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雙卡債發生源由的探討 

由於雙卡債問題形成的原因相當綜錯複雜，本研究嘗試以政府、發卡機構、持卡人與代辦公司

等四個構面切入，並以在自由經濟下政府應發揮的職能，作為研究的主軸，探討雙卡債問題發生的

根源： 

第一節 政府金融產業政策與監理制度不全 

一、國內金融市場開放的時程： 

第一階段：1984年-1991年迫於美國301條款壓力下逐步對外開放國內金市場 

政府信用卡市場開放底定後，在臺灣各界對金融自由化的期許之下，美國方面也透過 301 條

款施壓臺灣，在 1984 年左右，政府開始進行所謂的「金融自由化」，亦即將當時種種的金融管制

修法開放（經濟日報，1990.04.22，蕭維文）。 

此一階段主要的開放對向主要為外商銀行，主管機關在業務的開放上，為了維持國內金融的穩

定，因此政策上雖已朝自由化發展，態度上仍維持保守，對新種業務的開放均一再研究後，才會開

放，甚至常常在外商銀行壓力下，才被迫開放；例如信用卡開放初期基於控管貨幣供給的考量，只

允許具有到國外消費的功能，並不允許具循環信用貸款的功能，實質上只能稱為國際簽帳卡，後來

因為外商銀行從一開始即開辦循環信用的業務，而國內業者則是經爭取後，才不得不一視同仁的開

放。 

第二階段1992年-2002年開放新金融機構的設立 

此階段主要以開放新的金融機構為主，有大量新的銀行、證券、保險與期貨公司的成立，造成

所有金融業均與銀行相同均產生「over banking」的現象，但又不開放銀行往外發展，造成業者在既

有的市場上競爭異常激烈，新的銀行與老的銀行競爭，公營銀行與民營銀行競爭，外國銀行與本國

銀行競爭，銀行又與非銀行競爭，雖使消費者福利增加，但也使銀行存放利差減少、銀行收益減少、

逾放比率上昇。 

此階段國內銀行以企金為主要業務範圍，主管機關對於新種業務的申請，開始朝向開放的態

度，逐漸的幾乎申請都會核准。 

第三階段2002年加入「WTO」以後 

由於政府承諾於加入「WTO」後，要完全開放國內市場，此為使國內業者能與外商銀行競爭，

除擴大金融業務經營範圍外，並主動協助業者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亦提供許多便民措施，例如以

往銀行業要承作某種新業務時，必需逐家申請，改為一家申請，大家都可承作；此階段不但主動開

放業務，亦鼓勵業者開發新業務。 



二、金融監理政策不全、造成金融市場運作失衡： 

在自由化精神下主管機關強調尊重市場機制，金融監理的原則上採「業務從寬、財務從嚴」的

角度出發，基本上在業務上不作太大的限制，讓業者儘量發揮。政府尊重市場機制的態度基本上並

無問題，這在一般產業並無問題，但金融產業之所成為特許行業，乃基本上其所運用的資金為社會

大眾的存款，一但其經營問題，其所產生的損失將由存款戶承擔或全民買單。不管由誰買單，其過

程中均會讓社會動盪不安，而再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因此金融產業定然需要政府訂定一定的遊戲

規則，避免市場運作失衡，付出太大的市場失衡自我調整的成本。 

據報導：民國八十九年民進黨執政，雙卡(信用卡及現金卡)數量僅有一千八百三十萬張;今年，

雙卡數量成長逾兩倍、達四千五百五十五萬張，國民所得都沒有增加如此快速，金管會浮濫發卡，

龔照勝應概括承受所有責任。徐中雄強調，卡奴及卡債問題早就反映給金管會銀行局，卻不見政府

有任何管控動作。(經濟日報，2006.03.03， 黃名璽) 

以上所報導的內容就是指銀行在衝刺雙卡業務時，由於監理制度不全，造成市場運作失衡，產

生了卡債問題。 

政府大量開放銀行以後，造成金融市場中銀行的數量，由以往的供給不足，變成超額供給，其

結果如同「蛛網理論」中的豬農，當豬供給不足時，必然產生超額利潤，而使許多人加人養豬市場，

而使豬產生超額供給，使得豬農不得不降價以求，豬農因而產生鉅大損失；銀行亦同因有龐大資金

在手，容易產生財務理論上的「代理問題，經理人為求將資金貸放出去，以求銀行的生存，不得不

降價以求，只是它所降的主要的不是價格、而是授信標準，導致如同金管會統計的，欠卡債的人原

本有許多消費並不需要的，但在銀行因過度競爭下，而使許多持卡人有了太高的信用額度，而產生

了過量(付款能力)的消費，最後因而使銀行產生鉅額呆帳損失，而發生了這次卡債危機。 

在養豬市場中政府通常以出口量的調整，降低市場失衡時調整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損失，而這次

雙卡市場自2002年開始進入高成長期，而此同時香港、美國(前一次在1980年代)在2002年、韓國

在2003年與更之前在1983年的日本，均同樣產生類似的卡債危機，並付出許多處理成本，也採取

許多的監理措施來防止再發生。但其它國家的經驗主管機關並未引以為鑑，制訂適當的政策來維護

金融的秩序與穩定，以「尊重市場機制」為最高指導原則，並預期銀行能發揮自我節制的功能，以

致未制訂適當的監理措施，來防微杜減，放任部份非理性的銀行衝業務的結果，造成本次卡債問題

的產生。此次雙卡帳問題，政府在2001-2005年雙卡業務高成期階段，初期並無較積級的監理措施，

直到 2004年的「358分級措施」才開始算是較有注意到應該對雙卡業務應有所管理，但在「財務

從嚴、業務從寬」的原則下，將重點擺在對銀行財務面的管理，直到2005年11月雙卡帳問題延燒

到引起整個社會注意以後，有較積極面例如「銀行對單一個人無擔保授信不得超出月薪 22倍」限

制額度的監理措施出現。 

限制額度的做法在其它發生卡債的國家，均曾被作為防止卡債問題再發生的手段之一，例如日

本現金卡業者便有共同的默契，一位消費者原則上僅能申請七張現金卡，每張額度最高50萬。 

限制額度的做法雖有違市場機制運作的精神，但在維護金融與經濟社會的穩定原則下，乃兩害

相權取其輕、不得不然的作法。 

 



三、有關資訊不對稱？造成市場失靈的問題 

因應卡債協商還款機制，台灣銀行與土地銀行昨（10）日率先調降信用卡與現金卡利率，其中

土銀即日起現金卡循環利率從原本 12.99%和 9.99%，各下調自 9.99%和 8.88%，成為國內首家現金

卡利率低於10%的銀行。(經濟日報，2006.03.11黃國棟) 

國內公營其雙卡利率長期遠低於一般民營業者信用卡的20%、現金卡的18.5%，但以土銀與台

銀為例依金管會的統計資料，截至2006年4月底為止信用卡市場佔有率台銀僅0.14%、土銀則0.2%，

現金卡市場市佔率土銀雖位居第十名，也僅 1.6%；而這兩個市場的前三名均採高利率，且佔有率

也都高達10%以上，依經濟學的理論，在市場機制自由運作的結果，將產生價格低者市佔率應較高、

價格高者市佔率應較低而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原因，有許多人認為其中以劉億如立委為代表，認

為乃由於資訊不對稱造成的結果，業者利用資訊不對稱例如號稱零利率代償，卻收取15%以上的高

額手續費，等行銷策略來大幅擴展市場，在這些業者作大過程中，旦政府並未介入市場，來改善這

種資訊不對稱的現像，導致情形不斷惡化。 

這種利率在雙卡市場利率高低與市佔率不相稱的現像，一直到卡債問題暴發後，政府於 2005

年8月受到各方壓力後，才有比較積極的監理制度，要求業者對於收取利率的高低，必須予以透明

化，並公佈在各種場合給消費者了解。 

但市佔率高低是否由於資訊不對稱造成，或是由於各銀行經營、行銷、授信政策與人才的差異

有關，仍值得深入探討。 

 

 

 

 

 

 

 

 

 

 

 

 

 



 第二節 發卡機構-追求高利潤-衝刺雙卡業務形成「金融業的葡式蛋塔旋

風」 

一、本土型金融危機逐漸轉危為安、但經營環境並未實質改善 

當 2001年時國內銀行業者雖，已從企金市場的傷痛中裡慢慢復原，但金融業者仍面臨六大挑

戰的經營困境：(2003王鶴松) 

(一)、銀行家數太多 

(二)、銀行業業務競爭日趨激烈 

(三)、存放款利率差距縮小、獲利率下降 

(四)、逾期放款比率偏高 

(五)、產業外移與產業結構轉變帶來的潛藏問題 

(六)、直接金融比重續增 

二、雙卡業務由銀行業者的新希望到淪為票房毒藥： 

2001年時由於萬泰銀行經營現金卡的成功經驗，銀行業者尤其是新銀行發現，單一卡片業務

竟可以維持一家銀行的生存，在高獲利的誘惑下，便紛紛投入雙卡業務的開發，在2002年與2003

年競爭的主戰場在信用卡，那兩年循環信用餘額均有 30%以上的成長(詳如圖 3-5)，因為信用卡市

場歷史比較悠久，很快的在加入者眾的情形下，2003年年底信用卡市場便已趨於飽合。到了 2004

年消金競爭的主戰場便轉到了現金卡，國內業者投入這個市場大多集中在2001-2003這三年(詳附錄

五、六)，如同「葡式蛋塔」一樣，幾乎所有銀行一夜之間都賣起了現金卡，最多時總共有39家發

卡行，直追信用卡50家的規模，事實上信用卡發卡機構中，有6家專業的信用卡公司1，不能發行

現金卡，可說在發行信用卡的銀行中，也都發行了現金卡，促使這個現金卡市場在 2004/7-2005/7

一年間鉅幅成長。 

 

  

                                                 

1 此六家為台灣大來國際信用卡(股)公司、奇異信用卡(股)公司、台灣永旺信用卡(股)公司、安信信用卡(股)公

司、友邦國際信用卡(股)公司、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公司 

 



表 4-1  2004/7與 2005/7現金卡市場放款餘額比較表 

  Jul-04 Jul-05 成長率 

萬泰銀 65,884,831 70,663,833 7.25% 

台新銀 29,101,908 80,447,165 176.43% 

中華銀 18,824,210 29,432,059 56.35% 

中信銀 14,251,818 29,595,689 107.66% 

其它 71,682,534 96,558,751 34.70% 

整體 199,745,301 306,697,497 53.54% 

資料來源：金管會                 單位：仟元 

從表4-1可看出整體現金卡市場在2004/7-2005/7一年間，整體現金卡貸放餘額成長了53.54%，

而兩家消金的龍頭台新銀與中信銀成長率更超出 100%，而台新銀更以 176.43%的成長率，貸放餘

額一舉超越現金卡市場龍頭萬泰銀。 

惟現金卡貸放餘額在2005/11月創下3,152億後，便因部份發卡機構過於衝刺雙卡業務的結果，

造成整體業者產生鉅額呆債，而暴發此次的「卡債危機」，而許多發卡銀行因不堪虧損，而紛紛被

迫或主動宣佈退出市場，到2006/5底為止退出市場的已共有15家，剩下的業者不但對現金卡也對

信用卡，採取了緊縮政策，短短三年便玩完這個市場，至此雙卡業務開始進入冰原期。  

三、雙卡業務為何產生鉅額呆帳： 

(一)、授信標準不斷下降： 

部份發卡業者為了快速在這個市場穫利，而在同業高成長的示範下，業務部門都被經營階層定

下很高的業務目標，而在較有償債能力客戶層逐漸飽合下，為求在競爭激烈的雙卡市場中殺出一條

血路，授信標準便不斷往下修正，甚至以經營高風險的邊際客戶為目標。 

(二)、徵信不實： 

以下是工商時報的相關報導： 

「其實你?，作銀行的怎麼會不知道雙卡有危險呢？」講到這次踏入雙卡危機陳亮丞(大眾銀

行總經理)倒是笑了，他? 一開始看到現金卡業務，也覺得很奇怪，風險明明很高，一點徵信都不

作就發卡，「這樣對嗎？」陳亮丞說，他也問過負責雙卡業務的部門，是不是應該更嚴謹。「不過大

家都說，不這樣卡戶就去別家銀行辦卡，生意就不用作了。」陳亮丞說，當時自已沒有堅持，結果

未能避免雙卡帳風暴，突然感覺到「堅持有其必要」，真是銀行總經理寶貴的一課。(工商時報，

2006.04.14胡采蘋) 

以下引用今周刊(2006張弘昌)：但一般所有銀行都有正常徵信流程，大概流程如下： 

1.申請人填寫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財力證明(如存簿)、在職證明(如健保卡)。 

2.銀行行員針對申請人的年資、收入、工作條件進行行初次審查，如果有工作屬八大行業，或

者收入偏低的，就先行過濾掉。 



3.銀行行員打電話照會申請人，確定是否為本人申請。 

4.查詢聯合徵信中心，查看申請人過去的信用紀錄。 

5.查看申請人的身分證，工作等資料是否有偽。 

6.評估申請人現在的負債收人比高低和還款能力，以決定核准的額度。 

7.進行撥款或發卡。 

然而這些標準流程在銀行為求業績下變成僅供參考，一位金融業即指出現在銀行對信用卡、現

金卡等雙卡業務，「幾乎是閉著眼睛在簽」，不少銀行甚至只要看到申請書、身分證影本、和別家銀

行的卡片、以卡辦卡就照單全收，很多相關證明文件都省掉了，「簡單來說，只要活著、能呼吸，

要幾張卡就給你幾張卡，有急用的話，三十分鐘還可以立即發卡。」這位金融業者笑著表示，對銀

行來說，只要申請人沒也停卡記錄，基本上很難不發卡的，且額度往往讓客戶滿意，絕不會因為負

債比率過高而有所減少。 

今周刊內容所探討的便是部份銀行業者，為衝刺雙卡業務的非理性手段。 

(三)、對持卡人信用額度給予不斷提高，成為引燃卡債風暴的火柴： 

如果只是申請標準降低，徵信不實讓持卡人擁有多家銀行卡片，只要在額度上能善加把關，讓

月薪兩萬卻背負兩佰萬卡債的情形不要發生，則這次「卡債危機」應不會如此嚴重。 

以下分析觀念引用(經濟日報，2006.01.08 蔣沛霖)日本自1964年推出現金卡業務以來，迄今約

40年，屬於相當成熟的市場，故以日本消費金融公司的每戶平均餘額來"指標，應該頗具參考性。 

日本前四大現金卡公司，每戶平均餘額轉換成台幣後介於 14．6萬元-17.9萬元之間。由於日

本的物價高於台灣，若直接以匯率換算後比較餘額高低，會造成誤差，故(蔣沛霖)採用GDP與購買

力平價調整後之GDP之比率做為調整係數，以便比較日本與台灣的每卡動用餘額之真正高低。(調

整係數係依照世界銀行、美國中央情報局及主計處之資料推估而得) 

經過購買力調整後，台灣前四大現金卡公司的平均每卡餘額均高於日本，最高甚至接近兩倍，

表示台灣單一個人的信用曝險額明顯高於日本，在風險分散不夠的惜況下，信用損失的變異相對較

大，以目前的購買力差異來看，台灣現金卡業者將平均每卡的餘額控制在新台幣7萬元上下才是比

較安全的水平(購買力平價調整前) 

台灣現金卡業者從何時開始浮濫發卡呢？現金卡餘額成長率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 

現金卡餘額成長率 =己動用卡數成長率 +平均每卡動用餘額成長率 

國93年10月以後，現金卡餘額推升之主角由「已動用卡數成長率」改為「每卡平均動用餘額成

長率」，由於市場競爭，現金卡新戶之推展日漸困難，造成「已動用卡數成長率」呈現下滑的趨勢。

若銀行要維持現金卡動用餘額的高成長，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每卡平均動用餘額成長率」增加，恰

巧的是，民國93年10月的前四大現金卡銀行的平均每卡餘額剛好等於7萬元。這個數字與前述所算

出的安全水準接近，表示93年10月是現金卡額度氾濫的濫殤。(2006蔣沛霖) 



事實上不只現金卡的額度在2003年10月開始上昇，信用卡額度的加碼賽，亦同時發生，舊戶每

月覆核只要客戶消費增加，額度立即主動調整，甚至鼓勵客戶使用不佔額度的「零利率分期付款」，

新卡新戶的如未持卡的比照舊戶標準儘量給予高額度，如為「以卡辦卡」它行客戶則的直接大幅加

碼，以討好客戶；甚至它行的客戶直接用較低的利息，用代償、信用貸款額度加碼搶過來，而單純

認為其原來銀行的額度應該不會使用，最後終至不可收拾，往往等客戶發生問題時，已負債兩三佰

萬了。 

據報導：誰說銀行都想賺錢的？中興銀行當時這樣放貸，擺明就是要讓銀行虧死！」一名承辦

人員如此形容中興銀弊案，整個銀行就如同私人金庫，甚至只憑一張身分證，竟然可以辦到六千萬

元貸款，堪稱是有史以來額度最高的「現金卡」。(經濟日報，2005.09.16何祥裕)  

在參與額度加碼賽中的所有銀行均一廂情願假設消費者，會有理性的經濟決策，會控制自已的

消費額度，不會有超出自已能力負擔的借款行為發生，因此當其所有的信用需求，均由自已銀行滿

足後，消費者便只會跟自已維持往來，如此一來搶到越多客戶，利潤也就越高，而未考慮競爭者的

反應與消費者真的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事實上當一家銀行用額度加碼搶客戶而獲益時，便馬上會

有銀行跟進，市場中許多銀行，在求生存下都主動或被動的加入這場，現在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客戶

爭奪大賽，連一張額度陸仟萬殺手級現金卡都出現 ，最後使一些授信較嚴僅的銀行也都受影響了。 

事實上不管是浮濫發卡或者是額度的給予未合理控管，這種非理性的競爭行為在美、日、韓

與香港都曾發生，其最後也都對經濟社會造成嚴重傷害與成本的付出，在卡債問題發生初期，政府

認為市場機能下業者會自我節制，別的國家發生問題，台灣應不會發生；直到2005年4月在「發卡

行銷面」,「額度管制面」更是到2005年12月，才有較積極的監理制度推出，但雙卡債問題已成僚

原之勢。 

 

 

 

 

 

 

 

 

 

 



第三節 持卡人-空心消費「錯誤的消費價值觀」 

據報倒：卡債效應持續延燒，金管會今天提供一份以 5600名「卡債族」為調查對象的資料顯

示，卡債族刷卡支出項目中，非民生用品佔六成四，其申以百貨公司、KTV等消費佔最多:至於加

油、修車、水電瓦斯等民生支出則佔二成六。金管禽表示，外界所說的 50萬卡債族中，真正屬低

收入者約3萬人，因此並非所有戶債族都屬「卡奴」。(聯合新聞網，2006.03.11陳素伶) 

在自市場經濟下經濟學家認為，每個人的經濟決策均是理性的行為，以不侵犯別人的原則下，

每個人均會追求自我最大的利益，而經濟決策是理性的，因此每個人應會自我控制，導致其經濟決

策會害人害已，在此前提下，理論上應不會形成所謂「雙卡債問題」，但如同朱錦鄉(2005 資本、
風險與慾望機器：信用卡負債者的社會分析)的研究顯示： 

其以有別於社會輿論無法理解卡債，而認為這是一種非理性的態度，該研究認為對於卡債者而

言，以個人信用預支經濟資本、投資個人資本，正是他們「理性計算」的標準。透過卡片，能夠達

到以下目標： 

(一)、週轉經濟資本進行社交活動，維繫人際關係。 

(二)、可以購買符合自己美學品味的商品，得體的打扮讓自己在工作上更順利。 

(三)、調度金錢的使用、暫渡錢財窘迫的生活；或是賺取更多的經濟資本。 

透過達到以上三種目標，來滿足本身的慾望，而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人的慾望是無窮的，但

資源是有限的，在當借錢太容易，(以下 2006.01.04陳駿為)月薪二萬元可以貸到兩佰萬，致使人們
滿手鈔票時，通常要人們控制自我慾望是很難的事，按照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理論，將人的需求

分成五層，從金字塔圖形底部算起，分別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被接納的需求、尊重的需

求、自我實現的需求。當人們在做盲目消費時，往往搞不清楚當時的購買行為是屬於那個層次的需

求，換句話說，消費者並不容易區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而產生不必要的消費，(以下2006，

今周刊)有人為買名牌月入四萬，卻月增卡債十萬，月薪五萬卻卡債加房貸上千萬等「空心消費」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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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 

因此(經濟日報，2006.01.04陳駿為)便歸納兩個以信用來預支資本容易造成負債的主要原因： 

(一)、收支未控制好所造成的負債： 

造成負債的最通常原因就是「沒有量入為出」。凡是產品提供者為求利潤，必然透過各種廣告

或促銷手段刺激消費者購買意願。消費者往往為了滿足一時慾望，極可能在衝動的情況下做出消費

行為，買的時候花了大把鈔票，買完之後卻當垃圾丟掉，無形之中已經是一種浪費2。 

就收支管理而言，如果收入夠多的話，不必要的消費行為或許還不會造成負債；如果收入不夠，

則在信用卡、現金卡催化下，某些不必要消費行為正是造成負債的最主要原因。  

(二)、操作財務槓桿所造成的負債： 

借錢來投資並且以小搏大的做法稱為「財務槓桿操作」，透過槓桿的操作將使獲利快速提升，

但虧損時的資產損耗也相當驚人。操作財務槓桿可能會有可觀的報酬率，於是有人就會運用借款做

投資，畢竟「借錢來賺錢」是多麼輕而易舉的事。只不過萬一虧損時，其代價就是連本帶利的賠，

其中最糟的狀況，是萬一資產價值暴跌或趨近於零時，負債就會立刻惡化，因為除了資產價值全無，

還會有長期的借貸本息必須償還，這也是許多人造成終身負債的原因。 

                                                 

2 依金管會調查有 85%以上的雙卡債務人，高估自已的償債能力。 



因此政府的職能便是維持經濟社會在公平與效率的狀況下運作，因此對會破壞經濟社會穩定的

行為，便有責任訂定適當的產業政策來加以防止，例如對要以雙卡來透支信用者，而部份銀行業者

又以額度作為吸引消費者的手段，政府面對這種非理性的消費者與銀行，應需訂定規範限制個人過

度舉債，以防導致市場機制運作失衡的情形發生，降低經濟社會運作成本。 

惟政府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大原則下，希望銀行與消費者發揮自我節制的功能，直到雙卡債問題

已嚴重到無以復已的程度，2005年12月政府在各方壓立下，才推出有效限制持卡人過度擴張信用

的監理作法，「單一申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餘額佔平均月收入，不宜超過 22倍」，政府反應動作實慢

於經濟環境的需要。 

 

 

 

 

 

 

 

 

 

 

 

 

 

 

 

 

 

 

 

 



第四節代辦公司的推波助瀾  

 

3分鐘告知您可貸額度及最低利率 ! 

請留下您的資料 ,我們將立即與您聯絡  

以上就是經常讓人們看到的，代辦公司的廣告字眼，這一波卡債風暴如此嚴重，代辦公司所扮

演的角色，是較為大家所忽略的，事實上代辦公司存在已久，其影響的範圍也越來越大、越深，許

多每月僅有兩、三萬的月薪收入者，最後卻積欠了兩、三佰萬的卡債這大多是代辦業者的貢獻 ，
到底代辦公司有何能耐，以謊言、偽造等方式，提高申請人信用評比，讓已欠一大堆卡債、繳不出

貸款的人還辦得到小額信貸，以下便是代辦公司常使用的七種方法：3 

(一)、集中在統一時間送件： 

以往代辦業者常利用金融業者在徵信時，不會上聯徵中心的漏洞4，以及熟悉各銀行的作業流

程，便集中在統一的時間，一起向各銀行送件，以達到替申請人，高額貸款的目的。 

(二)、 設法擠進一千大企業： 

因為銀行在審核個人資料時，常利用電腦作第一層徵審，而電腦對一千大設定的參數任職單位

的「公司名稱」的申請人，往往給予自動過關的評分，「職稱」反而不是重點。 

(三)、偽造扣繳憑單或薪資條： 

因為大部份銀行在要求財力證明時只要求提供影印本，因此要偽造扣繳憑單或薪資條並不難，

                                                 

3 本研究 2-7種方法參考今周刊 471期李曉婷所撰「謊言、貪婪、卡奴 拆穿代辦業者偷天換日六大招數」。 

4 現在金管會已要求各銀行在徵信時，便必須將申請記錄件上聯徵，撥款時必須再覆核一次，以防堵這個漏洞。 



因此只要數字不要太離譜，銀行徵信員大多不會去求證真實性，也就容易矇騙過關，貸款額度也經

常偏高。 

(四)、向銀行偽裝為優質客戶： 

例如申請人從未申請信用卡或現職未滿三個月，代貸業者便會建議申請人與前公司套好招；因

銀行通常認為家庭主婦「呆帳率最低、最容易還錢」，如果是女性且已婚，通常建議其填上家管。 

(五)、利用假店面創造信貸空間： 

讓申請人佯裝租個店面，並在裡面放一些商品，再向銀行申請創業貸款，等貸款下來後，做不

做生意已不是重點；如要超額申請房貸，就由代辦業者、申請人與建商或仲介業者形成默契，在買

賣契約書上虛增成交金額。 

(六)、租賃親友房子最有利： 

因為銀行會以個人負債比做為重要評估項目，一般在計算收入時三分之一作為生活費用，三分

之二作為償債的來源，因此如房子為自有則因負債比提高，對於信用評分自然較低，而在外租賃則

代表居無定所，如向親有租賃則代表不容易搬家，如將來申請人違約，也可找租賃人探詢債務人行

蹤。 

(七)、謊稱教育程度至少高中畢業： 

因為銀行評估信用時，教育程度越高代表工作機會越多，償債能力越強，因此如為國小畢業恐

怕要審核過關不易，因此代辦業者通常會建議至少要填選「高中或專科畢業」！ 

對於台灣目前代辦公司的存在的盛況，其與催收公司的存在一樣，問題已年代久遠，且製造問

題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對於金融業委託的催收公司，財金主管當局於八十八年開始納入規範，

且管理越來越制度化，但政府相關部門對代辦公司的問題似乎漠視或者無視於它的存在，因此到目

前為止仍缺乏一套有效的管理辦法，以使其不再危害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