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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金融危機的成因包含了國際收支大幅逆差、大量外幣負債及金融

機構危機等因素，可見金融機構本身的經營問題將造成金融環境的失

序。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有關金融機構的經營問題與逾期

放款的問題更為政府所關切，因此，降低金融機構逾期放款比率、建立

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的退場機制、提高銀行資本適足比率(BIS)成為政府金

融改革的首要工作。 如同我們所知，金融機構欲降低逾期放款，除了採

取自行打銷，還可以透過出售予資產管理公司(AMC)處理等方式。但是

前者金融機構本身必需有足夠的盈餘與資本；後者則受限於 AMC 無法

在短時間內消化金融機構龐大的不良資產。 植此，國內金融市場及金融



創新蓬勃發展之際，對於建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處理機制，或

許時機已成熟。因此，本文除了分析國外處理金融危機所採取的措施，

重點則在於藉由國外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證券化案例了解其優缺點及可供

參考的地方。 相較於目前金融環境及法律制度，採取證券化方式處理金

融機構不良資產仍有許多問題必需面對，本文也將就此分析探討，從比

較中提出建議方向並鼓勵對此方面有興趣者作深入研究。 關鍵詞 金融

危機 、逾期放款、證券化、資產管理公司  

摘要

(英)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resulted in Financial Crisis , such as ,the huge 

deficit in the balance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 lots of currency debt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risis. Therefore, the inappropriat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will cause the economic chaos. As a member 

of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aiwan government was more concerned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non-performing loans 

(NPLs) .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priority for the financial reform is to lower the 

ratios of NPLs , build up the system of bank fading off , and raise the bank’s 

BIS ratio . As we knew, to lower the NPLs, the finacial institution can take the 

actions to lower the NPLs or selling assets through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AMC). However, the bank trading off system should have sufficient earnings and 

capital to run it, and the loans through selling to AMC could not handle with such 

huge amount NPLs in the short time. In the meanwhile, it is the time to build up 

the securitization mechanism of NPLs during the booming innovation period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study the cases of foreign 

institution how to resolve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lso learned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from their experiences. Comparing with the finance environment and 

law system, it has to face many issues if we take the securitization to dispose 

NPLs. In this thesis, I had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and hope 

whoever is interesting in this field can dig further from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 Non-Performing Loans(NPLs) , Securitization ,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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