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有別於傳統放款風險之分析方法，本研究欲以供應鏈管理的角度為銀行之供

應鏈融資商品，分析其風險發生因素並更進一步協助銀行制訂相關之風險監控機

制。本章首先介紹三多模式中有關融資條件之部分，之後針對中心廠與供應商之

交易流程簡略說明之，並從中心廠與供應商的交易流程中找出各種可能會影響銀

行放款風險之因素。 

第一節  三多模式之探討 

 三多模式（黃思明，2002）中，提及交易融資商品的價格應可依不同之中心

廠、供應商及融資商品，機動訂定不同價格；而機動定價之作業程序，首先銀行

需確定中心廠與供應商間之交易模式，接著針對此交易模式下之各筆交易，銀行

隨時從中心廠端取得交易流程進度之資訊；之後，隨著交易階段之發生、銀行所

提供之融資模式以及中心廠與供應商的信用評等資訊，銀行自動產生此階段之融

資商品並自動訂定其價格。融資商品之價格為四項交易特性的函數，亦即交易流

程、交易模式、融資模式與信用評等之函數，可表示如下： 

 P＝f ( L,M,F,C ) 

P：融資商品價格。 

L：交易流程，包括預測、訂單、訂單確認、備料、生產到收款之過程。 

M：交易模式，如 BTS、BTO、VMI 與 CRP 等等。 

F：融資模式，可分為 Financing 與 Factoring。 

C：信用評等，包括對中心廠與供應商之信用評等。 

 本研究將探討交易流程(L)對銀行在 C 計畫融資模式中之風險影響因素與程

度。在 C 計畫融資之設計中，交易流程之重要性在於當一筆交易進入到越後面

的階段，完成該筆交易之機率越高，風險越低，因此越接近後面之交易階段，其

利率應逐步調低而融資成數逐步調高。此外，在此四項變數中，交易流程是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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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之變數，這亦是目前各銀行在 C 計畫融資方面，融資價格主要受交易流程

改變之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期望透過瞭解中心廠與供應商之交易流程，分析各

交易階段導致銀行風險之各項因素，並提出相關之監控機制，使銀行在 C 計畫

融資中得以透過系統監控節省人力、資源，承做小額、多量之融資交易。 

 

第二節  研究假設與範圍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建立下列假設條件與研究範圍，以使本研究專注於核心

問題之討論，並有利於後續之風險監控機制之推導。 

1. 特定之一對中心廠與供應商 

   本研究主要探討特定一對中心廠與供應商間之供應鏈融資情形，不討論該特

定中心廠對應其他供應商或是該特定供應商對應其他中心廠之情形。 

2. 一筆交易對應一筆融資，不考慮一筆交易對應多筆融資 

   在 C 計畫設計中，同一筆交易在交易階段改變時，供應商可進行多筆融資(多

商品)，如訂單融資、驗收單融資等；然本研究僅討論一筆交易對應一筆融資之

情形，不考慮一筆交易對應多筆融資之情形。 

3. 融資成數(a)與利率(r)不因交易階段改變而變動 

   融資成數與利率隨著交易階段改變而調整，是 C 計畫融資中主要精神之一；

然為簡化研究之便，本研究假定融資成數(a)與利率(r)不因交易階段改變而變動。 

4. 未自中心廠支付價款取得融資金額與利息，視為損失發生 

   在 C 計畫設計中，銀行係自中心廠支付之價款中取得融資金額與利息，為方

便後續推導風險管控機制，本研究假設銀行未自中心廠支付價款取得融資金額與

利息，視為損失發生。 

5. 當供應商屢約不良時，中心廠將以罰款方式處理 

   當供應商無法如訂單約定行事時，中心廠可能對供應商處以罰款或是其他方

式以彌補中心廠生產進度耽誤之損失，一旦罰款發生，將使得中心廠實際支付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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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小於原訂單之金額，此時將會影響到銀行還款來源之確保。而在本研究中，為

將此情況以數量化表示，假定當供應商屢約不良時，中心廠皆以罰款方式處理。 

6. 交易流程僅探討收發訂單、驗收、開立發票、立帳、付款此五項階段 

   目前銀行推出之供應鏈融資商品包含訂單融資、驗收單融資、發票融資與應

收帳款融資，本研究遂以各融資商品所對應之交易流程進行分析，選定收發訂

單、驗收、開立發票、立帳、付款此五項階段為主要研究範圍。 

 

第三節  中心廠與供應商之交易流程 

 一般而言，中心廠與供應商常見之交易模式如存貨生產（Build to Stock, 

BTO）或者是接單生產（Build to Order, BTO）。在本研究中，並不對於各種交易

模式進行分析，僅以供應鏈融資的主要流程：收發訂單、驗收、開立發票與立帳

等，說明中心廠與供應商之交易流程。 

                     

圖 4.1：中心廠與供應商之交易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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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收發訂單 

 中心廠依本身之需要向供應商下單購買，在 C 計畫中下單的方式必須是中

心廠從網路上下單給供應商。供應商在接獲訂單時，檢視目前的庫存、物料、生

產進度等資訊，並且檢查中心廠的信用情形後，回覆中心廠是否能承接該筆訂

單；如有能力承接該筆訂單，則供應商會向中心廠確定訂購單價、數量、與交貨

時間或是地點。 

二、 驗收 

 供應商依照訂單內容生產中心廠所需產品或從庫存撿貨運送到中心廠指定

之交貨地點，當供應商出貨到指定交貨地點，收貨人員將會依照訂單約定之品

項、數量及品質等進行驗收之工作，當出現數量不符合或是品質不合格之類似情

形時，收貨人員將依照訂單規定部分退回或全數退回予供應商，並處以罰款或其

他作為延誤中心廠生產進度之賠償。當驗收無誤後，收貨人員將進行入庫作業。 

三、 開立發票 

 供應商將產品送至指定交貨處並經驗收無誤後，供應商在比對訂單、裝運

單、出貨單、驗收單等單據無誤後，將開立發票向中心廠請款。 

四、 立帳 

 中心廠在接獲供應商所開之發票後，在比照訂單、驗收單與入庫單等單據無

誤後，在立帳日(通常每月固定一天)進行應付帳款之立帳作業。 

五、 付款 

 中心廠建立該筆交易之應付帳款之後，在中心廠固定之付款日時，依照訂單

約定之付款條件，將該筆費用付給供應商，供應商收款確認後，始完成此筆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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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C 計畫融資風險之分析 

 針對第二節所談及之中心廠與供應商的交易流程，本節將從供應商與中心廠

的交易流程中找出導致風險發生的任何因素。在 C 計畫融資中，對銀行而言，

最主要的風險便是無法收回本金與取得應有之報酬，將此主要風險依照交易流程

細分為各項風險。中心廠與供應商的交易流程包含訂單、驗收、發票、立帳與付

款等流程，這五項流程與銀行面臨之風險息息相關，故本研究將以訂單、驗收、

發票、立帳與付款作為本研究之風險動因，分析其對銀行風險是如何影響以及其

影響之程度。 

銀行風險

 

訂單風險 付款風險 驗收風險 發票風險 立帳風險

圖 4.2：銀行風險之分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訂單風險 

 在中心廠下單與供應商接單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訂單傳送錯誤或是傳送錯

誤之訂單資訊而造成銀行融資風險之增加；此外，即便中心廠與供應商在接收訂

單階段無誤，中心廠亦有可能因為本身因素或是供應商因素而修改訂單，在此種

情形下亦會使得銀行融資風險提高。以下針對訂單階段造成銀行風險的可能因素

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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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訂單資訊錯誤 

 在 C 計畫中下單的方式必須是中心廠從網路上下單給供應商，但仍有少數

情況，中心廠透過電話或傳真等方式來下單給供應商，供應商以人工方式抄寫訂

單內容或是將訂單資訊輸入電腦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訂單資料輸

入錯誤之情形。 

 雖然中心廠傳給銀行的訂單資料是透過電腦對電腦傳送，不會有錯誤。但是

當供應商向銀行申請供應鏈融資時，可能未發覺該筆訂單在其內部系統中的內容

與銀行平台上所顯示的內容不同。因此當供應商依照錯誤之訂單資訊進行生產等

相關作業，屆時發現錯誤時，可能無法達成中心廠之要求，例如無法在正確交貨

時間內交貨、交貨數量不足等等，將導致中心廠延遲支付供應商之帳款，或是中

心廠對供應商罰款，使付款金額低於原訂單金額。 

 此時，銀行將面臨延後收到放款金額與利息之風險，同時亦面臨中心廠實際

付款金額少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風險，使銀行需另外向供應商催收不足

之金額。 

(二) 中心廠更改訂單 

 在 C 計畫融資中，從訂單融資、驗收單融資到發票融資等商品，皆是以訂

單金額為基礎，乘以一特定成數後做為融資之金額，因此當中心廠修改訂單，影

響到訂單總金額或是交貨期間時，便會影響到銀行之風險。中心廠可能會因為以

下因素而更改訂單。 

1. 中心廠因本身因素修改訂單 

 中心廠可能會因為傳送錯誤之訂單資訊、下游客戶需求變動以及生產進度或

庫存之限制等因素，而更改訂單內容。當中心廠傳送錯誤之訂單資訊時，若是供

應商尚未將錯誤資訊轉入生產排程中，訂單之更改較為容易，若是已進入供應商

的生產排程之中甚至是已經生產完畢時，則中心廠如要再修改訂單便需依照訂單

規定承擔訂單更改之責任，然一旦修改訂單內容，例如訂單數量的減少或是交貨

日期變動，將會對銀行的融資風險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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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心廠有可能為了反應下游客戶之需求，追加訂單或是減單。當中心

廠追加訂單時，由於新的訂單金額高於原訂單金額，在交貨期間不變下，將減低

銀行的融資風險；相反地，中心廠減單時，新訂單金額少於原訂單金額的情況下，

銀行可能會面臨中心廠支付金額小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之風險，屆時將需額

外向供應商收款。 

 當中心廠生產因故中斷或延誤時，或是無足夠之倉庫空間可接收供應商之貨

物時，可能會延長交貨期間，使整個訂單實現時間拉長，導致中心廠付款期間隨

之延後，將使銀行的融資期間亦因此而延長。 

2. 中心廠因供應商因素修改訂單 

 供應商接獲中心廠下單之後，著手進行生產等相關作業，以產出中心廠訂購

之產品。然供應商可能會因為生產因故中斷或延誤、需要較長的研發時間以生產

中心廠要求規格之產品或是原物料供給不足，如關鍵零組件缺貨等因素，向中心

廠請求修改訂單內容，中心廠評估之後，若因此修改訂單將交貨日期延後或是改

以其他品項代替，將使銀行融資期間延長，同時亦可能因為以其他品項代替或是

供應商給予折讓等因素，而使中心廠最終支付金額小於銀行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

計數，提高銀行之風險。 

(三) 中心廠撤銷訂單 

 對銀行來說，在訂單流程中最擔心的莫過於中心廠撤銷訂單。然而在中心廠

與供應商的交易過程中，在維持良好長期合作關係的基礎下，撤銷訂單之情形並

不多見，即使中心廠下單過多或是發錯訂單，只要中心廠還是需要該零組件以生

產成品，那麼中心廠便會將此次訂購過多的零組件遞延至以後使用。但是，若中

心廠將停產該種產品，亦即不再需要該項零組件時，便有可能撤銷訂單；此外，

若供應商無力生產中心廠所需之產品時，中心廠亦可能撤銷訂單。對銀行而言，

一旦中心廠撤銷訂單，銀行便無法從中心廠的支付價款中取得其融資金額與利

息，風險相對較大。 

 在此種情況，銀行必須另外向供應商收款，或是從該供應商與中心廠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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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交易中，由中心廠支付的價款中扣除，然後者之作法端視於供應商與銀行的借

貸合約是否有相關之規定。 

 

二、 驗收風險 

 供應商依照訂單內容將中心廠所需之產品送到指定之交貨地點，當供應商出

貨到指定交貨地點，隨後收貨人員1將進行驗收之工作。當檢驗不合格時，收貨

人員將依照訂單規定部分退回或全數退回予供應商，而中心廠可能對供應商處以

罰款或其他作為延誤中心廠生產進度之賠償。在此種情況下，可能會提高銀行的

融資風險，以下針對驗收階段造成銀行風險的可能因素進行分析。 

(一) 遲交 

 供應商因為生產不及、運輸等問題，導致供應商未能在期限內交貨予中心

廠。在此種情況之下，中心廠可能對供應商處以罰款或其他處罰；供應商一旦延

遲交貨，將影響後續發票、立帳等流程，使得中心廠將延後支付價款之日期，同

時由於罰款之因素，亦使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小於訂單金額。對銀行來說，供應

商遲交將使銀行無法如期收到融資金額與利息，同時亦需承擔中心廠實際支付數

可能低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之風險。 

(二) 檢驗不合格 

 收貨人員在接收供應商運送的產品之前，通常必須對供應商的產品進行檢

驗，檢驗的內容主要為數量是否符合以及品質是否合格等等。當檢驗不合格時，

中心廠可以依照訂單規定部分退回或是全數退回供應商之產品，而供應商需依照

訂單約定給予中心廠相關之賠償，例如罰款；一般來說，當檢驗品質不合格時，

在一定比率下中心廠可能部分退回供應商之產品，並要求供應商儘快補齊，若不

合格比例超過時，中心廠將全數退回產品。同樣地，當供應商送來之數量不足訂

單規定之數量時，中心廠可能先接收事後再由供應商補齊，或是全數退回要求供

                                                 
1 收貨人員不一定是中心廠的人員，亦可能為第三方物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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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重新出貨。 

 對銀行而言，當檢驗不合格時，供應商一來一往的滿足檢驗之要求，將使訂

單實現時間往後延長，亦即將造成銀行無法如期收回價款。此外，中心廠因品質

不合格或數量不足之關係，向供應商處以罰款使中心廠實際支付金額少於原訂單

金額，可能造成銀行必須承擔中心廠支付金額低於融資金額與利息合計數之風

險。 

 

三、 發票風險 

 供應商將產品送至指定交貨處並經驗收無誤後，旋後將開立發票向中心廠請

款。在此階段有兩種情形將會影響銀行的融資風險，一為開立錯誤之發票，另一

為延誤送出發票。 

(一) 開立錯誤之發票 

 供應商在開立發票時，大多以人工書寫或是由人工輸入電腦來開立發票，在

此情況下難免會有開錯發票之情形發生。當中心廠接獲錯誤發票時，將會通知供

應商，而供應商將立刻補發正確之發票，在供應商與中心廠一來一往下，可能使

中心廠實際付款日往後延長，亦即將造成銀行無法如期收回價款。 

(二) 延誤送出發票 

 一般而言，中心廠有固定之立帳日，通常以每月為單位，規定每月某日前收

到發票之交易，將於下一個立帳日轉為應付帳款。例如某中心廠以每月 25 日為 

其立帳日，從上個月的 25 日起到當月的 24 日止確定的發票，將於當月的 25 日

轉為應付帳款。若是錯過當月 24 日，即便是在當月的 25 日確定無誤的發票，亦

會排在下月的 25 日轉為應付帳款。因此，若供應商未能在中心廠立帳日前將發

票送至中心廠端，則中心廠付款期限將往後順延，將造成銀行無法如期收回價款

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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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立帳風險 

 中心廠在接獲供應商所開之發票後，將進行應付帳款之立帳作業。然當中心

廠立帳錯誤或是立帳延誤時，將會影響銀行的融資風險。 

(一) 立帳錯誤 

少數中心廠立帳方式，是透過人工輸入電腦的方式來進行立帳作業，然在

人工輸入過程中，較易有錯誤之產生。通常立帳錯誤主要為金額錯誤、或

是付款日期錯誤，當錯誤之立帳金額小於銀行融資與利息合計數時，銀行

便有另外催收價款之風險；而當錯誤之付款日期較訂單約定日期晚時，將

造成銀行無法如期收回價款之風險。 

(二) 立帳延誤 

 誠如前述提及中心廠的立帳日與付款期間之關係，當某一交易未能在預定之

立帳日立帳時，將使中心廠付款期間往後順延，亦將造成銀行無法如期收回價款

之風險。 

 

五、 付款風險 

 交易流程當中最後一個階段便是付款流程，目前在 C 計畫的融資設計中，

中心廠與供應商皆須在同一家銀行設立帳戶，當中心廠付款時，必須透過此特定

銀行付款給供應商，銀行收到中心廠支付價款時，將供應商向銀行的融資金額與

利息部分扣除後，剩餘的部分匯入供應商的帳戶之中。因此，在此階段中心廠是

否有能力支付價款便相當重要，一般來說中心廠具有一定之付款能力，然當遭受

巨變或是因法令限制如假扣押、外匯管制等因素，以致於一時財務調度困難甚至

無力付款時，將導致銀行承擔無法由中心廠支付價款中取得融資金額與利息之風

險，同時亦需面臨無法如期收回價款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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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小結 

 由上述之分析，將中心廠與供應商的交易流程中，歸納出導致銀行風險發生

的任何可能因素，並將銀行面臨之風險整理如下表。 

 

表 4.1：銀行 C 計畫融資風險分析彙總表 

銀行 C 計畫融資風險分析彙總表 

風險類型 造成因素 對銀行融資風險之影響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訂單資訊錯誤 

面臨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少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風險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中心廠更改訂單 

面臨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少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風險 
訂單風險 

中心廠撤銷訂單 無法從中心廠的支付價款中取得其融資金額與利息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遲交 

面臨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少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風險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驗收風險 

檢驗不合格 
面臨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少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風險 

開立錯誤之發票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發票風險 

延誤送出發票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立帳錯誤 

面臨中心廠實際付款金額少於融資金額與利息之合計數之風險 
立帳風險 

立帳延誤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無法如期收回融資金額與利息 
付款風險 中心廠無力支付 

無法從中心廠的支付價款中取得其融資金額與利息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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