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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2001年是金融界悲喜交加的一年。首先 ,经历了 1997 年第三季开始的亚洲金融危

机 ,台湾股价重挫 ,企业以质押周转资金纷纷遇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体质稍弱的企业立

刻引起了企业危机 ,受到重创的企业往往不能按时还款 ,则原本已竞争激烈的金融业 ,呆

坏账上升 ,引起了“银行危机” 。这通货及银行二危机即是学术上有名的“孪生危机” 。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000年底美国高科技股泡沫崩溃 ,美国景气陷入衰退 ,这更拖垮了

台湾的经济 ,企业还债困难 ,纷纷出走 ,或结束营业 ,更恶化了银行的经营 ,银行业成了艰

困产业。

2000年年底 ,事况更急速恶化 。台湾出现了“经济学人的诅咒” 。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铁口直断台湾将在 2001年 1月底前 ,由于中国人农历春节资金需求旺盛 ,将会

发生当地金融风暴。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台湾的官方报道逾放在 2000年虽然才 6%,远低

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泰国与南韩 ,但他们却认为台湾基层金融逾放超过 30%,再考

虑台湾实际不良贷款约有上述数字的 2-3倍。另外 ,台湾房地产价格下跌一半 ,股价不

振 ,这些都是风暴首部曲 。

台湾当局全力驳斥这种“不当言论” 。指出台湾经济成长强劲 ,外汇存底高达 1000亿

美元 ,逾放贷款只有 5%-6%,而房地产价格从 1994年第 4 季度到 2000年第 2季止 ,台

北房地产价格下跌只有 9.1%,台中市下跌 27.7%,高雄市下跌 24.2%,与经济学家杂志

所述相差甚远。

平心而论 ,台湾外汇存底雄厚 ,当局施政谨慎小心 ,故在 2001年 1月金融风暴并没有

57



发生 ,但自 1998年起 ,台湾未因应亚洲金融风暴 ,凡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申请解决困难 ,

或缴息正常 ,均不列入计算逾期放款 ,故账面上的逾放贷款并不足以反映实际状况。

台湾虽躲过了“经济学家杂志的诅咒” ,却在 2001年台湾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不景

气。第二季经济成长率在八月公布 ,陷入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首次的负值(-2.35%),朝

野震动 ,第三季经济成长率为-4.21%,再创历史新低 ,人心惶恐 ,台湾的末日成为国际媒

体杂志重要内容 ,相对经济成长率的不断下跌 ,10月份失业率为 5.33%,再创历史新高 ,

广义失业率更高达 7.26%。金融业的逾放贷款也再创新高 ,当局公布的第三季全体金融

机构逾放贷款约 8%,高达 1.148兆 ,但国外评级公司却说这比例应再乘上 1.5 ,大环境的

恶化 ,企业还款困难 ,加速了金融业的不安 ,金融业的不安又再拖累金融安全网 ,台湾过去

亮丽的经济 ,正快速退色 ,金融界会不会成为台湾的最脆弱的支点?

二 、六大金融困境

一般言 ,台湾银行业有下列六大问题 ,这六大问题有的是弊病 ,有的是可以兴利的因

素。 ①(除弊)关系人交易盛行 。②(兴利)银行竞争激烈 ,规模小 ,利润下跌 。③(除弊)资

产品质恶化 ,逾放上升。 ④(兴利)银行业务狭小 ,无法跨业 。⑤(除弊)金融机构没有退出

机制 。⑥(除弊)脆弱的基层金融机构。

针对前述的金融六大问题 ,我们将台湾近年公布或修正的金融法 ,依其性质再区分成

两大类:第一 、“金融三法” ,包括“银行法修正法” 、“金融机构合并法”与“金融控股公司

法” ,这三法如果由兴利的角度而言 ,主要皆与银行如何扩大规模 ,跨业经营有关(困境二

及四),此外银行法修正又与解决关系人放款有关(困境一)。第二是“资产管理二法” ,包

括金融重建基金法 ,我们可称其为台湾的 RTC ,因其性质类似美国在 1990年底为解决储

贷协会的巨大逾放所成立的 RTC ,另一是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 ,

AMC),请注意 AMC并不是一个法案 ,而只是金融合并法的一个条法(15条),但其重要性

不下于 RTC ,由依其性质而言 ,RTC是官方的 AMC ,故在本文将AMC位阶提高 ,与 RTC法

案并列陈述 。这 RTC与AMC的设计目的是在解决退出机制(困境五),严重的逾放(困境

三)及基层金融机构问题(困境六)。第三则是证券化二法 ,这包括资产证券化法与不动产

证券化法(解决困境三)。见表 1的比较。

表 1　金融六法 、银行二法与证券化法

重　点 目的 成　效

银 行 法修

正

2000 年 公

布

1.修改关系人定义(33条)
2.取消储蓄银行
3.加入工业银行
4.退出机制(62 条)
5.大股东持股上限由 15%上升到 25%

盼解决困境

一 、五及部分三

1.困境一可说有效
解决

2.3 家工银(交通 、台
湾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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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目的 成　效

金 融 机构

合并法

2000 年 公

布

1.鼓励同异业合并(5-9条)
2.信合社 、农渔信用部退出机制(10-14 条)
3.建立 AMC 成立法条(15 条)
4.租税补贴

盼解决困境

二 、四及五

1.台湾 AMC 成立绩

效未明

2.银行同业合并失
败

金 融 控股

公司法

2001 年 公

布

1.跨业经营 , 100%异业结盟为主轴
2.共同行销 , 共同业务推广
3.增加金融机构规模
4.连结税率制

盼解决困境

二 、四

12 家金控公司成立

基本任务达成 , 但未
来绩效不明

金 融 重建

基金条例

1.台湾的 RTC

2.设置金融重建基金 , 以处理国内经营不善
的金融机构;基金规模约 1400 亿元。
3.以处理基层金融机构为优先。

解决困境

三 、五及六

困境六已成功地在

进行(收购36 家基层

金融机构)。
资金来源似有问题

营 业 税法

修正案

2002 年起至 2005 年止 , 征收金融业 2%的营
业税 ,以为金融重建基金之专款专用。

解决困境六 配合重建基金

存 款 保险

条 例 修正

案

1.规定中央存保公司得接受金融重建基金
之委托 ,协助处理不良金融机构之问题。
2.以未来十年期间内存款保险费增加之总
收入 ,作为金融重建基金之财源。

解决困境六 配合重建基金

票 券 金融

管理

1.开放办理债券业务 , 准许发行公司债。
2.不得签证 、承销 、经纪和买卖未经信用评
等的短期票券。

改善票券商体

质

保 险 法修

正案

1.放款保险业不动产投资比例由现行的
19%提高至 30%。
2.放宽保险业股票投资标的条件限制

扩大保险业经

营范围

金 融 资产

证券化法
证券化法以增加资产流动性 解决困境四 尚未正式通过

三 、冲出金融困境之一:金融三法

要讨论这问题 ,首先必须了解台湾与银行相关的三部法案(以下将说明)的“金融机

构”定义并不完全雷同。“银行法”的金融机构偏向狭小的定义 ,除了银行 ,只有票券公司 、

信合社 、农渔会信用部 , “金融控股法”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 ,保险及券商 。“合并法”的金

融机构则包括银行 、保险 、证券暨期货 ,及信托 ,这反映各法案起始架构的不同目的。

一 、银行法修正案

银行法的修正主要是为解决关系人贷款造成银行体制脆弱(困境一),增强主管权限

以迫使不良银行卖出(困境五),及允许工业银行的成立 ,可扮演综合银行的角色 ,扩大经

营范围(困境四)。

1.关系人定义的修正(32 、33条)

(1)资金去向最重要

过去借款者为规避银行法的关系人贷款的限制(限二亲等血亲 、三亲等姻亲之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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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银行借钱受到规范),而常采用人头户借款 ,再掏空银行 ,所以借款后的“资金流向”比

“借款人”更重要 。故银行法修正后增列第 33条之四:“利用他人名义向银行申请办理授

信”亦与关系人放款相同 ,必须受到规范 。

(2)规范孙公司之借款

过去银行持有 5%的企业实收资本在向银行借款时 ,必须受到规范 ,但这企业再转投

资的企业则不受到规范 ,故此次修法以控制能力为计算基础 ,主要是回归公司法对关系企

业的规范 ,凡是银行能影响的就是关系企业 ,就必须服从新法之规范 。

2.强化主管对问题银行处理权限

(a)可解决不当银行的经理及董事职务(62条之一)

当当局派员去监督管经营不善之银行 ,常遭到银行方面的阻挠 ,故增加当局可进驻银

行监管的权力。

(b)可勒令银行停业(62条之二)

(c)可委托其他银行经营或增减资(62条之三)

3.删除储蓄银行业

台湾虽有储蓄银行申请办法 ,但因其业务几乎均可被商业的储蓄部及信托部取代 ,故

没有任何人申请储蓄银行 。

4.增加工业银行申请条件及业务范围

工业银行是综合银行的一种 ,主要任务是提供生产事业所需要资金(及非金融相关事

业),故允许其除了可“授信”(为债权人)之外 ,亦可“直接投资”(为股东),这观念与一般银

行家是被训练成为“债权人”(debtor),而不是“股东”(shareholder)不同 ,所以工业银行更接

近德式的综合银行 。故商银在投资非金融相关事业有严格限制 ,一般以被投资企业的

5%为上限 ,但工银则无此限制。

5.工银不得向不固定人吸收存款

由于工业银行的投资或有高度风险 ,而接近创投事业 ,故风险较高 ,故吸收存款以一

定对象为限。

二 、金融机构合并法

银行合并法的主要目的有三大项。第一 ,解决银行退出机制(困境五),其次 ,过多银

行所引发的竞争(困境二)。第三 ,跨大营业规模(困境四),第四 ,解决净值恶化的基层金

融问题 ,即 AMC(困境六),为了顺利达到这目的 ,合并法兵分三路进行夹击 。

1.提供机构自愿合并租税诱因

金融合并法第 17条提供的银行合并租税优惠 ,较一般企业(如依产业升级条例第 15

条规定 ,范围更广也更多)。例如 17条规定印花税及契税一率免征 ,而土地增值税也有条

件免除 ,合并后的商誉及费用可分别以 5年及 10年摊销 。因合并出售之不良债权 ,得于

15年提取损失 ,另外 ,如仅出让不良债权而不参与合并 ,该金融机构的损失得于五年内提

取。上述最后二项对损失不同提取的标准 ,显示财政当局鼓励银行积极处理不良债权 ,最

好是处理不良债权 ,又合并。

让我们以一个具体例子说明这些规定的意义 。如果有二家银行决定合并 ,其中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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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并银行 ,另一家为合并银行 ,假设被合并银行现有放款 1500亿 ,逾期放款 100亿 , 30

万名往来客户。如果合并所产生费用约为 20亿元 ,其中包括裁员 、消灭重复据点 、重新购

置机器等 。在初步作业完成之后 ,如果主并银行决定合并之后 ,计划打消坏账 30亿元 ,则

这银行将如何利用租税的好处以降低费用?

由于合并所产生的总费用 20亿 ,依上所述这部分可分十年摊还 ,故每年只要提 2亿

即可 ,另外 ,计划中要打消坏账是 30亿元 ,依上所述 ,出售不良资产可分 15年摊还 ,故每

年只要2亿元即可 ,二者加总的费用因此每年只有 4亿。见表 2。

相对这每年只要支付 4亿元的费用 ,但可取得 1500亿元之正常放款 ,如果“净利率

差”保守估计每年有 3%,则有利差收入 45亿元 ,再扣除这一年可能多出的 10亿元人事等

其他费用 ,则银行将有 33亿元净收入。

如果这合并上能产生综合效果 ,增加多样化经济 ,还可大幅降低主并银行原已就有的

单位人事成本。如果景气又复苏 ,原以提取为坏账准备损失 ,尚可冲回 ,增加盈余 。此时

股价又上涨 ,银行尚可以以更便宜方式筹措资金。

当然 ,上述只是一个往好的方向的推测 ,但这世界往往天有不测风云 ,如果要往坏的

方向推测 ,则事情可能稍有不同。

如果合并不顺 ,首先 ,合并之后 ,原有高级主管坚持不退 ,主并银行只好另设位置容纳

它们 ,支出立刻上升。而工会又同时强烈抗争 ,当局只好答应绝不裁撤任何一位职员 ,则

不但造成冗员充斥 ,且将二种不同银行文化混合却未融合 ,将会严重的拖垮士气 。不裁撤

不具竞争力的人事 ,则地域重叠的分行也难以裁撤 ,则未来每年这些费用支出必然可观 ,

竞争力也不会提高 ,综效也难以发挥 ,逾放也难以下跌 ,合并的好处将难以发挥 ,也没有实

质利益。

表 2　金融机构合并法租税优惠

扫除合并的障碍

1.印花税 、契税免征。
2.消灭机构的土地转移 , 土地增值税得“记存” 。
3.消灭机构为逾期放款所承受的土地担保品 , 土
地增值税“免征” 。

金融机构合并法第 17 条

提供合并的租税优惠

1.商誉分五年摊销。
2.合并费用分 10 年摊销。
3.出售不良债权产生的损失 , 分 15 年摊提。
4.合并之前 5 年所发生的亏损 , 可在合并后 5 年

内逐年摊销。

金融机构合并法第 17 条

国民待遇
外国金融机构合并 、概括承受或概括让与本国金
融机构 ,准用上述优惠。

金融机构合并法第 17 条

　　此外以欧美先进国家的税法案而言 ,只要实质不变 ,即合并后仍有股权关系 ,并不需

课税 。在台湾 ,许多可能的合并 ,也不会有这课税的问题 。但当下列状况发生 ,合并就会

有问题。合并时 ,换股比例大于一(例如被消灭机构一股换主并银行二股),则产生一些困

扰。目前在台湾稽征实务上 ,将合并产生的这种股份交换视为股东受盈余而应纳税 。如

此一家小而美的金融机构就会抗拒另一家大而稍差的银行合并 ,因为合并的股权交换比

例可能是小而美的银行以一股换大而稍差的银行 1.2股 ,此造成股东必须纳税 ,而可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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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合并。

2.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第 15条):请见下节

3.鼓励同业合并

金融合并法虽鼓励金融机构彼此合并 ,但其似乎更鼓励“同业合并” ,甚于“异业合

并” ,例如合并法第 5条说:“但法令规定不得兼管者 ,不得合并” ,如此则阻断了银行与券

商的合并 ,因为依银行法目前法令 ,银行不得兼营证券 ,真的鼓励“异业合并”的法案必须

等待“金控公司法”。

4.问题基层金融机构

金融合并法第 13条规定农 、渔会信用部因业务或财务状况显著恶化 ,不能支付其债

务或调整后净值为负数时 ,主管机关得洽商农 、渔会中央主管机关后 ,停止相关人员之全

部职权 。执行处分时 ,得命令农 、渔会将其信用部及营业所必须之财产让与银行 ,不适用

农会法第 37条及渔会法第 39条之规定。

5.合并或成效不彰

金融合并法通过之后 ,却没有任何二家银行依法进行合并 ,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 ?如

果中国人在经营企业时的二大个性是“宁为鸡首 ,勿为牛后” ,与有“公司是我的 ,不是股东

的”仍存在 ,则合并法的设计事实上是没有考虑这二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而是复制西方(主

要是美国的)法律。再加上银行资产不透明 ,故或许是这些原因 ,台湾没有任何二家银行

合并 ,只有等待金融控股法 ,竟然巧妙地避开了这二个观念 ,故金控公司如雨后春笋一家

接一家成立。

三 、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控法可说完全是为消除过多银行所引发的过多竞争(困境二),及允许银行扩大经

营范围 、异业合并(困境四)。银行合并法虽立意良好 ,可惜因忽略国情 ,迄今没有任何银

行合并。严格地说 ,合并法似乎较注重除弊 ,例如如何解决不良金融机构 ,却不注重兴利 。

真正的兴利的法案要等到金控法通过才算完成。

金融机构的跨业经营方式 ,原则上可采(1)兼营(如银行法第 28条),(2)转投资(如银

行法第74条)以及(3)控股公司模式 。这三类中 ,似乎第三者将是未来台湾金融业跨业经

营的方向 。

亦即银行涉足金融相关事业的方式有垂直系统的部门式(德国式)、平行部门的合并

式(美国式)、介于其间的子公司式(英国式)。台湾当局似乎最不喜欢第一种的部门式 ,原

因可能认为依国人文化素养 ,垂直部门性较易引起利益冲突 ,破坏防火墙 ,而转投资才是

主管单位的最爱 。

金融控股公司特色如下:

1.异业合并的开始

这应是金控公司最重要的部分 ,前二个法(银行法与合并法)对这一部份皆是欲语还

休 ,故银行始终无“正式介入”证券及保险等相关领域 ,直到金控法出现 ,这些才完全改观 。

金控公司是一以控股及投资为主的公司 ,它本身并不经营事业 ,但其旗下可设立银行

子公司 、证券及保险 ,进行各种金融活动 ,虽然银行 、保险及证券公司目的范围及经营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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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直接合并有所困难 ,但藉由有一个共同老板 ,大家仍能彼此合作 。如此横向的联系 ,

使金融机构的异业合作终于成立。

2.共同行销 ,资源共享 、作业平台的整合及防火墙的放宽(43条)

金控法中另有以“共同行销”原则 ,它的精神是“资讯共享 、品牌共享 、产品共同销售 ,

管理制度弹性”等方式经营。另外 ,它也允许不同产品 ,例如 ,存款 ,保险及基金等可在同

一家分行内销售 ,但重点是 ,这销售必须在不同窗口 ,但却允许一个人(如果有执照)可同

时销售不同金融商品 。

3.投资非金融相关事业的防火墙(37条)

“银行”与“商业”究竟能否彼此互相持股 ,一直是商业银行理论的一大争议。德国的

“综合银行体制”允许银行跨业非金融相关事业 ,例如德意志银行拥有奔驰轿车公司 23%

的股东权 ,直接介入奔驰的经营。但除了德国及部分欧洲体系的综合银行 ,一般国家倾向

商业银行不得介入企业的经营 ,因为银行家是被训练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而非“大股

东” ,如果银行也要为企业的大股东 ,这是工业银行的观念。

金控公司有 5%及 15%规定 ,前者指的是金融控股公司对其他事业之投资 ,不得超过

该被投资事业以发行股份总数或实收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其投资总额 ,不得超过金融控股

公司实收资本总额百分之十五 。

4.合并税率是优点

金控公司另一个特色是合并结税制 ,旗下的子公司的盈亏可相抵。某金控公司旗下

有一事业亏损 1亿元 ,一事业获利 2亿元 ,在课税时 ,是针对这两家子公司的盈亏相加之

后得出获利的 1亿元 ,予以课税 ,而不是针对原先获利的 2亿元课税 。

5.外资可 100%持股

由于金控法允许外资 100%持有本国银行的股权 ,因此能够有效提供外资对购并本

国银行的意愿 ,外资带来的 know-how将使国内金融经营技术提升。

不过金控法 22条规定只有外国金控公司可不需在台另设金控公司 ,就可并购本土金

融机构 ,这是从美资银行出发的思考方式 ,引起了欧洲银行的抗议 ,因为欧资银行是综合

银行而非金控公司 ,是否就不能来台并购本土金融机构 ?后经“财政部”进一步解释 ,只要

信誉卓著一样可以 ,才平息纷争。

6.控股比率是一大问题

第一波申设的 15家金控公司 ,已有 8家成立挂牌 ,而 15家金控公司仍在陆续寻找新

成员加入 ,藉以壮大规模 。不过 ,换股比例与人事整合问题 ,成为金控纳入异业的最大障

碍。

以交通银行为例 ,交银最先宣布纳入国际证券 ,就一度因换股比例谈不拢 ,让急着成

立金控的交银紧张万分。国际证券曾经提出 1.74股换交银金控 1股的条件 ,财政当局公

股管理小组认为过于优惠国际证券 ,夹在中间的交银几经协调 ,最后才以国际证券 2.05

股换交银金控 1股 ,寻得双方认同。

然而失败的例子也有 ,国泰金控与群益证券因换股比例协商失败 ,双方合作告吹 ,金

控业者认为 ,此案凸显当局在贸然实施金控政策下 ,金融业为尽速达成设立金控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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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追求异业结合的潜在隐患 。

所以严格地董事会通过合组意愿 、签定意向书 ,其实意义不大 ,换股比例谈不谈得拢 ,

才是成败 ,且一家金控纳入多家异业公司 ,人事如何安排更是学问 ,要让大家都满意并不

容易 ,如果有一方太强势 ,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玩金控 ,别人不会进来。

四 、冲出金融困境之二:资产管理二法

一 、金融重建基金

1.财源

为了有充足资金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基层金融问题 ,重建基金开始筹措资金 。

金融重建基金管理条例的重点在第 4点:财源 。如果没有财源 ,如何拯救不良机构 ?

而重建基金的财源主要是前二项(4条),第一 ,为 2002年到 2005年的营业税 ,共有 4年 ,

约一千二百亿元 ,第二 ,自 2002年起 ,十年内的存款保险费率 ,约二百亿元 ,故有一千四百

亿的资金 ,再加存款保险公司盈余等组成。而目前台湾金融机构不良放款约一兆五千亿

元 ,在这不良放款中 ,如果约四成无法收回 ,约为六千亿 ,则金融重建基金并不足以支应这

些无法收回的不良放款 ,则当局必须发行公债才足以应付差额。但为防范道德风险 ,至少

应附带规定 ,对造成这逾放的负责人似乎应免除其职务 ,或 5年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2.全额理赔 ,破坏市场机制

金融重建基金另一个重大影响在于“全额理赔”的观念(5条)。过去银行只对存款在

百万元以内进行理赔 ,但在第 5条则加入“全额赔付”经营不善金融机构之存款及非存款

之债权 ,且也包括利息 ,所以在此次修订的“存款保险法”中 ,也补充这一点 。但这全额理

赔的做法 ,只限金融重建基金存在时期(3年),否则会让存款户疏于自己监督银行责任 ,

也会让银行也不负责的心态。

金融重建基金结束之后 ,其资产与负债则由“国库”概括承受(15条),这条款显示当

当局出面解决基层金融坏账 ,银行不良放款时 ,最后仍由“国库”全额支付 ,这或许是“民间

赖账 ,全民买单” ,我们了解这是数十年留下的积弊 ,但对这些赖账或不负责任的经营人

士 ,以及金融机构总应有一些惩戒吧!

3.收购 36家基层金融机构

金融重建基金通过之后 ,财政当局开始集结人马 ,予以训练 ,准备接受不良基层机构 。

2001年8月 10日 , “财政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 ,派遣 300人同步进驻台湾地区 36家

经营不善 ,净值为负的基层金融机构 ,号称“岛内金融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整顿工作” ,而

对这 36家基层金融机构的处理方案 ,大致分为下列四种:第一 、评估基层金融机构不良资

产并有损失部分 ,由金融机构弥补损失后 ,资产及负债由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承受 、继续营

运 ,对往来客户来说 ,只是“换一个招牌而已” ,第二 、不良资产由存保公司承受 、处理 ,其余

好的资产和负债由其他金融机构承受 ,此称“购买与承受负债” ,第三 、资产和负债分离 ,其

中负债由其他金融机构承受 ,而资产则不分好坏均由存保公司处理 ,第四 、现金赔付 ,即相

关金融机构进行解散 ,存保公司分别赔付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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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局接管并非一帆风顺 ,部分基层金融机构 ,则群起反对 ,认为他们的农会仍有

营运赚钱 ,且净值为正。当局对此指控的反应则反驳说指出这些基层金融机构虽说赚钱 ,

但其计算时却未考虑其营收成本及坏账 ,一旦扣除逾放呆账提列以及成本 ,这些机构的净

值几乎均为负数 。

4.银行股东权益何在 ?

合并法指出对于问题基层机融机构 ,财政可介入接管 ,并强制其出让产业与财产上市

银行 ,银行股东大会只需“过半同意”即可 ,而且少数股东不得要求银行以公平价格收回股

份 ,这种只为快速解决基层金融机构问题 ,似乎完全忽略了银行股东的权利 。

二 、AMC 是合并法预留的退出机制

在上述提到合并法主要是为不良金融机构而设计 ,是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法令 ,这又

表现在第 15条:“以收购不良债权为目的之资产管理公司(AMC)…” ,所以 AMC的成立目

的就是以收购不良债权为宗旨 。

不良债权如果就是逾期放款 ,则AMC协助处理银行不良债权实在刻不容缓。当银行

逾期放款太高 ,表示银行收不到利息 ,收益日薄 ,银行可能付不出存款者的利息 ,银行净利

润由正转负 ,最严重造成挤兑 ,使体系不安。

逾期放款使资本适足率减少的影响属于间接型 ,当一个银行有高逾期放款 ,银行面临

的是否要打消它 。不打消它 ,却又收不回钱 ,有点不肯面对现实 ,硬撑之感 。上升的逾放

也予外人不佳印像 ,而银行评等也下跌 。

而打消逾期放款 ,首先使备抵呆账下跌 ,由于备抵呆账是属于第二类资本 ,当它被用

来打消呆账 ,资本适足率会立即下跌 ,如果小于 8%,银行会要求增资 ,否则盈余无法分

配。

银行逾期放款太高衍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银行的坏账都要售予 AMC ? 如果

要售予AMC ,则这些不流通的不良资产价格如何定价?

如果银行倒闭可以被许可 ,则事情反而清楚。我们可以将陷入困境分成二类 ,一类是

尚有可救之价值 ,一类是无拯救之价值 ,只有前者 AMC或许有介入之价值 ,对后者 ,没有

拯求价值之银行 ,财政当局应将其清理 ,主管应令其退出市场。至于二者的区别 ,并非易

事 ,我们大胆地建议下列任何状况即属于没有拯救价值之银行:

(1)净值为负

(2)逾放大于 10%,及资本适足率小于 2%,及 ROE连续12个月为负 。

只要任一成立 ,即应令该银行清理 。

五 、冲出金融困境之三:证券化二法

由于银行的放着重抵押品 ,特别是房地产 ,当不景气来临 ,土地价格下跌时 ,往往造成

银行的逾放上升 ,为了减少逾放(困境四),我们除了祈祷台湾的景气永远没有冬天之外 ,

另一个途径则是朝“金融资产证券化”及“不动产证券化”努力。

金融资产证券化在 2001年 12月 17日在“立法院”财委会初审通过 ,又在 2002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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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朝野”协商通过草案 ,金融资产证券化法或不动产证券化被视为解决当前金融问题

的良方 。不过 ,这两者离信托资产证券化均还有一段距离 。资产交付信托后有何好处 ?

以财神酒店案为例说明。财神酒店因建商经营不善而破产 ,投资人当年求偿时尚无信托

法。在人多嘴杂无法凝聚共识的情况下 ,酒店至今仍闲置在那 ,无法进一步处分资产 。

如果是在信托方式下 ,当建商倒闭时 ,受委托的信托机构就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处理酒

店。一是另外找人来经营管理这家酒店;一是可自行决定资产的处分方式 ,这样就不会有

闲置而迟迟无法解决的问题。

Abstract:In the pap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dilemmas in six aspects of financial industry in

Taiwan , an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inal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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