7頁。 
266 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8頁。 
267 此規定似與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九十二條第四項：『特殊目的公司依資產證券化計畫受讓資

產時，其會計處理符合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特殊目的公司及其控制公司，不適用公司法第

三百六十九條之十二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規定。』（公司法第三百六十九條之十二第一項及第二項：

『公開發行股票公司之從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造具其與控制公司間之關係報告書，載明

相互間之法律行為、資金往來及損益情形。  公開發行股票公司之控制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

了，編製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規定不一致。故有論者認為於編列合併

財務報表時，似宜將特殊目的公司未實質控制之『證券化資產與負債』排除後，再與其控制公司



然而，因為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九條第四項、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六十

三條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創始機構對於特殊目的信託與特殊目的

公司似不可能具有控制能力，故在實務上其與創始機構編制合併財務報表之可能

性甚低，因此，有論者認為第三十三號公報似無必要如 FASB140準則般對 QSPE

加以規定，以達簡化之目的。268 

 
柒、銷售處理下之稅捐考量 

由於符合 FASB140準則銷售要件之資產移轉可以做銷售處理，但是創始機

構基於稅捐考量，可能希望在會計上是銷售，但在稅法上仍當作融資處理，如此

便可以降低因認列損益而須負擔的稅捐。在最理想的狀況下，證券化交易安排者

希望能達到以下四個目的： 

1.所發行的證券被定性為發行人的債務，而非其股權，以避免雙重課稅。269 

2.為了稅捐目的，將該證券化交易處理為創始機構的融資。此可以透過完全擁有

特殊目的機構，而將其資產與負債計入創始機構的合併報稅單（consolidated tax 

return ）中完成。如此一來，對於創始機構將不會因為資產移轉而產生可課稅所

得，270而可以獲得延後繳納因證券化交易收益（gain）所需預付稅捐的好處。271 

3.發行票據或債券（notes or bonds），而非轉付證券（pass-through certificates），

以方便某特定種類投資人參與投資。 

4.該交易在會計上符合銷售處理，達到表外化之效果，並認列伴隨的收益

                                                                                                                                            
合併編列，以解除虛增資產與負債之疑慮。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72頁。 
268 參考黃金澤，同註 300，第 69頁。 
269 此為在美國之情況，即在法人層次需課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當其將盈餘分派給股東時，股東

的股利所得仍須再課一次所得稅。但在我國所得稅法上，已規定為兩稅合一，故此問題影響不大。 
270 此乃因在美國法下，其稅法與商業法律有一致性，因此由創始機構完全所有的特殊目的機構

與創始機構間在會計上被認定為銷售的資產移轉，可在稅法上合併申報，而使創始機構不因資產

移轉而馬上產生課稅所得。參考王文宇等三人合著，同註 256，第 11-16頁。 
271 若發行地區之稅法未如美國法般之規定，當在會計上是銷售處理時，通常都需要認列損益而

產生課稅所得。因此，單從稅捐的角度，創始機構會希望以擔保借貸之方式移轉資產。然而，在

整個交易過程中，真實銷售或擔保借貸通常會產生相同的所得稅，兩者不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以

擔保借貸的方式移轉資產不需要在得到資產移轉收入時就認列收益，而是於資產的債務人清償時

才須認列收益，且創始機構可以將其所支付的利息從其應稅所得中扣除。但因現金流量與貨幣時

間價值的好處，大多數的創始機構偏好延遲繳納稅捐，所以希望將交易架構為擔保借貸。但有時

創始機構會希望透過銷售處理來提早認列應稅收益，例如，當其營業損失延後認列將要到期時。

參考何小鋒等著，同註 346，第 265頁。 



（attendant gain），而不須將特殊目的機構編入合併財務報表中。272 

     為能達到上述目的，就必須將證券化交易架構為『稅法上為債，會計上為

銷售』（debt-for-tax/sale-for-GAAP）。因此，資產移轉必須符合上述所列銷售處

理之三要件，且特殊目的機構必須符合 QSPE之要件。 

此外，稅務專家會考量以下幾個因素，273以判斷該交易在稅法上能否被當作

融資（即債務）處理，符合愈多因素，愈容易被認定為融資債務。 

1.交易證券所使用之名稱，若所發行的證券工具是債券形式，且有正式的信用評

等，就可以假設其為債務。 

2.有循環期（revolving period）或將所收取的部分收益進行再投資新的創始資產

之行為。 

3.證券的信用風險程度，及其是否可以優先於其他組別證券受清償。 

4.支付之不對稱，例如資產每月均有收益，但證券債務則是每季支付。 

5.使用超額利差去支付債務本金，以致債務可以提前清償。  

6.浮動利率證券之上限（cap），以像債務的客觀利率呈現，而非以像股權上限的

資產加權平均利率呈現。 

7.發行人是否具有明顯早於清除買權時點前買回債券之權利。 

8.債券浮動利率的使用指標不同於證券化資產池者。 

9.保留服務資產的權利與責任。 

10.債券與股權的所有權分離，而非部分重疊。274 

 
 

                                                 
272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20. 
273 相較之下，美國證管會（SEC）則認為，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之證券，將會導致較似債券之結

論：1.證券是以票據（notes）之形式發行。2.證券有本金面額、固定最後到期日及定期的現金支

付。3.證券以債務證券（debt securities）之方式行銷，因此，投資人將該證券視為類似支付較高

利息以抵銷投資人所面臨事件風險（event risk）的高收益債券（high-yield bonds）。參考 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14. 
274 參考Marty Rosenblatt and Jim Johnson, at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