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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當前之金融環境，銀行逾放問題嚴重，股市及房地產市場均陷

入谷底，加上經景氣持續低迷，致使銀行壞帳不斷增加，企業獲利下降，

環顧亞洲諸多國家自發生金融危機後，都已先後將證券化引入其金融體系



之中，而我國之「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於 91 年 6 月 21 日經立法院審議

通過，國內之金融資產證券化業務已正式開放，此舉意味著台灣金融市場

在國際化與自由化之路程上往前邁進一大步，因此國內相關之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導等措施已成為重要課題。目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140 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 39 號均已對資產證券化之會計處理有所規範，我國

亦於 92 年 2 月 20 日公告第 33 號公報「金融資產之移轉及負債消滅之會

計處理準則草案」，本論文主要是參酌國外已經實施有年之資產證券化經

驗及相關規範，並整理分析國內外有關之文獻，來探討國內資產證券化財

務報導之相關措施及制度，希冀在我國極欲參與國際經濟社會活動之同

時，能與國際規範接軌。在參考美國及國際間之金融資產證券化發展狀況

後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及建議： 一、健全信用評等及信用加強機構。 

二、擴大國內債市規模。 三、國內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之調和。 四、建

立台灣鑑價師制度。  

摘要

(英) 

Abstract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in Taiwan is plagued with rising non-performing 

bank loans and depressed stock and real estate prices. The economic stagnation 

sinc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has led several countries to introduce asset securitization 

into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Following the bandwagon, Legislative Yaun in Taiwan 

promulgated Financial Assets Securitization Regulations in June 21, 2002, which 

unveiled the new era of domestic financial assets securitization. It is a milestone in 

Taiwan’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for its capital market. 

Given the advancement in domestic asset securitization market, it is time to establish 

the related domestic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 standards. Presently, U.S.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FAS）No. 140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IAS）No. 39 set up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asset securitization. In 

February 2, 2003, Accounting Researching Development Foundation（ARDF） in 

Taiwan issued a Draft Communique No. 33 Accounting for the Transfers of 

Financial Assets and the Extinguishments of Liabilitie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uss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asset securitization and the related 

implementation issues by draw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abroad. Given that 

harmonization of domestic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s a stated 

government policy, this thesis also provid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to highligh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related standards. As a conclusion, this thesis 

make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1) strengthening domestic credit-

rating and credit-enhancement organizations, 2) enlarging the scale of domestic fix-

income market, 3) further harmonizing domestic accounting standards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4) integrating domestic appraisal prof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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