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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 

一、案例一 

(一)台灣工業銀行簡介(資料來源：台灣工銀網站) 

1. 簡述                                                           

台灣工銀歷史(資料截至 2002 年底) 

1999 年由前央行總裁謝深中與駱錦明創立 

資本額：236 億 

員 工：約 230 位左右 

資 產：589 億 

放 款：295 億 

2000 年 6 月以 15.74 億元取得勝和證券 77.24%之股權，並更名為

台灣工銀證券。 

2. 創立緣起                              

台灣工業銀行創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係由資深金融家謝

森中先生與駱錦明先生聯合發起，並結合民間企業力量所共同推動

成立的國內第一家新設工業銀行；其主要任務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策略，參與重大經建計畫，提供專業的投資銀行服務，扶植策略性

新興事業發展，加速我國產業結構向高科技轉型，使台灣早日躋身

已開發國家之列。   

3. 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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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銀的經營理念是實踐對顧客、股東、員工與社會的四大承諾。

對顧客，以專業的態度，不斷創新業務，滿足客戶需求。對股東，

則以穩健踏實的經營，卓越的成長，貢獻給股東更多投資效益。對

員工，則希望藉由榮譽制度及團隊合作，共攀高峰，達到企業與員

工共同成長的目的。對社會，將本著永續經營的信念，帶動經濟發

展，亦善盡企業回饋社會的責任，為社會進步及更美好的明天，貢

獻一己之力。 

4. 營運策略 

● 結合整體資源，以團隊形態服務顧客，讓客戶從單一窗口的接觸，

即享受到量身訂做的專屬服務，並藉由高效能的電腦系統與客戶共

構網路，提供全年無休與即時的優質服務。配合客戶之需，以專案

顧問的角色提供有關財務規畫、經營管理及行銷策略的建議。在深

化彼此合作關係中，與客戶建立長期的互信與友誼，並隨著企業的

成長茁壯，共創雙贏的成果。 

● 以高科技和政府獎勵投資的產業作為重點客戶，擴大業務基盤，並

對成熟產業之升級、轉型與國際化需求，提供專業、多元的金融服

務。 

● 初期以強化中長期授信、生產事業直接投資、金融商品交易、證券

自營及承銷業務為目標，以提高營運規模及獲利空間，再逐步拓展

整合性理財諮詢、專案融資、企業購併及重整資產管理等投資銀行

業務，並積極尋求與各金融同業策略聯盟的機會，及與國際知名之

投資銀行交流資訊，開發新金融商品，提升金融服務的水準，使本

行成為具競爭力的工業銀行。 

5. 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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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素質的金融團隊，提供專業的優質服務 

     (1)台灣工銀目前行員二百三十餘人，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具有碩士及

博士學歷，其專研領域包括金融、企管、經濟、電子、電機、機

械、材料工程、物理、資訊、法律、生化等，堪稱是一隻精銳的

金融團隊。 

     (2)在管理上，強調服務信念與團隊榮譽；對員工充分授權，並提供

各項保險、休假、健康檢查等福利及員工股票選擇權、分紅入股

制度等，使員工能激發潛力、全心投入工作，創造客戶最滿意的

服務品質。 

     (3)為因應金融新知與管理知識的不斷推陳出新，該行每年均提撥一

定比例之培訓費用，舉辦在職訓練、階層別管理訓練、職能別專

業訓練及外語進修補助。並選派同仁參加國外專業機構及金融同

業的研討會及訓練課程，以強化員工專業素養，維持該行專業領

先的信譽。 

            B.高科技的金融團隊，提供全天候無休服務 

         (1)該行為國內唯一存款、放款及匯款電腦系統採用集中開放式管理系

統(Centralize Open system)及全員配置多媒體電腦的金融機構、

不僅可提供快速、高品質的金融服務，更可透過完整內部網路，

使企業朝向無實體文件管理邁進。 

              (2)關聯性資料庫(Relational DB)所建立的客戶資訊系統，可提供客戶

屬性分析，不僅可提高管理分析與營運策略的彈性與即時性，更

可有效掌握潛在客戶與客戶互動分析。 

              (3)開發以瀏覽器(Browser) 畫面讓前檯作業平台與內部網路及外部

網路溝通，使存款、放款、匯款、客戶資料、徵信及授信作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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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化，突破一般銀行受限於專屬機器、場地及時空的缺點，讓交

易作業能迅速而安全的完成。 

              (4)建立徵信及授信自動化作業，透過數位系統架構支援徵信、授信及

貸款流程，以利業務量度、管理及監控資料的彙集。 

              (5)建立稽核管理系統全面自動化作業，經由二萬多項自行查核項目與

稽核單位的嚴格管制，可有效且即時做好內部控管及保留稽核經

驗。  

(二)台灣工業銀行首椿 CLO 的意義： 

             立法院於 91 年 6 月通過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台灣工銀即於 92

年 2 月首先推出第一椿企業貸款證券化商品。這裡面隱含著幾個意義：

(1)台灣工銀有很強的企圖心，要在工業銀行或是投資銀行界當個領航

者或是班長(2)積極開拓新種業務，企圖以投資大眾較長期而穩定的資

金，用以取代期限較短的定期存款資金，且免除自籌資金(增資)的困

擾。(3)把風險移轉出去。(4)降低利息收入比重，提高非利息的收入。 

           台灣工銀推出第一件 CLO 之後，陸續有：第一銀行、台新銀行、

法國里昂信貸銀行、中國信託、彰化銀行…等銀行，積極推出各種資產

證券化的商品。截至 93 年 4 月底止，金融局已核准十檔以上的金融資

產證券化商品(其中以房貸為主的最多)。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且是一大

創舉的當推法國里昂信貸銀行於 92 年 7 月向金融局申請的，88 億元以

新核貸的企業貸款為標的的 CLO 最引人注目。 

            該筆 CLO 證券化標的也是首創由新核貸的企業貸款案件所組

成，況且是首宗公開發行的 CLO 證券，這項資產證券化商品的特點是，

創始機構法國里昂信貸在對十多筆新核准的企業貸款進行貸放當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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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包銷的金額也將同時到位。透過這樣的機制，法國里昂信貸可以大

幅提高資金運用效能。 

            該宗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由法國里昂信貸銀行擔任創始機構及

主辦行，大華證券擔任主辦承銷商，並由萬通銀行擔任受託機構。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去年 7 月發布實施至今快一年，目前僅台灣工

銀與法國興業在 2 月下旬，以私募方式發行 37 億餘元的企業貸款受益

憑證，主要為法人機構所投資。 

法國里昂信貸與大華證券共同研發的這宗企業貸款受益憑證，則是

首宗採公開發行方式，強調一般投資人也可以購買，此舉有助擴大國內

金融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參與規模。 

這宗資產證券化商品還有另一個創舉，里昂信貸銀行拿出十餘筆新

核准的企業貸款案件作為證券化標的，其特色在於，在銀行對企業進行

貸放當天，大華證券包銷的 88 億元資金也同時到位。 

據了解，這筆企業貸款證券化商品，發行期間為五年期，並依信用

評等分為四個順位，並設有次順位債券的信用增強機制，在信評水準

中，最高評等等級為「twAA」，占了 60%以上，顯示信用風險程度低。

(92 年 7 月 17 日經濟日報) 

誠如月涵投顧董事長谷月涵所發表的「資產證券化的難處與價值」

一文(網址:mrtaiwan@mrtaiwan.com.tw)(見附件 3)所說：金融資產證券

化是新的金融技術。而這正是政府推行國際化、自由化，要讓台灣的金

融業練就基礎的功力之後，到國際市場去推展業務，與國外金融界一較

市場高下的練技場。因此，首次推出的 CLO 實不必太在乎是否賺大錢。

吾人應在乎的是能否從「做中學」到一些未來有用的新金融商品知識與

經驗，以為未來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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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第一椿企業貸款證券化，案例： 

1.背景資料： 

發行人：台灣土地銀行受託經營台灣工業銀行企業貸款債權信託證

券化特殊目的信託 

發行體：新台幣 27.66 億元，2011 年到期第一順位受益證券 

發行金額：新台幣 27.66 億元 

移轉日：2003 年２月２４日 

創始機構／服務機構：台灣工業銀行（簡稱台灣工銀） 

受託機構／備位服務機構：台灣土地銀行（簡稱土銀） 

利率交換交易相對人：法國興業銀行 

現金收付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主辦機構：法國興業銀行 

信用評等 

         中華信評授予由土銀擔任台灣工銀企業貸款債權信託證券化特

殊目的信託之受託機構所發行的 2011 年到期，新台幣 27.66 億元之

第一順位受益證券的評等為「twA」。此第一順位受益證券是由台灣

工銀一組固定的企業放款組合(放款組合)所支應。 

         此項評等所關注的是利息是否按時及全數支付，以及本金是否

在 2011 年該第一順位受益證券的法定到期日或之前全數償還。 

此評等是基於： 

．該放款組合的信用品質。 

．以超額擔保提供充分的信用支持，足以應付債務人違約或混合風

險。 

．準備金之設立，為該筆交易提供流動性支持，並緩和潛在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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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抵銷風險(setoff risk)。 

．與法國興業銀行簽訂利率交換契約，以規避為固定利率之第一順

位受益證券，及以浮動利率為主的放款組合所可能產生的利率無

法配合之風險。 

．強健的現金流量結構─即便在現金流量趨緊的假設情況下，該檔第

一順位受益證券可能得以按時支付利息與全數償還本金。 

．由台灣工銀擔任服務機構，以及土地銀行擔任備位服務機構。 

．該證券化健全的法律及稅務結構。 

該證券化為台灣第一椿金融資產證券化交易。 

創始機構 

台灣工銀係於 1999 年 7 月正式成立。中華信評在 2001 年 7 月

授予台灣工銀的長短期信用評等分別為「twBBB-」及「twA-3」，評

等展望為「穩定」，並於 2002 年 10 月確認其信用評等及展望不變。 

交易內容： 

台灣工業銀行 

企業貸款債權信託證券化特殊目的信託 

台灣工銀已在移轉日時將放款組合移轉予台灣工銀企業貸款債

權信託證牶化特殊目的信託(由土地銀行擔任受託機構)。該特殊目的

信託據此發行第一順位及次順位受益證券。第一順位受益證券已售

予投資人，所得款項及次順位受益證券則交予台灣工銀，作為台灣

工銀信託企業貸款債權及相關權益之對價。該特殊目的信託亦與法

國興業銀行簽訂利率交換契約，以規避放款組合與第一順位受益證

券間利率無法配合之風險。 

第一順位與次順位受益證券之發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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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順位受益證券每月將支付年息為 2.8%的固定利率。根據金

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條，特殊目的信託財產之收入，減除成

本及必要費用後之收益，為收益人之所得，按利息所得課稅，並由

受託機構為扣繳義務人，依規定之扣繳率，從第一順位受益證券的

利息中扣繳稅款。因此，第一順位受益證券所收之利息為扣除上述

稅款後之淨額。至於在本金支付方面，則將依轉手的原則按月攤還，

投資人可能在該第一順位受益證券 2011 年的法定到期日之前，面臨

提前償還本金的風險。 

     該次順位受益證券則採無票面利率方式發行。次順位受益證券的本

金將在第一順位受益證券本金被全額償付後方予支付。 

放款組合 

         由於此交易內容屬固定放款組合，台灣工銀不得在移轉日後，

信託新的放款或取代任何既有放款。在基準日(2003 年 2 月 12 日)，

該放款組合的主要內容如下： 

．流通在外的本金約達新台幣 35.9 億元。 

．41 筆放款，貸予 23 個債務人。 

．由台灣工銀與債務人直接訂立之貸款(簡稱一般貸款)或聯合貸款。 

．第一順位擔保或第一順位無擔保放款。 

．加權平均放款期限為 2.2 年。 

         該放款組合主要反映台灣的經濟組成內容，其標的債務人集

中於幾項產業，包括電腦及週邊設備、半導體、及可寫一次型光

碟片業。在基準日時，放款組合中債務人集中性逾 5%的產業如

下：電腦及週邊設備、半導體、通訊、化學及塑膠容器業、旅遊

業、營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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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及現金流量分析 

         由於大多數債務人並未接受公開評等，中華信評乃對所有未

接受評等之債務人進行信用評估，以判定其信用品質。 

          接著將前述信用評估之結果、債務人及產業集中性、以及放

款到期日，輸入標準普爾之 CDO Evaluator 中，以計算出該放款

組合的違約風險。CDO Evaluator 係利用蒙地卡羅演算法

(Monte-Carlo Methodology)，將每筆放款的違約或然率、債務人

集中性以及放款組合中來自相同產業債務人之關連性納入計算，

以決定一受評受益證券能維持在某一評等等級，所能忍受最糟的

違約程度。 

         為試驗該第一順位受益證券的利息能否按時及全數支付，以

及最終是否能全數償付本金，中華信評對其進行了現金流量分

析，並對該筆交易在不同的嚴格條件下進行測試。 

結構分析 

混合風險 

         放款組合中的一般貸款之混合風險已在該證券化交易之架構

中予以排除。放款組合中聯合貸款的混合風險，已藉由結構性的

防禦措施及超額擔保予以解決。 

債務人的抵銷風險 

         台灣工銀身為存款機構，因此債務人可能為台灣工銀之存款

戶，進而可能衍生出抵銷風險。這類抵銷風險已藉由對債務人寄

發通知函（告知他們的放款已移轉予受託機構）的方式而有所緩

和，並因此得以防止債務人日後行使抵銷權，並藉由另外建立準

備金的方式以為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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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該特殊目的信託已與法國興業銀行簽訂利率交換契約，以規

避該筆交易中所可能衍生的利率風險。 

債權管理服務 

         台灣工銀為該放款組合的服務機構。當某些特定事件發生

時，土銀將取代台灣工銀，成為該筆交易的備位服務機構。為能

提供該筆交易額外的流動部位，以彌補該受益證券在更換服務機

構時，現金流量可能中斷，故已在移轉日時備妥足額的準備金，

得支付該筆交易中數個月所需優先支付之費用。 

中華信評對本案的法律分析 

         該筆交易係根據台灣之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架構而成，該法

針對特殊目的信託之設立、將資產由創始機構移轉予特殊目的信

託、以及該資產移轉為合法有效得以對抗債務人及第三方均做出規

範。中華信評已在交易結案之前，收到可令人滿意的法律及稅務意

見。 

          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如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有損害特定種類受益人之權利時，其決議應經該特定種類受益人

會議決議之承認。在本交易中，受益人定義為持有經信用評等機

構評定之第一順位受益證券者，及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之

次順位受益證券者。因此，若會議決議被認為有損害次順位受益

證券持有人之權利時，次順位受益證券之持有人有權否決由第一

順位受益證券持有人提出之任何決議。此項做法與其它司法管轄

區對次順位受益證券持有人享有之較為有限的投票權（假設有投

票權）形成對比。對於第一順位受益證券持有人所享有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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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限，可能在發生強制執行時引發負面後果，或可能會使該筆交

易的評等等級有調整或撤銷之情況。請投資人注意投資說明書中

有關風險揭露內容。中華信評授予本次交易「twA」的評等等級，

僅係針對可能的違約狀況。針對本次交易進行的信用分析，並未

將擔保品價值或債權回收價值等因素列入考量，因此，上述之風

險已有效降低。 

              中華信評、標準普爾以及本次交易的其它參與者，已對金融

資產證券條例第二十六條可能造成影響，向主管機關表達關切。

本次交易的參與者認為賦予次順位受益證券持有人之權利，可能

影響投資人的投資意願，及其它信託發行更多分卷之受益證券的

能力。因此，本次交易的參與者認為，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二  

十六條，可能對台灣資產證券化市場的發展形成阻礙。 

 

2.案例分析： 

(1)資產品質：此交易內容屬固定放款組合，流通在外的本金約達 36

億元。資產群組為 41 筆，貸放予 23 個債務人。資產池中，休閒

旅館與博奕業佔 5.57%，營建開發佔 5.57%，容器與玻璃佔

6.09%，化學塑膠佔 7.61%，通訊佔 8.35%，其他大都可稱為廣

義的電子業，全部合計約佔 65%偏高。因為這是台灣第一椿的

CLO，且台灣工銀設立不久，逾放極少，23 位債務人中少數有經

過信用評等，其他未經過信用評等的借款人，台灣工銀亦請中華

信評公司採用不公開的評等 shade Rating，予以評等。故整體第

一順位 CLO 是得到 twA，此可說明資產品質不錯。 

(2)資產池的集中度：台灣工銀創立於 1999 年，況且是定位於工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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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創立後，恰逢台灣的經濟景氣走下坡，房地產業不景氣，傳

統產業移往中國，故台灣工銀創立後的第一家分行係設立於新竹

科學園區，因而資產池的高度集中於廣義的電子業，也就不足為

奇了。 

(3)信用增強方式：本案是以超額擔保方式，提供信用增強，流通在外

的本金達 36 億元，而僅發行 27.66 億元的第一順位 CLO。同時提

供準備金為該筆交易提供流動性支持，並緩和潛在的債務人抵銷

風險。並且與法國興業銀行簽訂利率交換契約，以規避第一順位

固定利率 CLO 與浮動利率為主的資產群祖，可能產生的利率

mismatch 的風險。 

 

3.收益分析： 

(1)第一順位受益證券固定年率為 2.8%，依 92 年初貨幣市場利率約

為 2.5%，而 CLO 稅率為 6%，而一般購置的對象大都為壽險公

司。若單純的由第一順位證券的利率，加上相關法律、會計、信

用評等公司、保管機構、服務機構的各項費用，似乎將無利可圖。

但是因為整個資產池達 36 億，而扣除第一順位 27.66 億外，尚

餘近８億元，而這部份原先由台灣工銀買回，但因為本案係採私

募方式，所以第二順位部份，最後亦售罄。據告最後的收益約達

5.5%左右。 

台灣工銀 27.66 億元 CLO 

證券及種類 信用評等 金   額 利  率 稅   率 

第一順位證券 twA 27.66 億 2.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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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順  位 NA 8.27 億 NA  

當時市場利率 

92.3.7.發行 10 年期公債  1.875% 

92.6.19.發行 10 年期公債  2.6% 

93.3 月  發行 10 年期公債  2.3~2.4% 

93.6.10. 發行 10 年期公債  2.95~3% 

銀行 3 年期定存利率(92 年至今)  1.5%左右 

隔夜拆款利率一年來(92 年至今)  1.5%以下 

隔夜拆款利率 93.6.10.          1.05% 

央行 92 年 1 月至目前央行定存單(364 天)  1.6%以下 

(四)台灣工銀的 SWOT 分析： 

Strength 強項： 

銀行年輕，沒歷史包袱，員工素質高，45%以上具碩、博士學位。

幾乎是沒逾放的銀行，財政部可能較關愛。領導人正派經營，組織層

級少，效率高，專精於投資業務，注重員工訓練。 

Weak 弱項： 

設立不久，基礎尚淺。台灣產業高度集中於廣義電子業，易受景

氣影響。分、支機構尚少，無國際業務經驗。 

Opportunity 機會： 

台灣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商機大，台商活躍於中國大陸，未來機

會多，Basel Ⅱ將實施，商機更廣。 

Threat 威脅： 

本地市場金融業過度競爭，體質易被污染、惡化或是弱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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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業財報真實可靠度待提昇。 

(五)國外評價： 

金融業資產證券化在國外行之有年，但 CLO 業務首次出現則在於

1996 年。企業貸款的案件，每一案例均不大相同。企業的廠房不同，

例如半導體業具備無塵室的廠房其設置成本即比一般加工業的廠房

貴。每一企業的位置、地點不同，各項擔保品的估價方式亦異，因此商

業貸款證券化的推展遠比一般房貸、汽車貸款、信用卡貸款…等來的複

雜。 

台灣工銀於 92 年 2 月發行的首件企業貸款證券化商品，最近榮獲

Asia Money, Financial Asia, The asset 等三家國際知名財經媒體評

選為「亞洲地區 2003 年最佳境內資產證券化案例」。台灣第一件金融資

產證券化商品能在亞洲地區這麼多證券化案例中脫潁而出，非常不容

易，也證明台灣工銀追求創新的努力沒有白費，贏得了國際肯定。 

台灣工銀去年累計已推出或已簽約的資產證券化案子共有 5 件，包

括完成兩件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商品，並都獲得市場熱烈反應；此外，

還規劃世平興業應收帳款證券化商品以及嘉新國際萬國商業大樓與遠

揚國際中心不動產證券化，分別是國內第一件應收帳款證券化和第一件

不動產證券化實例。 

今年預計可完成 8 件資產證券化商品的發行。 

二、案例二 

             法國里昂信貸銀行台北分行，於 2003 年 9 月 29 日發行 88 億原創

CLO(Primary 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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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簡述： 

           法國里昂信貸銀行(創始機構)，提供 17 件以新台幣計價之企業放

款以支應四組受益證券。本項證券化最特殊之處在於該 17 筆放款，純

粹是專為發行 CLO 而創始之放款。該 17 件放款戶原來均是里昂信貸

銀行 Corporate Banking 的客戶。該批借款人大都無信用評等，所以

在發行證券化時，採用 Shade Rating 予以評等，評等內容如下： 

種類及券別   信用評等
金額 NTD 佰

萬 
利  率 信用支持度% 

高級甲券 twAA 5808 2.0% 34 

高級乙券 twA 704 2.3% 26 

中級甲券 twBBB 660 2.6% 18.50 

中級乙券 TwBBB- 66 2.8% 17.75 

              本案由創始機構提供原創 CLO 發行 4 組證券，係採用公開募集

的方式，由配合之證券商採包銷方式承銷，因為採發行當日，證券商

募集之資金即到位(資金即進入借款戶之帳戶內)。因而必須有配合度

夠好的證券商為之不可。銷售單位為 5 佰萬元。 

(二) 發行目的：  

              1.擴大銀行獲利來源。銀行賺取無風險的手續費等。 

              2.不增加銀行的負擔，不須增加資本。 

              3.借款人不須直接到資本市場募集(發行股票或債券…等)，減輕借款

戶的資金成本。股市欠佳時，發行新股不利。況且透過信用增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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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借款人不必提供保證或抵押品。 

              4.股市低迷，利率有走揚趨勢，實乃發行 CLO 最好的時機。擴大里昂

信貸的業務量，且增加收益。 

(三)  獲利分析： 

     1.最近半年末，財政部發行的十年期公債，其利率大都落於

2.3%~2.5%附近。因此本椿 Primary CLO 其中高級甲券(佔 66%)利

率僅 2.0%，其餘利率最高者(2.8%)僅有 6.6 仟萬元。因此本案可說

獲利豐厚。據告本案中，高級乙券及中級證券均極為搶手。反倒是

信評最高的高級甲券，沒那麼熱賣。因為整個案件品質均極佳，故

大家均挑收益高的買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