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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在「不動產證券化」形成風潮後，對不動產證券化投資組合的風險

分散效果，特別是 REITs1方面，學術上，有較多的實證討論（Adrangi et al.,2004; 
Anderson and Springer,2003; Booth,2002; Goodman,2003）。市場實務面，台灣第一
件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案件，「富邦一號2」，亦於 2005年 2月 17日募集完成。 

不動產之投資與證券化，涉及到不動產組合的概念與手法。過去許多相關文

獻，將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PT）運用於資產的組合上，包括各種有價證券、不
動產、黃金等形成的投資組合，但是過去實證文獻有關投資組合與風險分散效果

的研究，多侷限在權益證券，或者是再加上固定收益債券來分析（Chow & 
Kritzman,2002; Clarke et al.,2002; Dynkin et al., 2002; Hunt & Hoisington,2003; 
Martins et al.,2001; Vassal,2001），對於不動產的討論，相對則少很多。然而，近
來投資大眾與法人對於投資不動產的熱潮興起，純粹討論「實體不動產」所形成

投資組合的效率性，顯然有其相當之必要性與正當性。 

我國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五條，賦予成立「資產管理公司」（AMC）之法源，
以專責收購及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資產（NPA）。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對於不良債
權中有關不動產抵押品之取得，不管是基於協議取得，或是透過向法院申請強制

執行、拍賣的程序取得，基本上，有長期與短期兩種處理方式：就短期的處理方

式而言，資產管理公司可將不動產群組化後整批出售或公開個別標售；就長期的

處理方式而言，資產管理公司可選擇股權合夥、資產證券化或與第三人簽訂資產

管理合約（吳英花，2001）。在上述法令允許的不動產處理方式中，將不動產「群
組化後整批出售」及「資產證券化」二種方式，均涉及到資產組合的概念與手法。 

                                                 
1 不動產投資信託（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構想源自於共同基金（Mutual Fund），藉以有
價證券募集一般小額投資人之資金於不動產，其證券化形式主要為股票或受益憑證，依組織方式

之不同而有所差異，而此募集而來的基金本身為非課稅之主體，然其機構之組織方式、資產內涵、

收益來源、收益分配等需符合嚴格規定，而投資人則可依本身之條件，於證券市場選購合適之證

券參與不動產投資，如此除具有變現流通的功能外，尚可擴大投資參與層面。 
2 由土地銀行擔任受託機構，安排機構為富邦證券公富邦銀行，擬募集新臺幣 45億元至 58.3億
元，屬未定存續期間的封閉型基金。該基金初始，購買富邦建設公司、明東實業公司及道盈實業

公司所有之三棟大樓（兩棟為辦公大樓，一棟為商務住宅），並於日後，投資大台北地區具有穩

定收益之商用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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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不良資產之處理背景與實體不動產組合之可能性，本研究以不良資產之

相關屬性資料，進行不動產之組合模擬分析，探討對於資產管理公司未來進行不

動產組合拍賣、或是進行不動產證券化而言，應如何將不動產組合配置、轉手再

賣出，具有相當的政策性貢獻。 

二、研究問題 

 本篇研究將應用於財務證券投資的現代投資組合理論應用在不良資產之投

資組合分析，討論資產管理公司對於不動產短期處理方式組合的類型、區位與價

格規模對處理效率之關係。 

 由於不動產證券化係屬於對不動產長期經營管理之處理模式，又不良資產之

處理，包含了長期與短期的可能處分模式；本文運用不良債權不動產抵押品相關

屬性資料，其中的不動產價格為正常價格與拍賣價格，隱含著本研究所取得的價

格屬性資料，係以短期出售為估價目的之不動產價格。因此，本研究之研究課題，

將以資產管理公司對不動產之短期處分方式為前提下進行討論： 

（一）對於資產管理公司進行不動產組合拍賣而言，是否不動產組合的規模愈

大，愈可促進不動產組合之效率？ 

（二）對於資產管理公司進行不動產組合拍賣而言，是否不動產組合內容之類型

及其區位差異愈大，愈可促進不動產組合之效率？ 

（三）不動產的類型或不動產的區位對於不動產的組合效率，何者影響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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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名詞界定 

一、研究方法 

 依據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提出下列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1.不良資產之相關法令背景 

收集各國對不良資產之處理經驗，釐清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

之法令背景、資產管理公司制度與其處理不良債權不動產抵押品之利基，進

而在現有法令制度下，建立我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方式之其他可能

性，以作為未來擴大不良債權不動產抵押品行銷通路之建議。 

2.現代投資組合理論 

以現代投資組合理論為基礎，探討證券投資組合、不動產基金投資組合

與實體不動產組合間之異同，匯整出不動產經營者、不動產投資者對不動產

投資規模與內容之偏好及其原因。 

 

（二）敘述統計 

以敘述統計、交叉分析之方法，分析個別不動產報酬、風險、相關係數

與不動產組合之規模、內容等之差異，並以現代投資組合理論的效率前緣

線，比較個別不動產、不動產組合之效率程度差異。 

 

（三）羅吉特模型（Logistic Model）分析 

運用統計套裝軟體、MVC準則將不動產組合區分為效率組合與不效率
組合，建立羅吉特模型（Logistic Model），分別分析 2個、3個不動產組合
的區位、類型與價格規模等變數對不動產組合效率之影響程度，探討區位與

類型變數對實體不動產組合與不動產基金組合之差異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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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界定 

（一）不良債權（Non-Performing Loans，NPL） 

 1.定義 

不良債權一詞，就美國而言，係泛指 Non-Performing Loans，日本所謂
不良債權，則指逾期放款加上催收款。然而，「不良債權」仍非正式法律名

詞，僅係一般慣用名詞而已。國內迄今尚無不良債權一詞，一般稱為逾期放

款。 

 2.相關名詞—「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之定義 

 （1）逾期放款（銀行逾期放款催收款及呆帳處理辦法第二條） 

指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前項所指清償

期，對於分期償還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以約定日期定其清償期。但

如銀行依契約請求提前償還者，以銀行通知債務人還款之日為清償期。 

 （2）催收款（銀行逾期放款催收款及呆帳處理辦法第三條） 

係指經轉入催收款科目之各項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稱之為催收款。凡逾

期放款應於清償期屆滿六個月內轉入催收款科目。 

 （3）呆帳（銀行逾期放款催收款及呆帳處理辦法第六條） 

逾期放款及催收款項依規定積極催討後，具有下列因素之一者，經扣除

可收回的部份債權後，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通知監察人後轉銷呆帳。 

A. 債務人因解散、逃匿、和解、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全
部或一部不能收回者。 

B. 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鑑價甚低或扣除先順位抵押權後，
已無法受償，或執行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銀行可受償金額，執行無

實益者。 

C. 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多次喊價拍賣無人應買，而銀行亦
無承受實益者。 

D. 逾期放款及催收款逾清償期二年，經催收仍未收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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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良資產（Non-Performing Assets，NPA） 

 1.定義 

不良資產，泛指不良債權之抵押品，包含動產與不動產。 

 2.本研究範圍之限定 

不良資產來自於國內金融機構之放貸，又國內金融機構的放貸，以抵押

品（不動產或土地）為擔保而放款的類型居多。 

國內資產管理公司對於不良債權的處理方式與過程，主要可分為兩階

段：第一階段，資產管理公司試圖與債務人協議清償債務金額，當資產管理

公司與債務人的協商無法成功時，則資產管理公司向債務人協議取得其不動

產抵押品，若債務人亦不願意出賣抵押品，則進行至第二階段的處置工作。

在第二階段，當資產管理公司無法與債務人協商清償金額或協議取得抵押品

時，資產管理公司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之程序，法院對抵押品拍賣，則有三

種的可能情況，一為資產管理公司得標，二為第三人得標，三為特拍後仍無

人得標，則由資產管理公司承受抵押品後再賣出以受償。 

基於國內特殊的法律、社會背景，及目前實務上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債

權處理以處理不動產抵押品為主要方式的理由，故將本研究範圍限定於資產

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不動產抵押品處理方式之研究探討。 

 

（三）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y，AMC） 

 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五條，賦予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之法源，以專責收購

及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其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1.受讓金融機構不良債權時，適用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2.金融機構讓與其不良債權時，就該債權對債務人或保證人已取得之執行名
義，其效力及於資產管理公司。 

3.資產管理公司就已取得執行名義之債權，得就其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供第
一順位抵押權之不動產，委託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公正第三人公開拍賣，並不適用

民法債編施行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公開拍賣所得價款經清償應收帳款後，如有

剩餘應返還債務人。但有資產管理公司以外之其他第二順位以下抵押權人時，應

提存法院。 

4.資產管理公司已取得執行名義而有第一順位以下順位債權人之債權者，主
管機關得請法院委託前款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公正第三人，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拍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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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院受理對金融機構不良債權之債務人破產聲請或公司重整聲請時，應徵
詢該資產管理公司之意見。如金融機構為該債務人之最大債權人者，法院並應選

任該資產管理公司為破產管理人或重整人。 

6.於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之債務人受破產宣告前或重整裁定前，已受讓之債
權或已開始強制執行之債權，於該債務人破產宣告後或裁定重整後，得繼續行使

債權並繼續強制執行，不受公司法及破產法規定之限制。 

前項第三款之認可辦法及公正第三人公開拍賣程序，由主管機關定之。 

資產管理公司或第一項第三款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公正第三人，得受強制執行

機關之委託及監督，依強制執行法辦理金融機構聲請之強制執行事件。 

第一項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適用銀行業之營業稅稅率。 

金融機構出售予資產管理公司之不良債權，因出售所受之損失，得於五年內

認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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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市場現況 

對於不良資產之處理，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五條賦予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

債權之法源，因此，本研究範圍係以資產管理公司承受不良資產後，對不動產之

處理方式為主要課題。 

分別在資產管理公司承受不良資產與處理不動產兩個層面上，法令面3與市

場現況，有著不同之見解（圖 1-3-1、1-3-2）；在資產管理公司對不動產之處理方
式上，目前實務上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債權的處理方式，短期以與債務人協商、

個別拍賣不動產抵押品為主要方式，長期以經營管理不動產抵押品為次要方式；

但法令上允許資產管理公司，短期上，資產管理公司可將不動產群組化後整批出

售或公開個別標售；長期上，資產管理公司可選擇股權合夥、資產證券化或與第

三人簽訂資產管理合約。 

在上述法令允許的不動產處理方式中，將不動產「群組化後整批出售」及「資

產證券化」二種方式，均涉及到資產組合的概念與手法。因此，不動產組合的內

容及其組合的資產數目、價格規模，是本研究探討的主要重點。 

 

 

 

 

 

 

 

 

 

 

 

 

 

圖 1-3-1   法令允許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之作法 

 

 

 

 

 

                                                 
3 吳英花（2002）， “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金融資產之探究”，台灣金融研訓院。 

資產管

理公司

《AMC承受 NPL》 
1. 以信託方法受讓債權 
2. 以收購債權方式受讓債
權或購買擔保品 

3. 以受委任方式，代理銀
行辦理處分不良資產的

有關事務 

《AMC處分NPL》 

1. 發行資產擔保證券，將不良
金融資產證券化後出售 

2. 將不良金融資產群組化後整
批出售 

3. 由資產管理公司公開標售個
別債權或資產 

4. 聲請法院拍賣 
5. 請公正第三人拍賣 
6. 股權合夥及合夥投資 
7. 資產管理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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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目前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處理之作法 

 

 

 

 

 

 

 

 

 

 

 

 

 

 

 

 

 

 

 

 

資產管

理公司

金融資產

服務公司 

金融

機構 

《AMC承受 NPL》 

1.委託金融資產服務公司進行重組、包裝，經評

定價格後，公開拍賣予資產管理公司。 

2.由金融機構直接將不良資產讓售予資產管理

公司，若出售價格先經金融資產服務公司評定

之後，更具公信力。 

《AMC處分 NPL》 
1. 立即將部份或全部的 NPL出
售給第三者。 

2. 展延還款期限，使借款人獲得
資金償還銀行貸款。 

3. 提供額外的融資給債務人，增
強其償還債務之能力。 

4. 重新訂定還本利息的時間表，
以符合債務人預期的現金流量

情況。 
5. 減免部份債務，以交換債務人
之抵押品及權益等。 

6. 透過法律途徑追償債權（自行
催收、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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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架構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問題、範

圍與流程及不良資產之處理背景等。第二章為「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介紹現

代投資組合理論、不動產基金投資與不動產實體投資之差異與分析。第三章「不

動產組合研究設計與分析」，針對不良債權不動產抵押品之屬性資料進行不動產

報酬、風險與相關係數的估算與不動產之組合模擬分析。第四章「不動產組合內

容與效率之模型分析」則是使用羅吉特模型（Logistic Model），以機率形式描繪
出不動產組合內容與組合效率程度之關係。最後則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不良資產投資組合之分析 

 10

 

 

 

 

 

 

 

 

 

 

 

 

 

 

 

 

 

 

 

 

 

 

 

 

 

 

 

 

 

 

 

 

 

 

 

 

圖 1-4-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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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良資產之處理背景、機制與成效 

一、各國對不良資產之處理背景與成效 

 經由美國、日本、韓國與馬來西亞之處理金融機構不良資產之處理機制上（參

見附錄一），處理不良資產之機制組織，均屬於公營公司；且美國 FDIC與 RTC
旨在迅速清理金融機構倒閉後的資產，而馬來西亞 DANAHARTA與韓國
KAMCO旨在協助面臨倒閉危機的金融機構進行重整。 

 就美國、日本、韓國與馬來西亞四國對於不良資產處理成效上（參見附錄

二），都是由政府成立獨立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除美國成效較佳外，日本、馬

來西亞、韓國成效尚待評估。又由於我國國內金融機構，向來以不動產抵押品為

主要放款額度之標準，當景氣低迷、國際金融危機等市場衝擊接踵而來時，不良

債權不動產抵押品之處理方式，便成了政府政策、金融機構、不動產業者等相關

單位所必須面臨的主要課題。 

 基於美國對不良資產處理之成功經驗，其對於不良債權不動產抵押品之處理

經驗，亦足以作為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對不動產處理方式之借鏡。美國商業銀行於

1980年代後期的放款中，有近 19%為住宅貸款，20%為其他不動產貸款，使不
動產相關放款高達四成左右；而 RTC有一半資產為商業及住宅抵押貸款，另一
半則為自有不動產其他類放款、其他資產（包括子公司）及證券，有關不良資產

不動產抵押品佔了大部分，故值得我們就其處理不動產的方式上作一探討。 

（一）不動產公開拍賣 

 為避免傾銷資產，FIRREA規定 RTC出售不動產之價格不得低於市價（重
估價值）之 95%，因此，為避免對不景氣之市場雪上加霜及對大量投資於不動產
之銀行、儲貸業造成傷害，RTC在設立初期甚至有不得辦理不動產之拍賣業務。 

 1991年 3月，RTC通過了一項新的不動產訂價政策並授權採以拍賣方式出
售不動產。這項新措施的效果非常明顯，拍賣會帶動大規模之地區、全國、甚至

國際性的市場需求。RTC因此將市價低於十萬美元之資產完全採拍賣方式行銷；
為刺激銷售，RTC所設定之底價得低於預售價，並的受理低於評估價值 70%之
標單。當 RTC與 FDIC發現其存貨大量增加且開始承受更大量的不動產時，他
們開始推動更大規模的全國性拍賣。 

 

 

 



不良資產投資組合之分析 

 12

（二）全國性不動產拍賣 

 RTC透過全國性的資產銷售辦事處，與發展全國性的衛星城市拍賣計劃，
並規劃、協商與執行了許多主要的資產銷售案件，包括不動產資產組合價值超過

一億美元之銷售案。RTC舉辦了許多次的全國性不動產投標銷售，包括 1992年
首次將旅館及相關放款組合之拍賣案，其帳面價值約 2.37億美元。該辦事處也
執行了其他多項特殊資產之銷售，包括小型批發倉庫、採購中心及看護之家等，

該辦事處並建立了全國性土地資金策略，來處置不易出售之土地資產。 

（三）密封競標 

 以密封投標方式出售不動產，是 FDIC已實施有年的方式，在 1990年代初
期以前，密封投標與整批出售或公開拍賣不同的是，它所出售的標的通常是單一

的資產項目，而契約條件通常約定以現金支付價款，得標者必須繳付一筆不可任

意提領的押標金，RTC也有採用密封投標方式，其作業程序與 FDIC類似。密封
競標符合擴大市場及競爭之要求，RTC通常是以資產重估價值之一定成數作為
底價；密封競標作業使有意願之投資人，都有機會依規定提出其標單，並消除了

對參與者不公平之憂慮。 

（四）小結 

 美國 FDIC與 RTC對於不良資產不動產抵押品之處理經驗，無論是密封競
標或對於不動產的全國性拍賣，大多以資產組合之手法處理，成效相當卓著。 

 反觀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對於不良債權及其不動產抵押品之處理模式，是否亦

應以美國之經驗為借鏡，進行不動產之組合處理，以提升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

資產之效率，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下一節將針對我國國內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

資產之流程作一簡單的歸納與分析。 

二、資產管理公司與不動產 

（一）國內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之處理流程4 

 資產管理公司向銀行購得不良債權後之處理方式，主要可分為「與債務人協

商清償債務」與「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兩種情況（參見附錄三）。當資產管理公

司選擇於債務人協商清償債務，則資產管理公司可能選擇與債務人協議清償金

額，亦或是協議取得不動產抵押品。當資產管理公司選擇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該

不良債權時，則資產管理公司可能得到該不動產抵押品所有權或由不動產抵押品

之標售價格獲得清償。 

 

                                                 
4 資料來源：國內某資產管理公司，本研究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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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資產管理公司對於不良債權之處理流程可得知，資產管理公司對於債權之

處理結果，可歸納為兩種情況：一為獲得債務之清償，二為取得不動產的所有權；

換言之，在短期內，資產管理公司固然會傾向於與債務人協商清償債務之手法為

主要方式，但隨著大批不良債權之累積、與債務人協商之難易度、不動產本身具

有潛在利益等因素，資產管理公司將累積並取得大批的不動產所有權。 

 有別於銀行對於不良債權的處理，取而代之地，資產管理公司所面臨的挑戰

與困難，在於不動產所有權之處分、經營與管理。又基於資產管理公司本身經營

績效、不良債權處理之急迫性等理由，將不動產以組合、群組化的方式處理，顯

然有其必要性。 

（二）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處理方式之優缺點比較 

 資產管理公司對於不良資產之處理方式，主要可細分為四種，其優缺點與適

用情況各異（參見附錄四）。在資產管理公司與債務人催收或協商的情況下，當

資產管理公司面臨具有資力的債務人，則資產管理公司處理成本低廉的理由，會

傾向於與債務人協議清償金額的方式處理，但此方式之缺點是違約率高，且在資

訊不完全的情況下，資產管理公司不一定能夠獲得最高價值的清償金額。又當不

動產抵押品具有潛在利益、債務人不具資力且債務人願意協商時，資產管理公司

傾向於與債務人協議取得不動產抵押品，此作法之優點在於不動產未來的回收金

額反應於市場價值，但資產管理公司必須具有不動產的仲介專業及通路，以處

分、賣出不動產。 

 在資產管理公司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的情況下，當不動產於法拍市場的價格被

低估，則資產管理公司傾向將不動產移至公開拍賣市場，此作法的優點在於其回

收價值高，但缺點則是資金的回收時程長。再者，當不動產抵押品於法院特拍
5
後

仍未標出時，資產管理公司可能選擇向法院聲請承受不動產抵押品所有權，此作

法的優點在於經由法律程序，故處理效果具有強制力，但缺點則時處理時程較

長，且資金回收額最低。 

 由上述可知，在處理時間效率與處理成本的考量下，資產管理公司多偏向於

與債務人協商；在不得已或不動產本身具相當之潛在利益時，資產管理公司才會

選擇承受不動產的所有權。 

 

 

 

                                                 
5依據強制執行法第 91、92條規定，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
價額而再行拍賣時，執行法院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二十；經二次減價拍

賣而未拍定之不動產，再行拍賣時，亦即第四次拍賣，應稱之為特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