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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巴塞爾資本協定對金融資產證券化的規範 

隨着金融國際化與自由化蓬勃發展，金融業務區隔日益模糊，在金融創新、

科技進步、市場快速變遷下，銀行風險管理日趨重要，Basel I 之規範已不符實際

需要。因此，巴塞爾委員會遂於 1996 年 1 月公布資本協定修正版，將市場風險

納入資本計提範圍；1 再者，由於國際金融環境趨於開放，金融市場不斷開發新

型的衍生性金融商品，使得金融業所面臨的風險有了大幅改變，風險控管技術也

因資訊科技的進步有了突破性的發展，Basel I 設計上的缺失也一一浮現，其中

以固定的信用風險權數不具彈性、未考慮作業風險、主管機關角色被動、以及風

險管理資訊不夠公開透明等，最為人詬病。 

有鑒於此，巴塞爾委員會於 1999 年 6 月對會員國及全世界各國監理機關提

出「新版資本適足協定」(Basel Capital Accord II) 草案第一次諮詢文件，以期改

善 Basel I 實施後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並陸續於 2001 年 1 月及 2003 年 4 月分別

提出第二次及第三次諮詢文件，再次尋求業界意見，新資本協定草案經彙集各界

重要意見，並由各會員代表多次共同討論修改後定案。獲得國際一致認同的銀行

自有資本的計算與自有資本標準的國際通則，在十大工業國之央行及金融監理機

關的認同及支持下，將由各會員國分別採行適用。委員會經評估後將新資本協定

架構正式實施日期訂為 2006 年底，惟考量發展現況，委員會預估實施初期，針

對進階之風險衡量方法，尚須評估新資本協定架構之影響及同時依新資本協定架

構與現行資本協定規範進行平行試算，俟完成相關影響評估及平行試算後，委員

會認為應可在 2007 年底順利全面適用新資本協定架構。 

由於適足資本之計提係以銀行所有合格資本的總額對銀行各項風險性資產

加權總額計算，而金融資產證券化主要係透過將風險性資產移轉或表外化的方式

降低銀行的資本計提，惟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在訂定 BaselΙ的規範時，主要

著眼於授信資產對金融機構營運的影響，並未就在金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發行過程

                                                 
1
係指將銀行所持有之債券、股票、外匯、及商品期貨等交易部位，除計算其信用風險之外，亦

對持有其交易部位之價格波動風險予以單獨評估，另以「市場風險」規定其所應計提之適足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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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擔任不同角色所承擔的風險，因而未對金融機構辦理金融資產證券化進行規

範，而金融資產證券化發展至今已成為金融機構進行資產負債管理、流動性管

理、及風險移轉的重要工具之一。因此，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在訂定 BaselΠ

之規範時，特別將金融資產證券化納入規範，這是本章所要介紹的。 

 

第一節 資產證券化計提資本適用範圍及名詞定義 

    由於金融機構在證券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創始銀行、投資銀行、

或信用補強銀行，而扮演不同角色的銀行其所面臨的資產證券化風險各有不同，

統稱為證券化暴險（securitization exposures），2 上述金融機構在新巴塞爾協定實

施之後，有關證券化過程中所承受的證券化暴險將產生很大的改變，而其適用的

範圍及定義將影響資本計提與金融機構發行意願，因此本節將就資產證券化計提

資本的適用範圍及證券化的相關名詞定義進行探討。 

 

一、資產證券化計提資本適用範圍 

銀行對於傳統型、組合型資產證券化、或兼具兩種類型特點之資產證券化交

易所產生的信用風險暴險額，應以該資産證券化相關規定計提資本。3 另在處理

資産證券化信用風險暴險額的資本計提時，係以證券化交易的經濟本質爲考量，

而非依其法律形式為考量。 

銀行因參與資產證券化交易產生的風險，稱為資産證券化暴險額，應依新巴

塞爾資本協定規定計提所需提列的資本。資産證券化暴險包括（但不限於）下述

種類 ：受益證券、資産擔保證券、信用增強、流動性融資額度 (liquidity facilities)

                                                 
2 銀行因參與資產證券化交易產生的風險，稱為資産證券化暴險，應依 Basel II 規定計提所需資

本。資産證券化暴險包括（但不限於下述種類）：受益證券、資産基礎證券、信用增強、流動性

融資額度等。 
3 所謂傳統型資產證券化，係將移轉資產證券化商品透過不同層次或群組的方式，區分為高低不

同評等順位的群組，由評等順位較低之群組負擔先吸收損失的義務 (即吸收金融資產的信用風

險)，評等較高之群組因受到損失的機率降低，故利率較低。所謂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係

指受益證券的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或資產基礎證券，透過資產負債表外交易或信用衍生性金

融商品而將其信用風險移轉予投資人的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的資本計提即依上述不同型態

的類型，依本章第二節的規定計提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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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資產證券化計提資本的名詞定義 

為利參與資產證券化發行的各參與金融機構能有一致的計提資本規範，新巴

塞爾協定亦對相關的名詞作出明確的定義，以使資產化時之資本計提有統一的標

準，下列為資產證券化計提資本的名詞定義。 

1. 創始機構。銀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即屬資産證券化交易之創始機構: 

(1) 在資產證券化交易發生時，原持有資產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並透

過資產證券化交易移轉其信用風險的銀行。 

(2) 擔任資產擔保商業本票（ABCP）之導管或參與性質相近之發行計畫，

而承擔標的資產池風險之銀行。銀行實質上擔任資產證券化交易之諮

詢管理者並承銷證券或提供流動性融資、信用增強等情形之銀行，將

被視為創始機構（金融研訓院，2006）。 

2. 資產擔保商業本票。係發行原始到期日 1 年或 1 年以下，並以與受破產隔

離之信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company）持有之資產作為擔保所

發行的商業本票。 

3. 清償買權（clean-up call）。係指允許創始機構在符合契約約定的條件下，

於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到期前，得以提前清償的一種權利。在傳統型資産證

券化中，清償買權係在資産池餘額或流通在外之證券餘額低於特定水準時，由創

始機構買回剩餘的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在組合型資産證券化中，清償買權

通常係以契約約定方式取消信用保障。4 

4. 信用增強。係一種契約協議，由銀行保留或承擔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

券，或以其他方式對交易的投資人提供額外保障。 

5. 信用增強利息分割型應收款（credit-enhancing interest-only strip）。這是一

                                                 
4 對於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而言，創始機構利用信用風險抵減工具 (如擔保品、保證、信用衍

生性商品等) 以降低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信用風險，上述信用保證契約通常約定當原始合約

的信用資產餘額低於特定水準時，由創始機構買回剩餘的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同時取消

信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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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資產負債表內資產，乃次順位券次之債權群組產生的利息減去應支付給投資人

的利息及相關服務費後，提撥一定比例的金額至差價帳戶，以提高證券化商品的

信用強度。 

6. 提前攤還。係允許投資人在證券到期日前贖回的一種機制，一旦符合該機

制之約定要件，即允許投資人在原訂證券到期日前得以提前贖回。在資本計提規

定上，將提前攤還區分為「控制型」提前攤還或「非控制型」提前攤還，分別適

用不同信用轉換係數。所謂「控制型」提前攤還（資本計提係數較低）應符合以

下所有條件： 

(1) 銀行應有適當的資本或流動性計劃，以確保發生提前攤還事件時，有

足夠資本及流動性予以因應。 

(2) 銀行在交易存續期間（包括攤還期），應以每月初之應收帳款餘額，

依據銀行與投資人之相對持分比例，分攤利息、本金、費用、損失、及

債權收回。 

(3) 銀行應設定適當的攤還期間及本金攤還率，該攤還期間及本金攤還率

應足以因應投資人行使提前清償權時，該應收帳款本金餘額之 90%可以

馬上回收或應收帳款的債務人被確認違約，應即提前償還債務。5 

(4) 應收帳款之償還速度不得超過依前項規定之攤還期間所計算的直線性

攤還 (straight-line amortisation) 速度（即償還速度不得過快，以維護投

資人收入之穩定）。 

提前攤還規定如不符合前述控制型提前攤還條件，應適用非控制型提前攤

還規定處理（即以較高的信用轉換係數計算資本計提）。 

7. 超額利差。係指由信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收取之財務（即證券化資產

所產生之主要收入）及其他收益的總額，扣除支付投資人證券利息、服務費、打

                                                 
5 為增強證券化交易的信用品質，當影響投資人權益的現金流量 (例如，在循環期間的再投資需

求明顯減少時)，可經由終止循環期間的方式進入加速清償期間或有明顯違約風險時，得為提前

攤還的事由［例如，賣方或服務機構無法清償債務、聲明與保證有重大不實、就條約而言有重

大違約、服務機構違約、資產池的績效較預定水準為差，(通常指延滯、壞帳沖銷、稀釋比率、

信用增強降至所需水準之下、或者融資基礎不足 (a borrowing base deficiency)且無法在指定時間

內改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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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呆帳、及其他優先順位相關費用後之餘額。 

8. 隱含支撐 (implicit support)。係指銀行對證券化交易提供財務支持的程度

或方式，超過原先契約的約定。 

 

第二節  資產證券化風險移轉的認定標準及相關規定 

發行資產證券化對於創始機構而言，除了可以迅速收回貸放出去的資金之

外，最具吸引力的就是可以將承作放款的風險轉嫁出去，以降低資本計提，提升

每股盈餘。關於資產證券化風險移轉的認定標準將在本節中探討，下列風險移轉

的認定標準，同時適用資産證券化交易的標準法及內部評等法。 

 

一、傳統型資產證券化交易的風險移轉認定標準 

傳統型資產證券化交易如符合下列風險移轉認定標準，創始機構得不將資產

證券化交易之標的資產池的資產計入該行的加權風險資產，但其所保留之特定證

券化暴險額仍需依規定計提資本。詳言之: 

1. 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之主要信用風險已經移轉予第三者。 

2. 創始機構對被移轉之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不得保留直接或間接的控制

權，且該標的資産池應與創始機構在法律上有隔離關係，即使創始機構發生破産

或被接管情形，該銀行及其債權人均無法取得或處分該標的資產池，此並應由合

格律師的法律意見書予以證明。 

3. 創始機構不得有下列權利或義務: 

(1) 為實現利益而買回已移轉之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但符合免計提資

本之清償買權者除外。 

(2) 保留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被移轉之風險。 

4. 以證劵化交易標的資產池所發行的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不屬於創始

機構的債務。亦即，投資該證券之投資人應對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的資產進行

求償，而非向創始機構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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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的受讓或受託者為一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機構，而

該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機構所發行的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其交易或設質應

不受任何限制。 

6. 創始機構如有清償買權時，應符合免計提資本之清償買權要件。 

7. 資産證券化契約不得含有下列條款: 

(1)要求創始機構改變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以改善該資産池信用品質；

但若其信用品質提昇係藉由以市場價格向非附屬機構之第三者出售資

産而達成者，不在此限。 

(2)允許創始機構於證券化交易開始後增加第一損失部位 (first loss position) 

或提高信用增強額度。6  

(3)要求創始機構於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信用品質惡化時，提高支付予投

資人或提供信用增強者的收益金額。 

 

二、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之風險移轉認定標準 

    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係指受益證券的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或資產擔保

證券，透過資產負債表外交易或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而將其信用風險移轉予投資

人的資產證券化。本小節將就信用風險抵減工具的適用範圍及原則加以探討。 

（一）信用風險抵減工具的適用範圍 

對於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而言，創始機構利用信用風險抵減工具（如擔保

品、保證、或信用衍生性商品等）以降低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信用風險，必須

符合下列條件，始得認列其風險抵減效果: 

1. 應符合信用風險標準法之風險抵減工具相關規定。 

2. 合格擔保品的範圍，僅限於信用風險標準法中風險抵減工具所規定的合格

擔保品 (由特殊目的公司或受託機構提供的合格擔保品亦得認列)。 

                                                 
6 增加第一損失部位係指增加分券設計 (內部信用增強機制) 中，信評最低之券次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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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格保證人或保障提供人之範圍，僅限於信用風險標準法中風險抵減工具

所規定之合格保證人或保障提供人(特殊目的公司或受託機構不得擔任合格保證

人或保障提供人)。 

4. 創始機構應將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相關之信用風險移轉予第三人。 

5. 用以移轉信用風險的風險抵減工具，不得有以下的條款: 

(1) 明顯限制信用保障或信用風險移轉的條款 (例如，在合約中設定過高

門檻，使得發生信用事件時，該信用保障條款仍無法啟動；或規定證

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信用品質惡化時，得終止信用保障合約)。 

(2) 要求創始機構必須改變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的內容，以提昇資產池

之信用品質的條款。 

(3) 當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信用品質惡化時，要求創始機構必須提高信

用保障成本的條款。 

(4) 當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的信用品質惡化時，要求創始機構必須增加

應付收益予其他關係人 (例如，投資人或提供信用增強的第三者) 的條

款。 

(5) 要求創始機構於證券化交易開始後，提高持有第一損失部位或提高信

用增強額度的條款。 

6. 應經合格律師提供法律意見，以確認交易契約在所有相關司法程序及法院

管轄區的可強制執行。 

7. 創始機構如有清償買權時，應符合有關免計提資本的清償買權要件。 

（二）適用信用風險抵減工具的處理原則 

對於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而言，適用信用風險抵減工具的資本計提方法，

應依照信用風險資本計提標準法的風險抵減工具相關規定處理。當組合型資產證

券化交易的信用風險抵減工具有效到期日早於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之到期日

時，即屬期間不匹配，應依下列規定處理: 

1. 使用標準法的創始機構，應先依規定將其所持有之未評等或評等低於投資

等級的部位，自資本中予以全額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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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內部評等法的創始機構，其持有的部位如屬規定應予扣減者，亦應

先依規定自資本中予以全額扣減。 

3. 當創始機構持有的部位需自資本中減除者，得無需考慮該部位的期間不

匹配。至於其他不需全額自資本中減除者，創始機構則應依信用風險資本計提標

準法的風險抵減工具有關期間不匹配規定處理。 

4. 當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的資產有到期日不一致時，應以最長到期日者

為該標的資產池的到期日。 

 

三、清償買權的處理原則 

創始機構對於有清償買權的證券化交易，如符合以下要件，得無需針對清償

買權計提資本: 

1. 清償買權之行使，無論在實質上或是形式上，均需由創始機構自行決定，

不得規定為強制義務。 

2. 清償買權並非用以使信用增強提供者或投資人得以規避其應承擔之損

失，亦非用以提供信用增強功能。 

3. 清償買權僅在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或發行證券餘額為原始金額的 10%

（含）以下時，方得行使；對於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而言，即指原始參考資產

組合（original reference portfolio）之價值剩下 10%（含）以下，方得行使。 

清償買權不符前述要件時，就傳統型證券化交易而言，創始機構應將證券化

交易標的資産池視為未證券化並計算風險性資產；就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而

言，購買信用保障的銀行應視為該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未受到任何信用保障，

而計算風險性資產。 

當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包含買權，而該買權 (非指清償買權) 將在特定日

期終止該證券化交易與所購買之信用保障，則創始機構應依照前述有關組合型資

產證券化交易的期間不匹配規定處理。 

如創始機構實際執行清償買權時，被發現其具有提供信用增強的功能，則該

清償買權應被視為創始機構所提供的隱含支撐，並將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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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證券化，而計入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中。 

 

四、隱含支撐的處理原則 

隱含支撐係指一機構提供多於先前契約內議定義務的「支撐」。換言之，係

指銀行對證券化交易提供財務支持的程度或方式，超過原先契約的約定。當創始

機構對資産證券化交易提供隱含支撐時，應將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視為未證券

化，並據以計提資本。此外，銀行需要公開揭露: 

1. 是否有提供契約外的支援； 

2. 隱含支撐對銀行資本的影響；及 

3. 是否有足夠的資本來支應隱含支撐所提供之保障。 

 

第三節  使用外部信用評等資訊的作業準則 

合格的外部信用評等機構必須符合: (1)客觀性，即信用評等之方法必須是嚴

格且有系統，並能依據歷史經驗進行特定形式之驗證，且應持續對評等方法進行

檢視，並根據受評等機構的財務狀況變化予以更新；(2)獨立性，即外部信用評等

機構應具獨立性，其評等作業不應受政治或經濟壓力之影響；(3)國際性與透明

度，即不論國內、外具有正當利益之機構，均能以相同條件取得個別評等結果；

及(4)揭露，即外部信用評等機構應揭露包括: 評等方法論（違約之定義、評等期

間、每一等級之涵意）、每一等級違約率之實際經驗、及評等之變化趨勢等資訊。

採標準法及內部評等法計算資產證券化交易的債權信用風險暴險，均適用以下作

業準則 ： 

1. 銀行使用外部信用評等資訊，應足以適當反映其債權的信用風險暴險情

況。例如，銀行的債權同時包括本金及利息，則外部信用評等資訊應反映本金與

利息的信用風險。 

2. 外部信用評等資訊應由合格信用評等機構提供。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合格外

部信用評等機構，其信用評等 (包括不同信評公司的信評等級轉換矩陣) 應予公

開。僅提供予特定交易之相關人的外部信用評等資訊，並不符合此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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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於資產證券化交易之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應具有評估資產證券化

商品的專業能力，並可透過市場對其所提供信用評等資訊的接受程度予以驗證。 

4. 銀行於採用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所提供的外部信用評等資訊時，應一致

地應用於同一類型的特定證券化暴險額，且銀行不得對相同證券化交易內的不同

批次部位，使用不同外部信用評等機構的評等。 

5. 對相同證券化交易，若有 2 家合格外部信用評等機構的評等資訊不一致，

且分別對映至不同風險權數時，應適用較高的風險權數。如對映於 3 個以上不同

風險權數的評等，則銀行應從中篩選出風險權數最低的兩個評等，再從這兩個風

險權數中採用較高的風險權數。 

6. 當信用風險抵減工具係由合格保證人或保障提供人直接提供予特殊目的

公司或信託機構，且該信用風險抵減的效果已在證券化交易的外部信用評等中反

應，則應採用該外部信用評等所反應的風險權數，且不再重覆認列該信用風險抵

減的效果。如果信用風險抵減工具的提供者並非合格保證人或保障提供人，則應

將該證券化交易視為未經評等之交易，並依信用風險資本計提標準法或基礎內部

評等法規定的信用風險抵減方法，以承認其風險抵減效果。 

7. 如果信用風險抵減工具係提供予某一證券化暴險部位 (如資產擔保證券

之特定券次)，而非提供予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機構，則銀行應將該批次視為未

經評等，並依信用風險資本計提標準法或基礎內部評等法規定的信用風險抵減方

法，以承認其風險抵減的效果。 

 

第四節  資產證券化交易的資本計提方法 

金融機構透過證券化，將所持有之金融資產移轉給投資人，其目的不外為: 

1. 資產變現。係將相類似的金融資產整批加以組合，作為發行證券之標的資

產，賣給投資人，提前收回資金。 

2. 風險移轉。證券化使得金融機構可以把風險移轉分攤給證券投資人，金融

機構在賣出信用良好客戶的放款後，因放款出售而取得新的資金，所以可繼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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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客戶承作新的放款業務，以強化業務往來關係；或因放款出售因而使得金融機

構得以提高其資本適足率，其所空出之適足資本額度得以用來對其他客戶辦理放

款，以拓展業務。本節將就資產證券化交易的資本計提方法進行探討。  

 

一、資產證券化交易的資本扣除方法 

有關資產證券化交易的資本扣除規定，均係同時適用於資本計提標準法及內

部評等法，其扣除方法如下: 

1. 銀行因資產證券化交易而產生並認列之屬於預期未來利益收入（expected 

future margin income，FMI）的資產出售利益，必須由第一類資本中扣除。 

2. 除前述資產出售收入外，銀行所持有應扣除之特定證券化暴險額，應自第

一類資本及第二類資本中各扣除 50%。 

3. 銀行應自資本中扣除信用增強目的的利息分割型應收款金額，扣除時，應

先由第一類資本扣除其中屬於前述已認列的「資產出售利益」部分，再將其餘額

由第一類資本及第二類資本中各扣除 50%。 

4. 銀行所持有應扣除的特定證券化暴險額，得為減除其特別損失準備後的淨

額，同時該等特別損失準備不得計入銀行的合格損失準備總額中。 

5. 創始機構對資產證券化交易所需計提資本，包括所持有及購回之資產證券

化暴險額與隱含支撐，但以其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如未予證券化時之應計提資

本為上限。 

 

二、資產證券化交易的資本計提標準法 

（一）適用對象 

如銀行係以標準法計提資產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所屬暴險種類之信用

風險所需的資本，則亦應使用標準法計算該銀行所持有之特定證券化暴險額的

信用風險資產。 

（二）風險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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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行所持有之特定證券化暴險額的加權風險資産金額，係以所持有之特

定證券化暴險額，乘上表 4-1 及表 4-2 所對應之風險權數。 

2. 對於資產負債表外之特定證券化暴險額，銀行應先利用信用轉換因子 

(credit conversion factor，CCF) 計算信用當量（credit equivalent amount），7 然

後再以信用當量進行加權風險資產額的計算。若該資產負債表外的證券化暴險額

已有外部信用評等，則應適用 100%的信用轉換因子 (CCF)。 

3. 銀行所持有之特定資產證券化暴險額，如有外部信用評等者，當創始機構

的長期信用評等在 BB+或以下，非創始機構的長期信用評等在 B+或以下，或創始

機構與非創始機構的短期信用評等在 A-1/P-1、A-2/P-2、及 A-3/P-3 以下的風險

部位，則應按前述資本扣除方法規定，自資本中予以全額扣除。對於未評等之特

定證券化暴險額，除符合下述「免予全額扣除資本之未評等證券化暴險額」者，

其餘未評等之證券化暴險額，均應自資本中予以全額扣除。 

 

表 4-1  長期信用評等分類的風險權數 

外部 
信用評等 

AAA 至 AA－
 A＋

至 A－ BBB＋
至 BBB－ BB＋

至 BB－
 

B＋
以下 

(含未評等) 
非創始機構

適用的風險

權數 
20% 50% 100% 350% 全額扣除 

創始機構適

用的風險 
權數 

20% 50% 100% 全額扣除 全額扣除 

註: 本表所列示的信用評等等級為史坦普（Standard & Poor’s）信用評等公司所使用的。 
資料來源: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 //www.fscey.gov.tw/。 
 

表 4-2  短期信用評等分類之風險權數 

外部信用評等 A-1 A-2 A-3 所有其他等級或未評等 

風險權數 20% 50% 100% 全額扣除 

註: 1. 創始機構及非創始機構均適用表 4-2 的短期評等風險權數。 

2. 本表所列示的信用評等等級為史坦普（Standard & Poor’s）信用評等公司所使用。 

資料來源: 同表 4-1。 

                                                 
7 證券化暴險的風險加權金額計算，是將部位金額乘上適當的風險權數。對資產負債表外暴險，

銀行必須應用一信用風險轉換因子，然後將其計算的信用當量再經加權得出證券化暴險。換言

之，證券化暴險是衡量表外資產轉換為表內資產的風險程度的指標，將表外資產項目的名目本

金乘以信用風轉換因子，再進行加權風險資產金額的計算（曾令寧、黃仁德，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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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予全額扣除資本的未評等證券化暴險額   

未評等之證券化暴險額，除最優先順位證券化暴險額、資產擔保商業本票之

第二損失部位或求償順位更佳的部位、或有合格之流動性融資額度的暴險外，均

應自資本中予以全額扣減: 

1. 最優先順位資産證券化暴險額的資本計提方法 

(1) 在傳統型及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交易中，最優先順位之證券化暴險額未經評

等，但創始機構對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得以隨時瞭解其組成狀況，則持

有該暴險部位或爲其提供擔保之銀行，得使用拆解法 (look-through 

approach) 決定其部位適用的風險權數。8 

(2) 採用拆解法者，未評等的最優先順位部位，適用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的

平均風險權數。如銀行未能確定標的資産池中資産的風險權數，則對於未

評等部位應採全額扣除方式處理。 

2. 資產擔保商業本票之第二損失部位或求償順位更佳部位的資本計提方法 

對資產擔保商業本票的證券化暴險額，在符合下列條件下，即使未經評等，

亦無需全額自資本中扣除，9 得改依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中任一暴險部位所適

用的最高風險權數，計算其風險資產額，惟該最高風險權數如低於 100%者，應

以 100%風險權數計算風險資產額。這些條件為: 

(1) 就經濟實質上暴險部位處於第二損失部位或更佳求償順位部位，且第一

損失部位已提供顯著信用保障予第二損失部位。 

(2) 信用風險係相當於投資等級或更佳等級部位的風險。 

(3) 持有未評等資産證券化暴險額之銀行，並未保留或提供第一損失部位 

（即第一損失部位由創始機構自行保留或於發行架構中增加保證銀行提

供其他信用保證）。  

 

                                                 
8 拆解法係指依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分別計算其暴險額，以算出最優先順位之證券化未經評

暴險部位的風險權數。 
9 金融資產證券化原則上係將創始機構計算資本適足率之分母的風險性資產移出，以提高銀行的

資本適足率，惟當證券化資產未符合一定的條件時，仍需全額計提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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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的風險權數的認定 

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如未能依「使用外部信用評等資訊之作業準則」，使用

外部信用評等資訊決定風險權數時，其暴險部位之信用當量適用的風險權數，應

為該標的資産池中任一暴險部位的最高風險權數。 

（四）資產負債表外證券化暴險額的信用轉換因子 

銀行應將資產負債表外證券化暴險額，依下列標準決定其是否符合合格流動

性融資額度 (eligible liquidity facility) 或服務機構之合格現金預付額度 (eligible 

servicer cash advance facility) ，如不符合或已有外部信用評等者，應適用 100%

信用轉換因子。這些標準為: 

1. 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若同時滿足以下最低標準，銀行得將資產負債表

外證券化暴險額視為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即 

(1) 流動性融資額度之文件應明確界定該額度得以被動用之情況。該額度

之動支，僅限於證券化標的資產池處分所得或賣方所提供之信用增強

能作為該額度還款保障之情況。另該額度不得用以支應本額度動支前

證券化標的資產池已產生的損失，亦不得規劃為經常且持續性的支出。 

(2) 流動性融資額度應訂有符合資産品質測試之要求，避免其被用以彌補

暴險部位發生違約的信用風險。另如該額度係提供予有外部信用評等

的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則動支時該證券之外部信用評等必須為

投資等級以上，始可動用。 

(3) 在得保障流動性融資額度的信用增強額度已使用完畢後，不得再動用

流動性融資額度。 

(4) 所動用額度的求償順位，不得次於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持有人的

本息，且不得適用可能遞延或免除支付條款。 

如符合上述條件，對於原始到期期限在 1 年以下的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其

信用轉換係數為 20%；另對於原始到期期限超過 1 年以上的合格流動性融資額

度，其信用轉換係數為 50%。至於該流動性融資額度如有外部信用評等決定其風

險權數者，則其信用轉換係數仍應適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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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市場中斷（market disruption）時，始可動用的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

當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僅在發生普遍性之市場中斷，10 始得代特殊目的公司或信

託機構支付其發行到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得採用 0%之信用轉換係

數。適用此信用轉換係數的合格流動性融資，除必須符合前述最低標準外，其動

支金額應以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為擔保，並且取得與其代償證券持有者相同或

更高之求償順位。 

3. 多重融資額度的處理方式。當同一銀行對同一筆證券化交易提供多重融資

額度時，銀行得不對重疊部分計提額外資本，而僅需對重疊部分計提一次資本 

(不論其為流動性融資額度或為信用增強) 。當重疊之融資額度適用不同的轉換係

數時，銀行就重疊部分應使用最高的信用轉換係數計提資本。但若重疊之融資額

度係由不同銀行所提供，則個別銀行應對該證券化交易所提融資額度的全部金額

計提資本。 

4. 服務機構的合格現金預付額度。若服務機構與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機構約

定得預付現金，以確保應支付給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投資人的現金流量不被

中斷，當該服務機構之預付現金得獲全數清償且其求償順位優先於其他對標的資

產池現金流量的求償權時，對於該等得以無需事先通知且無條件取消的預付現金

額度，得適用 0%的信用轉換係數。 

（五）資產證券化暴險額的信用風險抵減 

資產證券化暴險額的信用風險抵減工具包括保證、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擔

保品、及資產負債表內淨額交易。該等抵減工具係用以規避銀行所持有的特定證

券化暴險額之信用風險，而非規避資産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資產的信用風險。 

如銀行非屬創始機構，而對證券化暴險額提供信用保障時，應以非創始銀行

規定計算該受信用保障資産所需計提之資本。如銀行對資產證券化暴險額的未評

等信用增強額度提供保障，則應視為該銀行直接持有該未評等信用增強部位，並

自資本中全額扣除。關於資產證券化暴險額的信用風險抵減工具分述如下: 

                                                 
10 例如，在不同證券化交易中，超過 1 家以上之特殊目的機構無法再發行新的商業本票，以償還

已到期的商業本票款項，其未能再發行之原因並非緣於特殊目的機構信用惡化或標的資產池之

暴險部位信用品質惡化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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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擔保品。合格擔保品限於信用風險標準法認可的範圍，資產證券化交易的

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機構所提供的合格擔保品，亦得認可其信用風險抵減效果。 

2. 保證與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信用風險抵減方式規定如下: 

(1) 合格保證人或保障提供人的保險範圍與信用風險標準法所認可之合

格保證人的保險範圍相同；但資產證券化交易之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

機構，不得被認可係爲合格保證人或保障提供人。 

(2) 符合信用風險標準法之保證或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作業要求相關規

定者，得計算其信用風險抵減效果，減少風險資產應計提的資本。 

(3) 有關部分保證或保障的資本計提，依信用風險標準法中信用風險抵減

相關規定處理。 

3. 到期期限不匹配。當資產證券化暴險額與其信用風險抵減工具存在到期期

限不匹配時，應依信用風險標準法的到期期限不匹配規定處理。當被避險之暴險

部位有不同到期日時，應採用到期日最長者計算。 

（六）提前攤還的資本需求 

1. 適用對象  

當資產證券化交易有下列情形時，創始銀行應針對受益證券（含已動用及未

動用餘額）計提資本: 

(1) 該資產證券化交易訂有提前攤還的約定條件。 

(2) 創始機構所出售的資產具有循環額度性質，亦即允許借款人於某一信用

額度下，在約定金額內得以自由提取或償還借款(例如，信用卡應收帳款

及企業融資信用額度)。 

(3) 如果資產證券化交易中，標的資産池同時包含循環額度及定期貸款等風

險資產，則銀行應對資産池中屬於循環額度之暴險部位適用提前攤還的

資本計提規定。 

(4) 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創始機構無需爲證券化交易之提前攤還計提資本： 

 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不具有循環額度特性，且提前攤還開始後，創

始銀行不得再增加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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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雖屬循環額度，惟依資產證券化交易之提前攤

還規定導致其具有定期貸款性質，而使創始機構無需承受提前攤還後

仍可能新增暴險部位的風險。 

 在創始機構開始提前攤還後，受益證券或資產擔保證券持有人仍完全

承擔循環額度借款人未來動用融資額度的風險。 

 提前攤還條款的啟動與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或創始機構無關 (例

如，因稅法的重大變動而提前攤還)。 

2. 資本計提方法： 

(1) 創始機構針對受益權持份額所應計提的資本為以下三項的乘積: 

 受益權持份額； 

 適當的信用轉換係數；及 

 標的資產池未證券化時所適用的風險權數。 

     (2) 上述信用風險轉換係數的決定，視以下三項條件而定: 

 提前攤還係「控制型機制」或「非控制型機制」； 

 證券化資產為零售信用額度 (如信用卡應收帳款)；或非零售信用    

額度(如循環式企業貸款)；及 

 信用額度屬承諾信用額度或非承諾信用額度。11 

(3) 決定信用轉換係數的步驟如下: 

計算具有提前攤還特性之資產證券化交易的「3 個月平均超額利差」

及「超額利差鎖定點」，12 即 

 將超額利差除以超額利差鎖定點以決定 R 的適用區間。13 

 依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產池信用額度的性質分別適用表4-3或表4-4

所對應的信用風險轉換係數。 

 

                                                 
11 非承諾信用額度乃銀行可以無需事先通知，而得隨時無條件取消的信用額度。 
12 利差鎖定點係指在證券化交易中，就經濟考量，銀行為防止提前攤還發生所需之超額利差。如

該交易契約未要求鎖定超額利差，則超額利差鎖定點以 4.5%代表。 
13 R 係指 3 個月平均超額利差對超額利差鎖定點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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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控制型」提前攤還之信用轉換因子 

 非承諾信用額度 
承諾信

用額度

3 個月平均超額利差對超額利差
鎖定點的比率（以 R 表示） 信用風險轉換因子(CCF) 

133.33％≦ R 0％  

100％≦ R ＜133.33％ 1％  

75％≦ R ＜100％ 2％  

50％≦ R ＜75％ 10％  

25％≦ R ＜50％ 20％  

零
售
信
用
額
度 

R ＜25％ 40％  

90% 

信
用
額
度

非
零
售

90％ 90% 

資料來源: 同表 4-1。 

 

表 4-4  「非控制型」提前攤還之信用風險轉換係數 

 
非承諾信用額度 

承諾信

用額度

3 個月平均超額利差對超額利差

鎖定點的比率（以 R 表示） 
信用風險轉換因子（CCF） 

133.33％≦ R 0％  

100％≦ R ＜133.33％ 5％  

75％≦ R ＜100％ 15％  

50％≦ R＜75％ 50％  

零
售
信
用
額
度 

R ＜50％ 100％  

100% 

信
用
額
度

非
零
售 

100％  100% 

資料來源: 同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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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産證券化交易的內部評等法 

資產證券化交易之標準法與內部評等法的主要差異，僅在其風險權數的決定

方式不同，採資產證券化交易內部評等法的銀行，其他有關資本扣除方法、資本

計提上限仍應適用標準法的相關規定。 

(一)適用對象 

1. 銀行經許可以內部評等法計提資產證券化之資産池的信用風險所需資

本，應使用內部評等法計算資産證券化暴險的信用風險資產。 

2. 如證券化交易資産池中之暴險種類，未有特定的內部評等法得以處理，則

經許可採用內部評等法的創始銀行，應使用資産證券化交易中的標準法計算資產

證券化暴險額的資本計提；而經許可採用內部評等法的非創始銀行，則應採用評

等基準法計提資本。 

3. 證券化交易資產池的資產同時採用信用風險標準法及內部評等法計提資

本者，應依資產池中相對多數部位所採用方法，計提證券化暴險所需資本。 

(二) 適用方法及順序 

1. 適用方法包括評等基準法（ratings-based approach，RBA）、內部評估法

（internal assessment approach，IAA）、或監理公式（supervisory formula，SF）。  

2. 適用方法之使用順序如下:  

(1) 評等基準法 (RBA)適用於已有外部評等或有推定評等的證券化暴險

額。 

(2) 當沒有外部評等或推定評等可供參考時，則應就內部評估法 (IAA) 

或監理公式 (SF) 中擇一採用。 

(3) 內部評估法僅適用於對資產擔保商業本票所提供的流動性融資額度

和信用增強額度。 

3. 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的信用轉換因子決定方式如下 ： 

(1) 依評等基準法或內部評估法決定風險權數者，其信用風險轉換因子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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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監理公式決定其風險權數者，如合格流動性融資無法計算 KIRB 時，

14 亦得以其所保障任一個別資產暴險在標準法下適用之風險權數中

最高者，依下述監理公式所訂的合格流動性融資信用風險轉換因子，

計提其所需資本: 

 原始到期期限 1 年以內──適用 50%信用風險轉換因子。 

 原始到期期限 1 年以上──適用 100%信用風險轉換因子。 

 僅在市場中斷時始可動用者──適用 20%信用風險轉換因子。 

4. 服務機構之合格現金預付額度，適用 0%信用風險轉換因子。 

5. 非合格流動性融資額度，應自資本中全額扣除。 

6. 依評等基準法、內部評估法、或監理公式計算證券化交易應計提資本額

者，其信用風險抵減參照信用風險基礎內部評等法的規定處理。 

7. 無法適用本規定決定風險權數及信用風險轉換因子的其他資產證券化暴

險，除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自創始銀行的資本中全額扣除。  

(三) 評等基準法 (RBA) 

在評等基準法下，風險資産額等於資產證券化暴險額乘上相對應的風險權數

(表 4-5，表 4-6)。表 4-5 及表 4-6 的風險權數取決於下述四個項目: 

1. 該評等係屬長期或短期信用評等 (包括外部評等或推定評等)； 

2. 外部評等或推定評等的等級； 

3. 證券化交易標的資産池的資産分散狀況；及 

4. 是否為「最優先部位」。 

資產證券化的暴險如有外部評等者，則依該外部評等係屬長期評等、短期評

等、或外部評等，分別適用表 4-5 及表 4-6 的風險權數。當符合下列最低作業要

求時，銀行對未評等之部位，得給予一推定評等等級。該等作業要求之目的在於

確保未評等的暴險部位，於各方面均優先於已有外部評等證券化暴險部位──稱

之為參考證券化暴險。所稱最低作業要求，包括下列條件（亦即推定評等應符合

下列作業要求，始予認可）： 

                                                 
14 KIRB 為依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簡稱 IRB 法）所計算出的資本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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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參考證券化暴險應在各方面條件均較未評等之證券化暴險為差，其中若有

信用增強機制，應一併納入考量。如果參考證券化暴險有第三者的保證或信用增

強機制，而未評等的證券化暴險並未有相關機制，則不應以有信用增強者作為無

信用增強者的推定評等參考依據。 

2. 參考證券化暴險到期期限，應大於或等於未評等暴險的到期期限。 

3. 任何推定評等均應持續進行更新，以反映參考證券化暴險額外部評等的任

何變化。 

4. 參考證券化暴險額的外部評等，必須符合「使用外部信用評等資訊作業準

則」。 

標的資產池的資產分散狀況及風險權數決定方式如下：  

1. 標的資產池之暴險額有效數目 (N) 小於 6 時，為「非分散資產群組」，

均應適用表 4-5 及表 4-6「非分散性資產群組」（第 4 欄）所列的風險權數。 

2. 若暴險額有效數目大於或等於 6 時，得再依暴險是否為「最優先部位」決

定適用的風險權數。屬於「最優先部位」者適用表 4-5 及表 4-6 第 2 欄的風險權

數，非屬「最優先部位」者，適用表 4-5 及表 4-6 第 3 欄的「基礎風險權數」。 

3. 暴險額有效數目 (N) 計算方法為: 
∑
∑

=

i
i

i
i

EAD

EAD
N 2

2)(
， iEAD 代表群組中第

i 項資産的違約暴險。 

表 4-5  評等基準法的風險權數──以長期評等為基礎 

外部評等等級 最優先部位 
風險權數 基礎風險權數 非分散資產群

組風險權數 
AAA 7% 12% 20% 
AA 8% 15% 25% 
A+ 10% 18% 
A 12% 20% 

A－ 20% 35% 
35% 

BBB+ 35% 50% 
BBB 60% 75% 

BBB－ 100% 
BB+ 250% 
BB 425% 

BB－ 650% 
BB－

以下及未評等 全額扣減 
資料來源: 同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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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評等基礎法的風險權數──以短期評等為基礎 

外部評等等級 
最優先部位風險

權數 
基礎風險 

權數 
非分散資產群組

風險權數 

A-1 7% 12% 20% 

A-2 12% 20% 35% 

A-3 60% 75% 75% 
所有其他等級 
或未評等的 

全額扣減 全額扣減 全額扣減 

資料來源: 同表 4-1。 

 

最優先部位的決定方式如下: 

1. 若證券化暴險額在證券化交易中具有第一求償順位，即符合評等基礎的

最優先部位。 

2. 在傳統型證券化交易下，如非屬第一損失部位的批次均已進行外部評

等，則評等等級最佳的批次得視為最優先部位。如有多批次的信用等級相同，則

僅現金流量 (waterfall) 中最優順位的批次得視為最優先部位。 

3. 在組合型證券化交易中，若有一超優先券次 (super-senior tranch) 符合推

定評等作業要求，並顯示該暴險的可求償性優於所有其他券次暴險者，得以該超

優先部位為最優先券次。 

4. 在資產擔保商業本票的發行計劃中，通常流動性融資額度並非最優先部

位，而是受流動性融資額度支撐的商業本票具有最優先部位的特性。 

（四）內部評估法（IAA） 

如銀行符合內部評估法的作業要求，則對資產擔保商業本票所提供的未評

等流動性融資額度及信用增強額度，得使用內部評估法評估其證券化暴險的信

用品質。但該暴險的內部評等仍應對照至外部評等機構相當的評等，並依評等

基準法（RBA）規定的適當風險權數計算風險資產額。銀行採內部評估法必須

符合一定作業要求，若銀行內部評估程序被認為不適當，經主管機關要求停止

採用內部評估法時，應改採使用監理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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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語 

  在新巴塞爾協定對金融資產證券化規範實施後，銀行在推出或購買金融證券

化產品其所承受的風險將有很大的改變，因而影響金融機構資本計提與發行意

願。就發行資產證券化的創始機構而言，其發行證券化主要的誘因除了可以迅速

收回貸放出去的資金之外，最具吸引力的就是可以將承作放款的風險轉嫁出去，

以降低資本計提，提升每股盈餘，惟新資本協定對證券化的認定趨向嚴謹，金融

機構要籍由金融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將銀行風險資產移出資產負債表外，以減少資

本計提，提升權益報酬率的作法，在新資本協定實施後將大打折扣。 

由於新資本協定對於資產證券化的資本計提最高係以該資產未證券化前的

風險計提資本，故對創始機構或投資機構在其證券化部位的資本計提不論標準法

或內部評等法都存有資本套利空間。再者，Basel II 資本協定對證券化風險規範的

敏感度較高，因此，若銀行購買信用評等較高的證券化部位，所需計提的資本將

減少，故較具投資誘因；相對的，若購買信用評等較低，甚至無評等的證券化部

位，所需計提的資本將大幅增加，這將影響投資機構購買證券化部位的意願，或

要求更高的利率報酬。 

國內規模較小的中小型銀行，因自行建置內部模型的能力不足，在證券化時

只能採用標準法，而在新資本協定規範下，證券化採標準法的資本計提較內部評

等法為嚴格，故對經營有不利的影響。此外，新資本協定對於證券化的風險資產

表外化限制較多，造成證券化融資成本的上升，此亦降低金融機構的發行意願。 

在目前的資產證券化架構之下，創始機構常保留未評等或順位較低的證券化

券次，以作為優先順位的內部信用增強機制，但在新資本協定實施後，若沿用此

一發行模式，則創始機構必須提列更多的資本，降低銀行資本的運用效率及獲

利，影響其資產負債管理的誘因，故應積極運用外部信用增強機制，以降低創始

機構使用保留未評等證券化部位的內部信用增強機制的方式，提升資本運用效

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