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票券金融公司之業務創新 
 

第一節 金融創新概論 
 

台灣的金融產業正在進行兩種結構性的調整，一是金融機構之間的合併重

組，形成金控組織，另一是新金融商品的開發，兩者皆有深化金融機構功能的作

用。透過金融機構的合併，金融機構一方面可以利用綜效(Synergy)降低成本，

另一方面也可擴展業務範圍和市場規模，而開發新金融商品則可增加金融機構產

品種類，擴大其服務範圍。 

在現代知識管理潮流下，金融創新具有極重要地位，管理大師彼得‧杜拉

克曾說「金融服務沒有創新就是滅亡」，知識管理帶給我們人才、知識、創新與

資訊無限機會，可見創新亦是知識管理非常重要的一環。 

一般而言，狹義的「金融創新」指的是金融商品的創新，意即銀行、證券、

投信、保險業者因應市場需求或金融環境變遷，尤其加入WTO後之法令鬆綁、

股市低迷及低利率時代，所推出的各種新金融商品，包括衍生性金融商品的推陳

出新，籌資、避險、保本商品的熱賣，期貨及選擇權市場的迅速成長，以及資產

證券化風潮等。至於廣義的金融創新則應再加上新的思考及服務模式，包括金融

體系、法規及監理制度的變革，例如金融業者為了在成本上更具競爭力，藉系統

的自動化來提升效率。 

金融機構在金融創新浪潮下最重要的是交易透明化，精確掌握顧客的投資

行為，提供更好的服務。在金融創新的同時，風險控管對金融機構的健全發展及

金融市場的穩定非常重要。金融創新所帶來的風險不侷限於金融商品交易的風

險，還包含金融機構的經營風險。 

我國近來金融市場上的新商品，首推金融資產證券化，把房貸、信用卡或

其他授信的債權用來證券化是最新的潮流，以美國為例，房貸基礎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二者合計超過 5兆美元，是債券市場的最大宗。 

金融創新最重要的是法律的鬆綁，只有法令及法規鬆綁，才能促進金融創

新，創造不同的金融商品及服務，以滿足整體金融市場參與者的不同需要，同時

能帶來整體金融市場效率的提升及交易流動性的增加。 

 

第二節  短期票券發行融資(Note Issuance Facility，NIF)業務 
 

所謂短期票券發行融資（NIF），係運用貨幣市場工具所衍生的中長期融資

方式，即企業(借款人)為籌集營運資金，洽妥主辦銀行(亦稱管理銀行)，雙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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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NIF 管理合約。由主辦銀行邀集承諾銀行團，核予該企業中長期可循環使用

的授信額度(revolving credit line)；再組成投標銀行團，於企業動用額度發行商

業本票時，參與投標；同時選定票券商，辦理商業本票簽證承銷及撥款事宜，並

承諾一旦流標時，依約定利率負責包銷買進。 

短期票券發行融資產生的背景，主要是由於 1980 年代歐美國家進入經濟衰

退時期，尤其美國經濟狀況持續惡化，導致 1985 年美國境內銀行倒閉達一百二

十家之多，造成金融市場資金供給匱乏，而銀行的聯合授信業務亦頻頻發生呆帳

問題且利潤不高，因此 NIF 業務便應運而生。全球第一筆 NIF 融資案是開始於

1981 年，由紐西蘭政府以發行短期票券之方式籌措資金，後來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諸國

政府、金融機構及大型之績優企業都紛紛以發行 NIF 之方式籌資，市場規模迅

速擴展，成為聯合授信之發展主流。 

國內第一筆 NIF 融資案，係由嘉新水泥公司與荷商荷蘭銀行(ABN)於民國

83 年 4 月 22 日簽約承作，此後各大企業亦紛紛加入 NIF 發行的行列，已成為

國內金融市場一個重要的融資工具，對於傳統的銀行放款與一般保證商業本票發

行業務造成排擠效應。 

 

一、NIF的架構 

NIF的架構參見圖 4-1，茲分述如下： 

1.發行公司：為 NIF案資金需求者，洽妥主辦銀行規劃融資方案，提供財務報表、

還款計畫等供主辦銀行徵信分析，並提供適當的擔保條件，負擔所有的發行費用

及利息。 

2.主辦銀行：受發行公司委託，規劃整個短期票券發行融資方案， 一般也是管理

銀行及承諾銀行，其職責包括籌組承諾銀行團、投標銀行團及指定票券承銷商，

並與各參與人間之協調、聯繫、簽約及負責額度動用及票券發行投標等事宜。部

份合約並列有主辦銀行優先購買選擇權，就得標加權平均利率優先購買某一比例

之票券。 

3.承諾銀行：依授信合約之約定，就發行公司發行之票券提供保證或承兌，並承諾

於票券流標或投標不足額時，依約定利率及比例買入無法順利發行之票券，或轉

為放款。 

4.投標銀行：依投標契約書之約定，競標企業發行之商業本票，有投標之權利，但

無投標之義務。 

5.票券承銷商：實務上有指定唯一承銷商及無指定承銷商兩種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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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IF的特性 

1.因參與競標者眾，可有效降低發行公司資金融資成本，惟需提防利率上揚時，發

行成本將逐步墊高，若發行公司能藉由利率交換(Interest Rate Swap，IRS)避險

操作，更能有效控制資金成本。 

2.NIF 係發行公司透過保證銀行核予中長期保證額度，藉由發行商業本票方式籌

資，除享有短期融資之資金成本，並能強化客戶財務結構、以中長期借款會計科

目列帳及提高流動比例。 

3.以此金融商品籌資的公司，大部份皆為資信較佳之中大型公司，且發行金額較

大，管理銀行及保證銀行除可坐收管理費及保證費外，無需提供資金，而由票券

金融公司擔任承銷商或唯一承銷商，惟當利率上揚或資金緊俏之時，負責包銷的

承銷商，勢必承擔較大的利率風險及流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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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NIF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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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年期以上循環票券（Fixed Rate Commercial Paper，
FRCP）業務 

 

所謂一年期以上循環票券（FRCP），係企業透過票券金融公司，經由貨幣

市場發行商業本票或購買票券，由於當貨幣市場利率不明確、看法分歧或預期利

率走勢可能有較大波動時，借款人希望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鎖定資金成本，或投

資人對未來的利息收入期望有較穩定的來源，遂應運而生 FRCP 之新商機。因

票券金融公司只能從事一年以內的保證業務，面對企業的長期資金規劃需求，票

券商須與資金需求者簽訂二年或三年之票券發行契約，約定以固定利率到期續發

方式循環發行商業本票，並由票券金融公司辦理商業本票之簽證、承銷業務，唯

發行客戶需經一定信用評等以上等級的銀行保證；另一方面票券商為了避險，可

與資金供給者簽訂二年或三年之票券購買契約，約定以固定利率循環出售予票券

投資者。 

 

一、FRCP的架構 

FRCP的架構參見圖 4-2，茲分述如下： 

1.發行人與票券公司簽訂一年以上之承銷契約，每次發行天期為一年以內任何天

期，到期發行不中斷。發行天期不限，30天、60天….，惟不可超過一年，最後

一次發行則以契約到期日為到期日。 

2.發行人承諾以固定利率在未來數年內發行 FRCP。發行人為降低成本須另尋一定

信用評等等級以上之保證銀行，若發行公司本身資信優良且有一定水準以上之信

評等級，亦可以免保證方式發行。 

3.票券公司承諾未來數年以固定利率承銷買入 FRCP。在契約期間內票券公司承諾

以約定之利率包銷契約約定額度內客戶所發行之他保或免保票券。 

4.總成本=利率+簽證承銷費+保證費+集保費用。契約約定之利率未包括保證費，

若為銀行保證，則此部份為銀行計收，若為免保則免收。 

 

二、FRCP的特性 

1.鎖住利率風險：協助企業鎖定長期資金成本，避免利率上揚，同時方便企業預估

未來資金成本。 

2.可列長期負債：若保證銀行保證契約為一年期以上，則可列入長期負債，若銀行

保證為一年內，則會計師或有不同認定。 

3.籌資成本低：相較聯貸案等長期借款，能以更低的成本幫客戶融資。 

4.手續簡便：可替代公司債，且不需編製公開說明書及經金管會證期局核准等繁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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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 

5.若採用浮動利率，除成本較低、可改善財務結構之外，企業尚可享受市場利率走

低的好處，因為隨著指標利率的下降，發行成本亦跟著下降，可避免以高於當時

的利率發行；而若擔心市場利率走高，可花少許成本，購買一個 CAP，鎖定最

高利率，避免利率不斷上升帶來的成本提高，另外與 NIF 相較則免除了主辦行

的管理費用，使成本進一步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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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FRCP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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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RCP之 SWOT分析：參見表 4-1。 

 

表 4-1  FRCP之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 弱勢（Weakness） 

1.由於一年期以上固定利率循環票券

業務的開放以及免保票券的興起，

加上市場原有的 NIF 業務，金融商

品的包裝產生了多樣化的選擇，甚

至如資產證券化的商品也結合了商

業本票的發行。 
2.在聯貸案及 NIF 案的包裝下，一年

期以上票券業務有機會與公司債等

長期融資工具一較長短。 

1.收入來源極度仰賴固定收益證券，保

證業務量及交易量、獲利均呈萎縮，

結算交割新制復增加票券金融公司營

運成本。 
2.短期金融商品發展空間相對有限，加

上受限的業務範圍常會帶來市場惡性

競爭，不利金融市場之健全發展。 
3.業務過於單純亦導致人才留任不易。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金融業體質調整已見成效，逾放比

率顯著下降，有利金融業經營發展。

2.發展資產管理業務相關法制環境逐

漸成熟。 
3.非利息業務顯著增加（手續費收

入），提供金融商品及服務轉型的契

機。 
4.仍亟待爭取承作新種業務，使未來

票券金融業的發展將更多元化。 

1.相對的票券公司也面臨長期的風

險，免保部分面臨一年期以上的信用

風險，固定利率也使票券公司暴露於

長期利率風險下，因此在爭取業務的

同時，個案及整體部位的風險控管亦

為一新的課題。 
2.只能提供客戶短期金融商品服務，無

法滿足客戶全部的需求，降低票券金

融公司之市場競爭力。票券金融公司

仍亟待爭取承作新種業務，使未來票

券金融業的發展將更多元化。 
3.全球化發展面對國外大型金融業者

的競爭。 
4.風險控管國際規範的實施，銀行面臨

資本不足的壓力。 
5.科技創新使金融業經營型態發生轉

變，競爭壓力提高。 

 

註：依「票券金融管理法」相關函令規定，票券商買賣持有特定企業發行短期票券或債券標準，指短期票

券或債券之債務人（發行人、保證人或承兌人）或該特定債務之信用評等等級需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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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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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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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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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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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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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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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參與聯貸案中一年期以上循環票券（FRCP）業務 
 

金融機構為分散授信風險，避免銀行間過度競爭，並期深入了解客戶經營狀

態，促進銀行間徵信與授信技術之交流，及節省人力起見，銀行對個別客戶之大

額授信，原則上宜徵求其他銀行參與貸款，此種由銀行間共同負擔授信風險之情

形，謂之「聯合貸款」。 

借款人在籌措中長期營運資金、改善財務結構而舉辦聯貸案時，為節省融資

成本，一般會運用一年期以上循環票券之發行。主辦銀行負責規劃安排聯貸銀行

團及 FRCP 之票券承銷商。借款人與主辦銀行、聯貸銀行團及票券承銷商共同

簽定聯貸合約書；由聯貸銀行團於一定期間(通常為一年以上、五年以內，即聯

貸案存續期間)提供借款人融資及商業本票保證額度。通常聯貸案之管理銀行即

為主辦銀行，而管理銀行主要負責擔保品的設定、觀察客戶營運情況、安排客戶

資金運用及繳息之分配。聯貸案之 FRCP 發行利率於聯貸合約書中約定載明，

承諾銀行團承諾於一定期間持續提供 FRCP 之保證，由票券金融公司擔任承銷

商，而票券金融公司亦承諾於此期間給予雙方議定的發行利率。 

票券金融公司除了可擔任前述 FRCP 票券承銷商之外，亦可加入聯貸銀行

團，同時核予借款公司中長期商業本票保證額度，採自保自買方式，提供發行

FRCP 公司保證及履行購買承諾，進一步參與聯貸案之自保 FRCP 業務，惟限

於法令規定，票券金融公司與發行公司之訂約期限仍須為每次一年，並於該聯貸

案存續期間每年辦理續約。 

一般運用聯貸案中一年期以上循環票券的借款公司，皆為國內知名且債信

較佳之中大型企業，通常期間為三年至五年，且聯貸金額少則 5~6億，多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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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億，因金額大、期間長，通常皆有一定之擔保品，其往來行庫皆希望能參與聯

貸行列，以確保這三至五年的商機，而票券公司就適時的扮演聯貸案中商業本票

承銷、簽證的角色。近年來以聯貸案的模式發行 FRCP的企業愈來愈多，例如：

正隆紙業、統一企業、奇美實業、南僑化工、台証證券…等等。 

 

一、聯貸案的架構：參見圖 4-3。 

 

二、聯貸案的特性 

1.企業運用聯貸案籌資的優點包括：(1)籌資條件具彈性，可配合各種資金用途。

(2)不需信用評等。(3)不需主管機關核准。 

2.企業運用聯貸案籌資的缺點包括：(1)單一借款人集團授信額度受限。(2)作業時

間較長。 

3.因中長期聯貸授信案之擔保性較佳，參與的銀行及票券金融公司可改善授信結

構、降低無擔保授信比率及授信風險。尤其票券金融公司更可藉此跨足一年期以

上之自保 FRCP業務，拓展其業務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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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聯 案架構圖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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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聯貸市場的規模：參見圖 4-4。 

 

 

 

 

 

 

 

 

 

 

 

 

 

 

 

 

圖 4-4 台灣聯貸市場規模 

 

 

第五節 資產基礎商業本票(Asset 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
業務 

 

依據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第七條、票券金融管理法第四條第一款第四目及民

國 91 年 11月 5日財政部台財融（四）字第 0920025919號令規定，核定「發

行期限在一年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為短期票券。資產基礎商業本票

(ABCP)為金融資產證券化金融商品的一種，就是將一群資產（如債券型基金、

結構債）證券化，以用來循環發行短期的受益證券，實務上亦稱「資產基礎短期

票券」。迄 94 年 8月，已核准發行 21件申請案，資產類型包括企業貸款、住宅

貸款、現金卡、信用卡、汽車貸款及企業應收帳款，計新臺幣 1347.5億餘元。

架構設計亦趨於多樣化，循環發行、主信託等型態均已出現。業者規劃之新類型

尚有結構債券、證券商融資債權、小額信貸、飛機票之未來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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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04年由於TFT-LCD廠商在市場上募集較多資金，加以

資本市場籌資較為清淡，聯 年之104貸市場規模由2003 億美元

大幅成長為2004年之283億美元，成長幅度為170%。 

資料來源：citi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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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BCP的特性 

1.ABCP之償還來源為標的資產所產生的現金流量，在典型的 ABCP交易中，

新發行受益證券所得的款項，用來償還到期的受益證券，同一時間，到期應

收帳款所收得之款項用來購買新的應收帳款。 

2.ABCP是企業將應收帳款證券化，除可增加籌資管道，取得較低成本的資金，

並且可以提昇資產流動性及資金使用效率。 

3.對投資者而言，ABCP可增加另一項風險性低且流動性高的投資工具，而購

買 ABCP和一般商業本票最大的差別是：一般商業本票須依 20%分離課稅，

但 ABCP目前規劃買斷僅需 6%分離課稅。 

4.商業本票有票券金融公司或金融機構保證，發行利率是以提供保證的金融機

構信用評等作加減碼的依據，而 ABCP並無保證銀行，所以信用評等公司給

予的信評等級是 ABCP 利率高低的參考依據。 

5.ABCP商品中的資產池有國外 CDO（合成型抵押債務債券），國內法人較不

易掌握國外業者的信用情況，商品的風險較難評估，亦是造成買家不熱衷的

原因之一。 

6.對整體市場而言，ABCP可促進資金的流動效率、擴大票券市場規模與拓展

新種金融業務。 

 

二、ABCP案例 

1.國內首宗 ABCP於 93 年 9月 16日被金管會同意核准，台灣土地銀行申請募

集發行「世平興業應收帳款證券化受益證券」案（參見表 4-2）。這是繼金

融資產證券化商品問世以來，首次以企業應收帳款債權作擔保，委託受託機

構循環發行資產擔保之短期受益證券。 

2.由於 93 年聯合投信事件，引發大家重視隱藏在債券基金裡的結構債或公司

債，可能產生的「跌價損失」與「流動性問題」，讓行政院金管會以鐵腕手段

整頓債券基金，強制在 94 年年底前，必須解決全部的結構債，且附帶一個

嚴苛的條件是，處分的過程不准產生損失，國內第一檔為解決投信手上結構

債而發行的 ABCP 便因蘊而生。今年將結構債證券化的 ABCP，是由台新銀

行以合理的票面價格向債券型基金購買一定金額的結構債，同時並向雷曼兄

弟（Lehman Brothers）購買同一金額美元計價的擔保債務憑證（CDO），之

後再由其擔任創始機構，將前述結構債券與 CDO 債券於同一日信託，並發

行 ABCP，交由票券商來承銷，台新銀行與雷曼兄弟申請的 ABCP額度達 270

億元，承銷商為台新票券金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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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世平興業公司應收帳款證券化 ABCP 

受益證券名稱  世平興業公司應收帳款證券化短期受益證券 

創始機構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機構 台灣工業銀行、法國興業銀行 

受託機構  台灣土地銀行  

外匯避險承作銀行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 

現金收付機構 華南商業銀行 

流動性資金授信銀行 台北國際商業銀行與建華銀行 

發行金額  新台幣二十五億元整  

發行期限  5年  

票面利率 三種受益證券皆為零 

面額 最低金額 100萬元 

發行日 93年11月12日  

發行利率 以初級市場發行利率指標為參考 

受益證券種類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賣方受益證券」 

及「次順位受益證券」 

信用等級  
「優先順位受益證券」中華信評twA-2 

「賣方受益證券」及「次順位受益證券」未經信評

承銷機構  中華票券金融公司 

備註 

「賣方受益證券」及「次順位受益證券」均歸屬於

創始機構，無信用評等且不得轉讓，其中不合格應

收帳款，將由「賣方受益證券」予以支付，而「次

順位受益證券」比例約為16.04%係為保障優先順位

受益人權益，作為信用增強工具。 

 

3.由荷蘭銀行主辦的日月光集團「資產擔保商業本票」證券化商品 ABCP，選

擇於 94 年 11月在海外市場－美國發行，成為國內首例，期限為三至五年，

發行金額為兩億美元，創下國內企業應收帳款採用證券化，賣給國外投資人

的成功先例。此證券化商品，會考量至國外發行，主要是著眼於美國市場又

廣又深，整個資產證券化規模達二千多億美元，此次在美國市場發行，很輕

鬆就獲得投資人認購。 

 

三、金融資產證券化之主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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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產創始 Origination：創始機構(包括銀行、票券金融公司、信用卡公司、保

險公司及證券商等)創始資產(如房屋抵押貸款、汽車貸款等)。 

2.組合包裝 Structure：創始機構將條件類似之貸款資產加以組群彙總，信託與

信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 

3.信用增強 Credit Enhancement：透過內部信用增強(如超額資產或次順位架

構)或外部信用增強（第三人提供保證或保險）等方式，提高證券之信用評等，

減輕證券投資人之風險。 

4.證券發行及交易 Trading：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經由證券承銷商，將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銷售投資人如銀行、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或

個人，並於次級市場交易。 

5.事務處理或服務 Servicing：委由創始機構或其他金融機構擔任服務機構，負

責向各債務人收取貸款本息，據以分配交付給證券投資人。  

6.金融資產證券化案例：參見表 4-3。 

 

表 4-3 臺灣資產證券化商品核准（或申報生效）統計表 

94 年 8月 31日；單位：新台幣億元 

類別/標的物 創始機構(委託人) 
核准/申報

生效金額 
核准年度 

嘉新國際公司 44.1 93 

中欣實業公司 6.0 93 

遠雄人壽保險 5.3 93 

富泰建設/全億建設 44.4 93 

新光人壽保險 28.0 93 

全坤興業公司 6.0 93 

CMBS/ REAT   (商業

不動產貸款/ 不動產及

相關權利) 

新光人壽保險 30.8 94.5 

第一商業銀行 54.8 92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57.0 93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55.9 93 

MBS 

RMBS 

(住宅抵押貸款) 
彰化商業銀行 54.0 93 

安信信用卡公司

(2005-1) 

45.0 94.1 
ABS Credit Card 

台新商業銀行 105.0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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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用卡公司

(2005-2) 

10 94.6 

Auto loans 日盛國際商業銀行 50.0 93 

Consumer/Card loans 萬泰商業銀行 115.6 92 

台灣工業銀行 36.5 92 

法商里昂信貸銀行 88.0 92 

台灣工業銀行 32.0 92 

台灣工業銀行 52.5 93 

建華商業銀行 49.0 93 

中國國際商業銀行 53.5 93 

CLO 

(企業貸款) 

中華開發工業銀行 51 94.6 

群益證券（2005-1） 32.7 94.7 

元大京華證券 100 94.8 

玉山商業銀行 100 94.8 

 

CBO 

（債券資產） 
中國信託銀行 180 94.8 

ABCP 世平興業公司 25.0 93 

富邦建設等 58.3 94.1 REIT(不動產及其相關權利/不

動產相關有價證券) 
國泰人壽保險 139.3 94.8 

類型別統計 

金融資產證券化 21件 1,347.5  

REAT 7件 164.6  
不動產證券化 

REIT 2件 197.6  

年度別統計 

92 年小計 5件 326.9  

93 年小計 14件 530.7  

94 年小計 11件 852.1  

發行合計 30件 1,709.7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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