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當前面對雙卡債問題的各種解決方案 

目前各界針對，如何能有效解決與預防雙卡債問題的發生，由於此問題影響的範圍相當的廣

汎，且發生的原因亦綜錯複雜，因此所遷涉到的政府部門、發卡機構、持卡人與非營利機構等均提

出各種方案來解決與因應，本研究把其中較重要的方案加以彙整，將其簡要內容與效果，在本章各

節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政府 

一、行政院 

(一)、金管會：(資料來源金管會網站新聞稿) 

1.有關杜絕發卡浮濫面措施如下： 

(1)、（2003.9.30）信用卡正卡及現金卡申請人須年滿20歲： 

要求各發卡機構核發信用卡正卡持卡人，年齡須年滿20歲，附卡持卡人，年齡須年滿15歲；

這項規定納入銀行公會信用卡業務自律公約中，且不溯及既往，2003年11月12日起正式實施。 

(2)、（2004/3/23）須確認申請人具有經濟來源、還款能力及舉債情形。 

(3)、（2005/4/29）現金卡擬核給可動用額度單一銀行超過20萬，整體銀行100萬，須檢附所得

或財力資料。 

(4)、（2005/12/19）申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餘額佔平均月收入，不宜超過22倍。 

(5)、（2005/12/19）各發卡機構對已核發的信用卡、現金卡或信用貸款至少每半年需定期辦理覆

審一次。  

(6)、（2006/03/31）金管會為加強雙卡之發卡業務特要求發法機構，自 2006年4月1日起暫停

辦理信用卡、現金卡及消費性貸款之委外行銷及對保作業。 

措施成效： 

目前的雙卡貸放餘額為 NT7,147(億)，與 2005年 11月的高峰時NT8,086(億)相比，短短五個月

減少近仟億、減少比率達11.61，顯見雙卡業務在政府與各銀行緊縮政策下，已快速退燒。(詳圖3-5、

圖3-7) 

2.有關防止學生因持卡過度消費端措失如下： 

(1)、學生現金卡以2家機構，每家額度2萬元為限；信用卡以3家機構，每家額度2萬元為限。 



(2)、發卡機構應將其發卡情事通知父母持卡情形。  

(3)、禁止對學生族群進行促銷。  

（以上規範信用卡為2003.1.15、現金卡為2003/4/8） 

(4)、(2004/11/23)禁止金融功能 (含金融卡、信用卡、現金卡等) 附加於學生身分功能卡片。 

措施成效： 

公開資訊中僅有學生持有現金卡卡數部份，自93/11 68,695卡，下降至94/11 53,172卡，信用卡

部份則無公開資訊。 

    3.有關改善業者不當廣告行銷端措失如下： 

(1)、 (信用卡2004/9/21) (現金卡2005/4/29)禁止以「快速核卡」、「以卡辦卡」、「以名片辦卡」

作為行銷售訴求。  

(2)、(現金卡2005/4/29)(信用卡2005/12/19)辦卡或開卡時不得給予贈品或獎品。 

(3)、（2005/12/19）禁止於街頭（含騎樓）設攤行銷信用卡及現金卡。 

(4)、(2004/06/1)廣告及申請書中加註警語： 

(A)申請書：於簽名欄旁加註「未按時依約繳款之紀錄，將登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而影響您

未來申辦其他貸款之權利」。 

(B)廣告：必須出現警語「信用無價，請小心謹甚使用」、「謹慎理財、信用無價」、「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請計劃用卡，避免損害信用」、「衡量自身能力，謹慎運用現金卡」或「用卡量力為、

信用保長久」。約束不當廣告用語及訴求等等。 

(5)、(2004/2/8) (2005/04/29)約束不當廣告用語及訴求。  

具體成效： 

(1)、一.減少發卡機構核發呆卡。 

(2)、二.避免誘發民眾為了贈品辦卡。 

(3)、現在所有媒體廣告已無不當行銷廣告。 

4、有關改善資訊不對稱端措失如下： 

(1)、(2004/12/28)發卡機構必須於網站及申請書中詳列利率及各項費用。 

(2)、(2004/7/9按季公告)(2005/2/9每週公布)請銀行公會每週公布各發卡機構之信用卡及現金卡

利率。 

(3)、(2005/06/01)發卡機構於消費者申辦現金卡之前，要先聽銷售人員唸一次「宣告書」，了解

使用現金卡的種種權利與義務，如果銀行宣告完了後，申辦者仍決定要辦卡，銀行才可以核發。 



(4)、(2005/08/15)以年百分率方式，揭示消費者之所有應付總費用。  

(5)、(2005/12/19)各金融機構最遲應於95年6月底對信用狀況不同之信用卡或現金卡客戶採取

差別訂價。 

(6)、(2006/03/09)修改定型化契約將雙卡利率一律改為單利。   

(7)、(2006/04/13)訂定「現金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暨範本」。 

具體成效： 

(1)、銀行公會自2005/12/23起於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及蘋果日報公布各發卡機構之信

用卡及現金卡利率。 

(2)、所有銀行均已於2006/05/01起依客戶信用狀況採取差別定價1。 

5.改善資產品質端的措施： 

(現金卡2004/6/17)(信用卡2004/6/29) 

採取「358」分級監理措施： 

(1)、逾期放（帳）款比率3％以上但低於5％者：以書面函知發卡機構並限期改善。 

(2)、對於逾期放（帳）款比率5％以上但低於8％者：以糾正，並限期改善。 

(3)、逾期放（帳）款比率8％以上者：暫停發卡業務。 

具體成效：  

 在監理措施實施後，已有5家銀行被暫停信用卡業務之承作。另有9家發卡機構自行退出現

金卡市場，6家暫停現金卡業務2。  

6.改善發卡機構與委外催收不當催收措施如下： 

(1)、訂定不當催收標準： 

(A)、催收時不得有暴力、辱罵等不當行為。 

(B)、僅能對債務人本人及其保證人催收。(2003/11/4) 

                                                 

1 一般分為五級例如中信銀7.99%、12.49%、15.49%、18.49%與19.49%。台灣銀行則分三級8.8%、9.8%、

10.8%(2006/03/31陳素玲)台新銀則10級分為8%、11%、18.25%、18.5%、18.75%、19%、19.25%、19.5%、19.75%、20%。

(2006/04/01陳毓婷) 

2 退出市場的有華僑、板信、台企銀、台南六信 、土銀、交通銀行、中華銀行和英商渣打銀行等 8家發卡行退出市場。暫停的有，

玉山、台北富邦、國泰世華、中信、台新和日盛等 6家。  



(C)、委外催收不當行為應由銀行負責。 

(D)、設立不當催收檢舉專線─（02）2536-0431。(2003/06/03) 

(2)、(2005/05/19)受金融機構委託機構的催收人員，必須參加公會或認可機構舉辦的催收專業訓

練或測驗，並領有合格證書，才能執行相關業務。 

(3)、(2005/12/19)發卡機構暫停信用卡及現金卡的逾期債權出售予資產管理公司（AMC），但不

溯及既往。 

(4)、文要求發卡機構於1/20-2/05農曆年期間暫停催收。 

(5)、2006/03/21比照韓國處理卡債經驗成立陽光 AMC將各銀行低收入戶與失業卡債戶，以債

作股轉入陽光AMC，該公益性AMC委託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管理。 

(6)、(2006/05/12)在符合以下條件下，開放金融機構出售信用卡、現金卡及信用貸款之不良債權，

可出售給資產管理公司（AMC）。  

 (A)、已進入「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債務協商機制」協商中者，不得轉售

給資產管理公司。 

(B)、得標的資產管理公司不得將不良債權再轉售給第二人，並應委託原出售的金融機構或其

指定或同意的催收機構進行催收作業"，催收機構應承諾遵守銀行法及有關法令規定，出售債權的

金融機構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有效規範及查核各該催收行為並承擔催收機構不當催收行為

的責任。 

(C)、已出售的不良債權，如客戶依「中藥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債務協商機制」

提出申請協商，原出售的金融機構應知會資產管理公司辦埋協商．經最大債權銀行協商成功者，該

資產管理公司應無條件接受協商還款方案。 

(D)、得標的資產管理公司如違反相關約定者，金融機構應立即與該公司解約並寰回不良債權，

同時請求違約金並將資產管理公司名單登錄在聯合徵信中心供各金融機構參考。 

（F）、 前揭相關規定應於契約中明訂並報金管會備查；另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金融機構與資

產管理公司簽約前，應將前揭（二）、（三）、（四）相關事項，以書面告知債務人。 

具體成效： 

2006年以來已有四家委外催收公司，因不當催收被查證屬實，其合作的銀行金管會要求停止

與其業務合作關係。 

 

7.實施「消費金融債務協商機制」建立統一債務協商平台，協助還款能力不足者，與銀行業者

單一窗口協商還款條件：(詳彙整簡表5-1) 

(1)、2005/11/07-2006/01/01實施初版協商機制： 

 



(2)、2006/01/01-2006/04/10實施修正版「消費金融債務協商機制」其簡要內容如下： 

(A)、協商對象涵蓋所有繳款延滯戶及無充分還款能力的正常繳款戶。 

(B)訂定一致性的還款方案（詳附件－「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還款方案」），如符合該方案

條件的債務人，由最大無擔保債權銀行洽債務人同意後，依約還款；未符合上述還款方案條件的債

務人，則由各債權銀行依多數決方式(超過債權總額二分之一的銀行同意)協議還款條件。 

(C)、債務人因特殊因素，如失能、重大疾病、中低收入戶或特別際遇家庭，可視實際狀況提

供最低至0%的貸款利率，期數最長10年。 

(D)、如果債務人有任何一筆債務利率較協商的利率低者，則該筆債務仍按原利率及條件計息。 

(E)、申請協商的債務人免再向聯徵中心申請信用報告，由受理申請的主要 8大銀行或其他債

權銀行視情況依債務人授權或逕向聯徵中心查詢其信用資料。 

(F)、由最大債權銀行統一辦理債務協商條件的審核、後續收款及違約處理。 

(G)、本債務協商條件修正前，依原機制申請協商的案件，不論協商成功與否，得依債務人申

請，依本債務協商條件辦理。 

(H)、自95年1月1日起，由8大銀行提供受理專線，供債務人申請，並不限於該8大銀行的

債務人。其他銀行現有專線仍繼續受理該銀行債務人的申請。另外為了避免道德風險，銀行公會也

決定協商機制的債務內容僅以 94年12月15日前消費、借款的卡債或信用貸款餘額為準，而且進

入協商機制的債務人，會在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作信用註記，以利金融機構控管其還款情形

及避免債務人繼續增加債務負擔。該修正機制實施後，不但可擴大受理對象，簡化處理流程、提昇

處理效率，亦可視債務人情況提供不同協助、提高協商成功比率、減輕債務人債務負擔、免除債務

人與多家發卡機構協商及還款的困擾。 

(3)、2006/04/05銀行公會宣佈「消費金融債務協商機制」將運作到年底(2006/04/06吳雯雯)  

 

 

 

 

 

 

 

 

 



表5-1卡債協商機制條件簡表 

新版卡債協商機制還款條件 

類型 
無擔保債務總額與月薪

收入 
還款條件 

小於25倍以下 不提供協商 

１ ． 正 常 繳 息 或 逾                                                  

期繳息未超過３０天者     ≧25倍 

1、１２期，利率３．８８％       

２、２４期，利率４．８８％        

３、３６期，利率６．８８％         

４、６０期，利率９．８８％                                                   

５、８０期，利率１２．８８％ 

小於１７倍 依個案 

大於（含等於)17倍，但

小於２５倍 
6０期，利率 3.88% 

２．逾期繳款超過３０天

者                                       

≧25倍 80期，利率為０ 

註：（１）若債務人有失能及重大疾病等情況者，可考慮提供零利率、期數最長達 １０年

的還款條件。                                                                                                                                                    

（２）80期，利率１２．８８％者可望調降。                                                                                                                 

資料來源:各銀行 

 

具體成效 

(1)、截至952006/05/12，已收到符合協商機制受理條件申請153,198件，協商成功件數共計130,500

件（約2008億元）。 

(2)、另關懷卡債族工作小組，提供持卡人所面臨之就業、安養、急難救助、心理諮商輔導等

因應措施方案，截至95年5月12日止，金管會受理件數累計26,428件，其中有就業、安養及企業

融資等需求共25,513件，均已分請相關部會協處。 

(3)、首批參加債務協商機制債務人繳款率達85%。  

8.對消費者教育宣導的相關措施： 

(1)、與青輔會合作：辦理「青年使用現金卡三級輔導機制」，並委由張老師基金會設置

「0800-00-6180」樂意幫您輔導專線，提供心理輔導與諮商協助。 

(2)、與銀行公會及消基會合作；由動畫人物「阿貴」代言宣導短片， 

 並舉辦座談會，宣導正確使用信用卡及現金卡之觀念。 

(3)、推動「金融知識普及計畫」：編製中小學金融知識教材、金融生活達人手冊等，從養成教

育中推廣金融知識至校園與家庭。 

(4)、於本會銀行局「銀行百寶箱」網站「消費者園地」，及銀行公會網站「消費者專區」，提



供各類   金融資訊，並請銀行公會編製   「信用卡小百科」及「現金卡小百科」，供民眾參考。  

具體成效： 

(1)、與青輔會合作共發送80萬8千份宣導摺頁宣導正確用卡觀念。 

(2)、「0800-00-6180」專線自 94年10月3日正式開線至年底已13週，來電諮詢個案量累計已

達2,681人；其中有1,036人轉介心理諮商師，249人轉介至銀行公會進行債務協商。 

(3)、「春水堂－阿貴」宣導動畫，已寄送15,000人次，並製作3,000份光碟。 

(4)、金融生活達人手冊已印製20萬冊，陸續發送予消費者參考。 

(二)、經濟部 

1.擬具債務催收公司管理條例草案：(2006.02.13) 

(1)、業者須先取得政府許可並加入同業公會後才能營業。 

(2)、催收人員須通過專業訓練並領有證書。 

(3)、不得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方法催收，業者若違反規定，得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新台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2006.02.14管中維) 

2.(2006.0404)中小企業處研擬「協助受卡債影響營運之微型及中小企業主要點」(林淑媛) 

(三)、法務部： 

1.(2006.03.10)訂定「民法信用卡專章」雙卡利率上限擬定為年息12%；並以台銀五大銀行平均

放款利率加碼5%-8%浮動調整。(張國仁) 

具體成效： 

2006.03.14 行政院緊急召開財經小組會議邀法務部長施茂林報告擬訂信用卡專章事宜，並決議
尊重市場機制與利率自由化。 

(四)、內政部： 

(2006.02.24)設立不當討債檢舉專線(02-23565009)。(張國仁) 

(五)、經建會： 

(2006.03.04)比照韓國經驗建行政院成立「關懷卡債族社會輔助工作小組」，由經建會主委任召
集人，金管會為幕僚單位。(中央社) 

具體成果： 

依金管會統計資料顯示，關懷卡債族工作小組，提供持卡人所面臨之就業、安養、急難救助、

心理諮商輔導等因應措施方案，截至 95 年 5 月 12 日止，金管會受理件數累計 26,428 件，其中有
就業、安養及企業融資等需求共 25,513件，均已由金管會分請相關部會協處。 



二、司法院(資料來源：司法院網站)： 

(一)、訂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詳見附錄一、二) 

以協住卡奴友重生。其中規範聲請簡易破產、清算(工商時報，2006.03.06 張國仁)與更生程序
其歸納(簡圖 5-1、簡圖 5-2) 

 

 

 

製圖者：（2006張國仁） 

圖5-1債務人簡易破產、清算程序流程圖 

圖 5-1簡易破產、清算流程圖 

 

 

 

 

 

 

 

 

圖 5-2債務人更生流程圖 

(二)、修正法院組織法 

在法官監督下，設立不與聞訴訟的司法事務官，協助卡奴處理聲請破產，既然司法事務官無須

與聞訴訟，無須納入司法院編制。 

具體效果： 

法案於五月份會辦行政院，立法院下會期才可能送審。 

 

 



三、立法院 

(一)、(2005.11.23)國民黨團提「銀行法第 47條之 1條文修正草案」要求利差不得超過 10%。
(經濟日報，邱金蘭、林政忠) 

(二)、 (2006.03.14)提出「民法債權編第 205條修正案」：(經濟日報，吳美燕、邱金蘭) 

1、陳根德版：將雙卡最高約定利率降為 12%。 

2、郭林勇版：將雙卡最高約定利率降為 10%。 

 

(三)、 提出破產法修正案： 

1、國民黨團版「破產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簡要題規定： 

(1)、償還債務兩成以上。 

(2)、債務未滿一仟萬。 

(3)、債權人三十人以下 

經債權人同意後，即可向法院申請破產。 

另規定「阿 B條款」限制債務人日常生活不能奢侈、浪費。 

(1)、台聯立委賴幸媛「民事更生法草案」 

(2)、國民黨立委徐中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即司法院「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經
濟日報，2006.05.06陳孝婷)亦有「阿 B條款」 

具體效果： 

(一)、 「銀行法第 47條之 1條文修正草案」僅通過一讀。 

(二)、民法債權編第 205條修正案僅通過委員會審查。 

(三)、 破產法修正案目前仍在連署中預計下會期才有可能列入審查。 

(四)、 (2006.05.10)提出債務催收行為法草案：(邱金蘭) 

將債務催收公司納入管理，草案明訂排黑條款、催收時間與方式等，以避免暴力催討債務等行

為，以維護社會秩序。 

具體成果： 

2006.05.10 財委會審查通過逕付二、三讀。 



第二節 發卡機構 

發卡機構除配合金管會實施各種措施以解決雙卡債問題外，尚採取以下各種做法來面對雙卡債

問題： 

一、改善資產品質相關措失如下： 

(一)、緊縮新申請件核發標準： 

據報導：雙卡呆帳攀升，銀行核卡愈來愈謹慎，根據金管會銀行局統計(詳圖5-1)銀行核發新卡數

銳減，去年10月末發生水價風暴時，市場每月新發卡量都超過56萬張，今年2月卻僅剩下22萬張，短短

四個月，減少幅度近60%，尤其以今年1月下降速度最快，顯示民眾想辦新卡將難上加難。(經濟日報，

2006.04.13陳芝豔、洪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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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前五大發卡行新卡核發比較 

(二)、信用不良舊戶立即停卡或縮減額度： 

據報導：如何堵住卡債失血孔？新光銀行與波士頓顧問公司建立「控卡指標」，對於債務大量

移轉、債務暴增、久未刷卡卻大量消費等「高風險族群」進行額度縮減或停卡且調派最有經驗的催

收員針對M0或M1加強催收，同時主動邀請高風險客戶參與債務「瘦身計劃」提供數期較低利率
的還款方案。… .. 

… 國泰世華銀行方面也表示，如以往就有遲繳記錄、長久都未使用的信用卡，這些族群國泰世
華銀行近期都會重新檢視其信用風險，如果發現已與當初發卡時條件不同，如更換工作、收入減少、

負債大量提高等，國泰世華就會考慮其未動用的部份予以停卡。(聯合報，2006.03.18 彭? 伶、彭

暄貽)顯見用停卡與縮短額度來降低風險，已成為發卡機構普遍性做法。 



(三)、停辦代償業務： 

據報導：銀行緊縮消金業務的態勢．從現金卡往信用卡蔓延:據悉，中國商銀、復華銀在高層
指示下．近來已停辦信用卡餘額代償業務，而一度積極開拓這類業務的國泰世華銀及遠東銀，則已

早一步停辦、大幅降低核卡率等措施，以避免消金冰河期，在友行「你去我檢」下，最後後搶到一

堆邊緣戶上門。(自由時報，2006.01.13陳怡慈)據了解目前所有銀行均已停辦代償餘額業務。 

(四)、增提呆帳準備： 

據報導：因應卡債國泰世華銀增提呆帳準備 90 億-12 月將出現虧摧，國泰金也會出現赤字，
全年每股獲利降到 2.5 元，饒世湛：一次提足，改善消金品質。卡債波濤再起!國泰金掛旗卜國泰
世華銀行昨(29)日宣布，12 月將針對消金放款業務潛在損失．一口氣增提鉅額呆帳準備 90 億元，
此舉將使國泰金及國泰世華銀 12月雙雙出現單月虧損，並可望帶動銀行業繼企金業務後，衝著消
金業務再掀 一波大幅打銷呆帳的風潮。（經濟日報，2005.12.30葉慧心）陸續有其它銀行增提備底
呆帳-台新 191億、富邦 130 億、大眾 45億。（資料來源各銀行網站） 

（五）、緊縮或停止預借現金業務： 

據報導：銀行消費金融收傘，繼續祭出「緊箍咒」。中國信託、台新銀均針對新發出的信用卡，

限制前三個月內不得預借現金。國內前兩大佰用戶發時銀行出招．各銀行也紛紛調降頂借現金額

度，目前市場平均水準為借用額度的五成，比全盛時期等於「砍」了 一半。（聯合報，2005.10.26
吳雯雯） 

據報導：華銀信用卡，全面停止預借現金，其他銀行也一路緊縮。另外，銀行相繼停辦現金卡，

銀行仍籠罩在卡價風暴的陰影下，民眾想要利用雙卡調度小額現金，普遍告貸無門。（民生報，

2006.05.20李國煌） 

(六)、拉高小額信貸門檻： 

據報導：許多銀行自從卡債風暴後，對小額信貸不但會遵守金管會不得超出月薪 22倍的規定
外，內部尚會訂定更嚴格的審核標準，例如： 

銀行要「認清」客戶的時間拉長了!以往憑信用跟銀行借錢的人，只要往來 6 個月，銀行大致
就確認，這是做會正常還款的好客戶，現在銀行巴將客戶觀察期延長為 18個月。(民生報，2006.02.09
劉菁菁) 

二、開源措施： 

(一)、恢復收取年費： 

據報導：台新銀行總經理蔡孟峰昨(2)日表示，台新銀已在研擬收年費的相關方案，不過，會
一併考量卡友權益，讓持卡人的福利不縮水。根據瞭解，台新銀對白金卡、金卡與普卡都會訂出不

同的年費標準，預計近期內開始實行。（經濟日報，2006.05.03 黃國棟）其它各銀行亦計劃開始收
年費例如中信銀、中國商銀等。 

(二)、出售 NPL： 



金融機構出售 NPL不但可以馬上獲得一筆現金收入，且其出售損失可分五年攤銷，避免對單
一年度損益衝擊過大，因此出售不良資產作為盈餘管理的工具，似乎成為現階段發卡機構的主要做

法之一。(表 5-2為 2005/11-2006/5各發卡機構出售不良資產明細表) 

表 5-2 2005年 11月卡債風暴後銀行公告出售 NPL一覽表 

公會公告

日期 
銀行 

不良資產內

容 
金額 

公會公告

日期 
銀行 不良資產內容 金額 

2006.03.02 北富銀 

有擔保不良

債權，無擔

保不良債權 

有擔1.25億無

擔2億 
2006.06.14 中信銀 

無擔保不良債

權 

信用卡50.73

億，現金卡

41.43億 

2006.01.25 北富銀 
無擔保不良

債權 
1.4億 2006.06.07 中華商銀 

現金卡、信用

卡、企金 

現金卡36億

元信用卡 8

億元企金 6

億 

2005.12.21 寶華銀 不良債權 26.7億 2006.06.07 京城 不良授信債權 0.23億 

公會公告

日期 
銀行 

不良資產內

容 
金額 

公會公告

日期 
銀行 不良資產內容 金額 

2005.12.20 台銀 不良債權 3.9億 2006.06.06 復華 不良授信債權 14.06億 

2005.12.09 安泰銀 
消費性授信

不良債權 
40億 2006.06.06 安泰銀 

消費性授信不

良債權 
20億 

2005.12.06 寶華銀行 
不良授信債

權 
3億元 2006.06.02 聯邦銀 

現金卡、信用

卡、汽貸 
55億 

2005.12.03 萬泰銀行 
現金卡、信

用卡 

現金卡 12.36

億元，信用卡

2.73億元 

2006.05.25 安泰銀 
消費性授信不

良債權 
30億 

2005.11.30 中國信託 
無擔保不良

債權 
3.5億元 2006.05.22 萬泰銀行 不良授信債權 35億 

2005.11.29 中華銀行 
現金卡、信

用卡 

現金卡 18億

元，信用卡3.1

億元 

2006.05.17 交銀 
聯貸不良債權

(旅館） 
49億 

2005.11.21 大眾銀行 信用卡 3.2億元 2006.05.16 中華商銀 現金卡、信用卡 

信用卡

50.73億，

現金卡

41.43億 

2005.11.16 北富銀 

有擔、無擔

共三筆不良

債權 

10.91億元 2006.04.19 交銀 
聯貸不良債權

(旅館） 
38.7億 

2005.11.15 合作金庫 不良債權 456億元 2006.04.19 交銀 聯貸不良債權 6億 

2005.11.08 台南企銀 

不良債權三

筆、合併拍

賣 

2.3億元 2006.03.09 復華 不良授信債權 20.47億 

2005.11.04 中華商銀 信用卡 2億元 2006.03.08 土銀 不良債權 259億 



資料來源：銀行公會            

由表5-2可知賣雙卡債權的銀行越來越多，且金額越來越大。 

(三 )、轉攻企金-中小企業放款： 

據報導：信用卡、現金卡雙卡風暴下，獲利大幅縮水，使各銀行積極尋找新的獲利模式，三商

銀今年不約而同鎖定提高「中小企業」及「海外分行」營運目標，且對中小企業將增加放款數百億

元，寄望能成為主要穫利來源。(經濟日報，2006.03.13黃國棟)。 

今年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將衝刺中小企業放款，作為業績成長主要來源。 

三、節流措施： 

(一)、退出雙卡市場：(資料來源：各報紙與金管會網站) 

1、退出現金卡者有華僑、板信、台企銀、台南六信 、土銀、交通銀行、中華銀行、華銀和英
商渣打銀行等 9家發卡行。暫停的有，玉山、台北富邦、國泰世華、台新和日盛等 5家。 

2、退出信用卡市場者有 

美國運通、法商佳信、基隆二信等三家。 

(二)、取消卡友優惠： 

據報導：刷卡借錢賺紅利點數，愈來愈難!信關卡發行量排名第二、三大的台新銀、國泰世華
銀行最近不約而同宣布，分別將從 7、8月起，將預借現金從紅利點數的適用範圍中剔除。也就是
本國主要發卡銀行，從老大(中國信託)、老二(台新)、老三(國泰世華銀)到老四(聯邦銀)，都對持卡
人刷卡借錢賺紅利點數，說 NO!(民生報，2006.06.10劉菁菁) 

其它銀行也陸續取消的許多卡友優惠例如刷卡送旅遊平安險、免費停車、機場接送、機場貴賓

室、免費道路救援與掛失手續費、逾期處理費等。 

 

 

 

 

 

 

 



四、引進外資改善資本結構健全經營體質： 

表 5-3國內銀行引進入股外資狀況表 

引進成功名單 洽談中名單 

國內銀行 引進外資 國內銀行 

萬泰銀 GE Capital 中華銀 

引進成功名單 洽談中名單 

華橋銀 紐約人壽 遠東銀 

玉山金 淡馬錫 安泰銀 

日盛金 新生   

台新金 新橋、野村   

資料來源：各報紙 

五、改變催收作業模式： 

(一)、以協助債務人理債方式進行催收： 

據報導：真正的「卡神」中國信託副董事長羅聯福、花旗銀消費金融部總經曳管國霖，不約而

同，拒絕用「卡奴」二字來稱呼債務人，也不約而同，表明要盡最大誠意，協助債務人解決問題。

羅聯稿昨天說，已經要求行員，催收方式要完全改變，要聽債務人解釋，要跳下法、設身處地幫忙

解決，唯一的要求是不能被價務人騙，耍降低道德風險。(民生報，2006.02.24劉菁菁、李國煌) 

(二)、降息分期攤還： 

據報導：當卡友都在斤斤計較協商機制的降息範圍有多大時，聯邦銀行已率先針對現金卡戶實

施「分期攤還」的降息措施，只要按期攤還末違約，最後一期的本金與利息還「免付費」。主管表

示，日前已成功救回了近 20億元的放款。年後，還會針對此方案進行更詳細的規劃，重新再推出，
屆時將有更多戶友受惠。(經濟日報，2006.01.24陳雅雯) 

(三)、成立查訪大隊： 

據報導：銀行催收人員指出，逾期未繳超過三個月的卡債族，平均十通催收電話，有八通找不

到人。銀行得雇用催收高手，對抗頑強的卡債族，甚至組成訪查大隊，直搗卡債族的住家或上班場

所，一探究竟。(中廣新聞網，2006.03.02張雅惠) 

 

 

 

 



六.教導持卡人理債： 

具代表性案例有： 

(一)、 VISA設立「優悠理財」網站： 

(myMoneySkill.com.tw)是該組織特別為台灣地區的持卡人，設計的知織理財網站。 

(二)、「MasterCard財富管理大師」： 

據報導：萬事達卡國際組織結合政府、教育等產業資源，推出中文互動式網站「MasterCard
財富管理大師」，並以「六大絕招」教導大眾正確理財觀念，將陸續舉辦遍佈北、中、南三地的大

專院校校園巡迥健診活動，實地檢測學生的「財富健康指數」。「MasterCard財富管理大師」網站包
含各種豐富詳盡的理財資訊，並以六大理財絕招教導消費者如何聰明理財，包括:1．節制開銷、2．
計算未清償金額、二設立目標、4，擬定計畫、5．記錄支出、 6．繳款金額高於最低應繳金額。(聯
合報，2006.03.14謝淑慧) 

(三)、台新銀行「金錢管理計劃」： 

據報導：在低利率的背景下，現在談理財、「理債」反而成為一大重黑。為了讓消費者更有效

率的管理帳務，台新銀行 Story現金卡時新推出，內容包括「聰明還款專案」及「家庭管理計劃」。 

1.Story現金卡的「聰明還款專案」，透過客戶預先設定固定期數的自助扣款設定，希望能培養
客戶定期還款的習慣。台新銀行表示，凡是加入「聰明還款專案」計畫的 Story現金卡卡友，連續
12期扣繳成功，台新將主動降息 1個百分點，並於專案計畫結束後，捉供 7-戶禮卷作為回饋 

2.「家計管理計畫」則是藉由創新設計的家計簿替消費者設計專屬的個人生涯理財規劃，這本
家計簿內除了以簡單步驟帶領消費者循序檢視個人的金錢觀念，更依據個人生涯所面臨的不同財務

狀況進而捉出建議規畫方向，希望能幫助民眾經由檢視自己的金錢管理行為後，進一步以更有智慧

的刀式對未來理財做妥善而全而的稅畫。(聯合報，2005.05.17陳敬易) 

(四)、台新銀提供張老師基金會專業理債課程訓練： 

據報導：為加速解決社會卡債問題，台新銀行決定和張老師基金會合作，以該行的理債、金融

專業，支援張老師的志工。台新銀行總經理蔡孟峰表示．此次的合作也是台新銀行善盡社會責任的

體現。(中國時報，2006.03.30任珮云) 

(五)、上海商銀贊助國際生命線理財宣導： 

據報導：現金卡、信用卡盛行，但因為過度借貸而衍生的社會問題及自殺案件卻層出不窮。上

海銀行宣布贊助國際生命線新台幣 1，000萬元，並動員銀行理財專家與生命線進行全省巡迴理財
宣導。(經濟日報，2006.05.17李佳濟) 

 

 



七、從事公益活動、朔造銀行形象： 

據報導：具代表性案例有： 

(一)、中信銀「卡債族公益關懷專案」 

近來卡債問題成為社會大眾及媒體競相報導的焦點，但其中許多弱勢家庭及其子女所面臨的受

教育權利中斷問題，卻始終缺乏社會資源的實際協助。 

本著關懷弱勢族群的理念，進落實中國信託長期以來對弱勢兒童教育需求之重視，中國信託慈

善基金會於 20日宣布捐助新台幣 1000萬元，與家扶基金會合作推出「卡債族公益關懷專案」，除
了針對經濟弱勢的卡債族子女進行助學認養，讓這些陷入經濟因境的邊緣家庭孩童能繼續接受正常

教育外，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也將派出全省理財志工，巡迴各地家扶中心舉辦理財講座，協助經濟

弱勢家庭建立正確的理財和理債觀念。(東森新聞，2006.03.20胡秀珠) 

(二)、台北富邦與台北縣市、高雄市政府共同合作「脫貧」計劃： 

據報導：給予中年失業族群一佰萬無息貸款創業成，已有三十個個案成功率高達六成。(工商
時報，2006.03.24吳佳晉) 

(三)、新光銀行： 

據報導：主動幫燒炭自殺的卡奴家人調降房貸利率。(2006.03.24吳佳晉) 

八、陣前換將： 

自雙卡債問題爆發後，各主要發卡行的主管紛紛遭到更換，雖發卡機構紛紛否認與本次風暴有

關，但仍不得不使人產生聯想。 

 

 

 

 

 

 

 



第三節 持卡人 

一、積極面對問題的持卡人： 

(一)、尋求家人協助： 

依銀行公會調查有卡債問題的持卡人，有 60%以上會尋求家人協助。(資料來源：銀行公會) 

 (二)、借低利率貸款還高利率卡債： 

 檢視本身所有的貸款，如果是信用卡或是現金卡的卡債，建議轉換成房屋貸款或是信用貸款
各家銀行的貸款利率有高低，多比較想辦法找出最低的貸款利率，以節省利息負擔。 

(三)、開源、節流： 

藉著檢視收支，調整收支，開源節流，可能就會有多餘的錢跑出來，要不然找出新的賺錢方法

或者是提升自己的能力，使未來能賺較多的錢，也能增加償債的能力。 

(四)、遠離奢豪： 

據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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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依金管會的調查，則大多數持卡人，改變消費習慣減少逛百貨公司、逛街及娛樂場所，可

免於受誘惑。對朋友邀約適時說不，遠離奢豪、改變消費習慣是自救與淪為「卡奴」的好方法。 

(五)、申請債務協商機制商機制： 

雙卡債截至 2006/5/12 申請到符合協商機制受理條件申請 153,198 件，協商成功件數共計
130,500件（約 2008億元）。(資料來源：金管會)約佔目前授信餘額 702億的 28.5%。 

二、消極面對問題的持卡人： 

(一)、逃避： 

據報導：銀行催收人員指出，逾期未繳超過三個月的卡債族，平均十通催收電話，有八通找不

到人。銀行得雇用催收高手，對抗頑強的卡債族，甚至組成訪查大隊，直搗卡債族的住家或上班場

所，一探究竟。(中廣新聞網，2006.03.02張雅惠) 

(二)、陳情： 

藉由向消基會、民意代表、主管機關陳情以降低負擔。 



(三)、賴帳： 

據報導：一位小學校長因為舉債上百萬元投資台股失利，參加債務協商，理直氣壯地說:「這
是國家欠我的!」，所以要銀行來給予免息，甚至本金打折的優惠。(聯合新聞網，2006.04.06呂郁青) 

這還算好的有些人，明明生活豪闊卻不願還錢，將名下所有財產移轉給他人。 

 

 

 

 

 

 

 

 

 

 

 

 

 

 

 

 

 

 

 

 

 

 



第四節 非營利機構 

一、積極作為： 

(一)、成立卡奴自救會協助債務人： 

據報導：泛紫聯盟將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聯手，日內籌組「卡債受害者自救會」，集合具公信

力的律師，組成律師團為卡爆族與銀行談判。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強調，債務是可以談判的，絕

對不是銀行公會所說必須在每年償還15%債款額度才能談判。 

泛紫聯盟等指出，年關將近，銀行與討債集團對卡債族的討債行為更加激烈，他們呼籲各家銀

行在過年前約束討債行為，讓卡債族平安過年。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 表示，欠債還錢，不是欠債

償命，銀行可以把呆帳以兩折價錢賣給資產管理公司，為何卡債不能打三折，讓卡債族有能力償還。 

(聯合報，2006.01.07尚毅夫、盧德允) 

(二)、成立律師團協助債務人： 

據報導：卡奴被迫自殺、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形成嚴重社會事件，法扶基金會與泛紫聯盟昨天

宣布成立「卡債族法扶律師團」，邀集65位熱心律師投入，協助682個卡奴個案，將在整合後與銀

行展開調解，建立更符合卡債族的協商方案；並促成「債務清理法」及「債務催收行為法」的立法，

透過法制化解決卡奴問題。(民生報，2006.02.24陳民峰) 

(三)、給行政官員壓力： 

據報導：55名卡奴上午10時到台北地檢署，告發金管會主委龔照勝與銀行局長曾國烈涉嫌刑

法瀆職罪章的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理由是兩人放縱金融機構為營利，不當濫發信用卡與現金卡，

導致用卡人信用不當擴張，又難以清償債務，社會自殺、竊盜、搶奪案頻傳。加上又未積極監督銀

行委外催收公司，以致屢見暴力、恐嚇、脅迫、騷擾債務人，陷債務人與家人恐慌度日，甚至遭討

債公司逼死。(聯合晚報，2006.02.24陳永富) 

(四)、推動相關法案與政策訂定： 

據報導：搭上「搶救卡奴」列車的破產法草案又多了一個！泛紫聯盟昨（17）日提出民間版的

破產法，稱為「民事更生法」。包括之前國民黨智庫提出的「債務清理法」、司法院將在4月提出的

「債務清理法」，還有民進黨立委蔡其昌也將提出「個人債務清償法」草案，將出現四個不同版本

的「破產法」 。(經濟日報，20006.03.18陳孝婷) 

(五)、檢視政府政策執行效果： 

據報導：針對卡奴償還卡債問題，法律扶助基金會上午踼爆金管會灌水協商數據，「明明有50

多萬卡債族，區區5萬的數字怎能說卡債問題已經解決」，法扶會抨擊金管會根本是欺騙上級、玩

弄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聯合晚報，2006.04.12陳珮琦) 

 



據報導：銀行公會及金管會為拯救卡奴推行的二代協商機制，出現許多不符合人性的情形，導

致卡債族問題依然懸宕未解；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查近500個卡奴個案，發現有近一半的個

案，每月應繳金額超過每月收入的1倍以上，其中5%個案月繳金額甚至超過3倍之多，法扶會質

疑，這樣的二代協商機制，要卡奴如何還債。(聯合新聞網，2006.03.28董介白)  

 (六)、教導債務人法律常識： 

據報導：卡奴們請注意不要上當了！「泛紫聯盟」上午舉行記者會公布銀行催收卡債的6大技

倆，指控銀行及催收公司抓住卡奴法律知識不足的弱點，以催收函遊走法律邊緣恐嚇還錢，導致許

多卡奴因為恐懼而走上絕路。 (聯合晚報，2006.01.25楊昇儒) 

二、消極做為： 

消基會等接收卡債債務人陳情，並協助處理。 

這次雙卡債風暴之所以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許多非營利機關以對弱勢消費者的關懷角度，持續

不斷用組織性的力量透過各種方法，給政府相關部門壓力；而政府為處理卡債問題，不斷推出各種

監理措施、因應政策與法令，這些非營利機關扮演不可忽略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