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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龐大不良債權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問題，過去在美國、日本、甚至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及東南亞各國都曾發生過。結果許多國家都

設立專責的不良債權處理機構，其主要目的是要加速金融機構對不良債

權的處理，並使債權回收的價值達到最大。透過不良債權處理機構，金

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可以在快速及回收價值較高的情形下處理，使金融機

構回復其資金媒介的功能，達到穩定金融體系的目的。而我國在民國八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該法第

十五條提供民間設立資產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y，簡稱

AMC）的法源依據，也揭開了台灣不良資產處理的新序幕。 第一宗銀



行將不良債權拍賣給 AMC 成交之案例，則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七

日第一銀行經由市場自由競標方式出售面額 130 億元之不良資產，得標

者為美商賽伯樂公司與台証證券合組之團隊。而經過這一年多下來，市

場上經由拍賣或議價方式出售之不良債權面值業已超過千億，對金融機

構不良債權之處理，提供了一個新又快速的管道。 然而在金融環境和法

律制度都沒有太大變化之情況下，金融機構將不良債權賣給資產管理公

司，是否真的就把問題解決了？而資產管理公司又如何來處理這龐大的

不良債權？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所以本文除首先將不良債權及各國

對逾期放款之定義做一簡要說明及比較外，接下來要介紹其他國家資產

管理公司發展情形及對不良債權之處理模式，繼而了解這一年多來資產

管理公司在本國之發展及運作情形，並就其處理機制做一比較，最後就

目前資產管理公司運作所面臨之實務與法制問題做一整理，並提出建

言，以供主管當局參考。  

摘要

(英) 

Financial crises resulted from large amount of non-performing loans (NPL) 

occurred in the States and Japan and eve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Asia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As a result,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established 

NPL-disposal institutes to facilitate the NPL disposal for the financial institutes 

and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NPL return. Though the NPL-disposal institutes, 

NPL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es could be disposed quicker and with more return 

value so that the financial institutes could remain their function as capital media 

for the economy stabilization. The Legisla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pass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 Mergence Law on November 24, 2000. The 

fifteenth article of the law provides the legal ba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also called AMC and began the NPL disposals in 

Taiwan. The first successful NPL transaction was between the First bank and the 

team made of by Cyberlus and Taiwan securities on March 27, 2002, a deal of 

one trillion and thirty thousand millions book value. After more than one year, 

NPL of more than ten trillions were transacted either through bidding or though 

negotiation, which is a new and quick way of NPL disposal for the financial 

institutes. However, since there are no big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law system, is selling NPL to AMC a solution to NPL issue? And how 

does AMC dispose of these huge amounts of NPL? This essay will briefly define 

NPL and compare the definitions of overdue loa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esides, 

it will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AMC in other countries and their NPL 

disposal process. In this way, we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operation conditions of AMC in Taiwan for the past year 

and moreover compare the disposal mechanism. In the end, it will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and legal problems that AMC fronts now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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