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4839 

狀態 NC092FJU00194011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法律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7666102  

研究

生

(中) 

秦慧君 

研究

生

(英) 
 

論文

名稱

(中) 

不良債權證券化之研究－以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為中心 

論文

名稱

(英) 

A Study of the Securitization of Non-Performing Loans--Focus on the Financial 

Restructuring Fund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賴英照博士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2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不良債權 證券化 金融重建基金 問題金融機構 信用風險 信用評等 

關鍵

字

(英) 
 

摘要

(中) 

為讓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平和順利退出市場，以消弭金融風暴於無形，

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

理條例」，並於同年七月九日公布施行。惟金融重建基金自成立以來，

均以購買與承受交易方式賠付承受機構資產與負債之差額，致資金缺口

益形擴大，陷入資金嚴重不足而需外援之困境。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在



現行法制或金融重建基金修正案之情況下，有無可能讓金融重建基金之

資金來源不受外在牽制，而有自有資金之來源，此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並進而探討金融重建基金如何處理所承受之龐大不良債權，有無進行證

券化之可能，此為本文研究之目的。 本文於第二章先說明行政院金融重

建基金之成立背景及現行法制，並探討以公共資金處理金融危機之國外

制度，由有成功處理經驗之美國、日本、韓國制度著手，且因美國 RTC

制度為各國所仿效，故著重美國經驗，探討 RTC 對問題金融機構之處理

方式及對問題金融機構未被承購資產之處置方式，希為我國參考，最後

說明我國金融重建基金之困境，並說明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草

案第十二條第二項，帶入不良債權證券化之研究範圍。 第三章介紹金融

資產證券化之基礎理論，於理解證券化之意義及類型後，進而介紹金融

資產證券化之市場參與者及流程、商品種類，期能對於金融資產證券化

之運作流程為理解，進而介紹我國目前已成功發行之金融資產證券之案

例，計有臺灣工業銀行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法國里昂信貸銀行台北分

行企業貸款債權證券化、萬泰商業銀行喬治瑪麗現金卡債權證券化、第

一商業銀行不動產抵押貸款債權證券化、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不動產抵押

貸款債權證券化，主要以中華信用評等之評等報告為依據。 第四章探討

不良債權證券化之可行性，先說明不良債權之定義及不良債權證券化之

風險分析及管理，再說明不良債權證券化中最重要之信用風險及信用增

強方式，另介紹信用評等制度、功能及評量重點，最後討論不良債權證

券化之運作方式，並介紹美國 RTC、日本 RCC 及韓國 KAMCO 之不良債

權證券化案例，引為我國金融重建基金不良債權證券化之實例設計。 第

五章則綜合前四章之論述，對於金融重建基金如何增加自有資金來源及

如何處理所承受之不良債權提出建議，冀能對於當前我國金融改革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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