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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現有的研究以金融中介理論為基礎，研究證券化商品對於金融產業的影

響，研究指出證券化商品的出現將會促使金融產業向更為專業化與高度分

工的階段邁進。身為企業策略的研究者，我們於是更為關心，在這樣的趨



勢中，構成金融產業的銀行與其他的企業應該要如何思考：金融業的經營

者應該要如何看待證券化商品？證券化商品與企業的定位和策略之關係為

何？企業如何應用證券化商品來創造價值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還需要更

多研究者的心力投入才能得到解答，幸運的是目前已經有部分研究發現已

經觸及上述的問題的範疇，然而仍有更進一步加以延伸的空間；在財務金

融領域中，關於銀行進行放款賣出（loan sales）活動的研究指出，銀行利

用地理上或是目標市場上的相對優勢，透過放款賣出的作為，走向專業化

的道路。本研究認為，透過引進策略管理的理論，可以將這個研究發現做

進一步的延伸。 策略是什麼？Michael E. Porter 於 1996 年 11 月哈佛商業評

論的文章 What is Strategy? 中提到策略是 :「界定與溝通企業的獨特定位, 

做出取捨, 並塑造企業各種行為間的適切配置」。本研究應用資源基礎觀

點與價值鏈分析，以策略觀點針對台灣證券化商品個案進行研究，我們發

現銀行可以策略性的使用證券化商品。在萬泰銀行的個案中，該銀行因為

內部資源的累積出現不協調的現象，財務資源（資本）承擔風險的能力不

足，阻礙了其他具有潛在優勢的資源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萬泰銀透過證券

化商品的發行解開上述瓶頸，並且更進一步幫助萬泰銀得以專注於發展與

優勢資源相關的消費性金融放款市場，邁向分工專業化，佔領獨特的市場

地位；另外本研究另舉日盛銀行個案，該銀行將證券化商品單純的作為融

資工具，所以在證券化商品的使用上與萬泰銀行的效果相異。 銀行邁向

分工專業化，建立獨特的定位的同時，也需要整體產業環境可以相互配

合；亦即需要能夠快速、且迅速的發行證券化商品，於是金融產業中出現

證券化價值鏈管理者的角色，台灣工業銀行正試圖扮演此一角色。在台灣

工銀的個案中，我們發現證券化價值鏈管理者除了管理價值鏈中的參與成

員外，還必須將價值鏈延伸到創始機構端與投資者端；同時，管理者本身

也要有相對應的組織調整，以期能更適切的執行上述策略作為。 金融機

構策略性的使用證券化商品將有可能帶來「量變而質變」的影響，一開始

是幫助單一組織發揮優勢資源、建立獨特定位，接下來帶動整個金融產業

開啟另一波的分工與協調；因為分工專業化，在金融產業中出現了專精在

消費金融放款的銀行，出現了扮演證券化價值鏈管理者的銀行，出現了參

與證券化價值鏈的信用評等機構、保險公司等，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的金

融產業分工重組中，可以促進更大的規模與範疇經濟，創造更巨大的價

值。  

摘要

(英) 

In the rise of the securitization in Taiwan, as researchers of business strategy, we 

mostly concern how do the managers of banking treat the securitization, how do 

banks create value by securitization, and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curitization and the positioning of banks. The answers had been touched in the 

studying of loan sales. This studying describe that banks having geographic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target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ill sell their 

loans in the loan sales markets. By selling loans, these banks can reach in 

specialization, creating special position. However,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did not go 

further. By bringing in the resource based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value chain, w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answers of above questions. In the 

case study of Taiwan banks, we found the securitization can be used strategically. 

Our case bank encountered an imbalance of the cumulation of inner resources. In 



this case, the bank’s financial resource, capital, has limited capacity of bearing 

risk. This imbalance limits the further advances of some competitive resources. 

Using the securitization as the tool to shed the bottleneck, the case bank can focus 

on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target market, move toward specialization, and create 

the unique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curitizaton also promotes the 

emergence of the role of the securitization value chain manager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securitization value chain manager masters the process of 

securitization, making the creation and the circulation of securitization rapidly and 

inexpensivel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is role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also one 

kind of specialization. Using the securitization strategically will provoke a new 

wav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s and cooperation and reshape the faces of industry. 

Moreover, this process of adjustment will liberate more benefits of the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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