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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2004 年美國聯準會開始升息，市場資金自債券型基金大幅撤退觀望；債

券型基金因市場利率風險升高，7 月時聯合投信事件引發效應，引發投

資者恐慌，進一步引發了債券型基金的贖回風暴。因此國內債券型基金

投資部位的流動性立刻受到關注，主管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開始研議對策，推出分割債券，嘗試提高其結構型債券投資部位的流動

性，但是最大宗解決投信基金結構債問題，則是以金融資產證券化的方

式來處理。在 2005 及 2006 年間因為主管機關的鼓勵，市場出現大量債

權券證券化產品，種類形式與技術亦不斷翻新，不論對於主管機關、業

者專家、投資人均得到非常大的震撼與衝擊，也大為縮短國內人士與機



構在證券化技術能力的學習曲線，也使台灣的資產證券化不僅在質與

量，均快速領先亞洲其他國家。本研究透過資料蒐集、彙整與分析各案

例舉出各項安排內容，從資產證券化以及台灣目前發行之債券資產證券

化之資產內容、資產移轉、避險交易、受益證券型態探討並歸納出其變

化脈絡，並探討證券化的發展。經過分析與檢討，本研究歸納台灣證券

化發展尚有以下幾個議題：1.目前各主要參與者如創始機構、安排機

構、受託機構、承銷商等，是否還有足夠的動因繼續參與市場；2.資產

證券化的次級市場要如何改善；3.套利是否可成為推動資產證券化的最

大動因；4.巴塞爾資本協定是否影響證券化商品；以及 5.台灣債券資產

證券化的是否應更為開放。 本研究對未來發展的建議則為：1.法令管制

應朝擴大資產池商品組合，以提高證券化商品報酬率；2.建議成立證券

化商品審議委員會，加速產品審議效率；3.正視金融監督管理不對稱問

題；4.建立交易平台與報價系統，以提高次級市場流動性；5.建立參考指

標，提供投資人作為評估標準；6.參照國外立法例，提供證券化商品適

當之租稅誘因；7.面對 Basel II，建議採階段化適用方式，以免衝擊過

大。  

摘要

(英) 

Abstract In 2004, the interest raise made by FED led to the withdrawal of market 

funds from bond funds. As a result of interest rate rising risk and the occurrence of 

the United Investment Trust event which causes a contagion effect; panic investors 

cause a mass redemption of the bond funds. Thereafter, clos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liquidity of the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bond funds immediatel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began to deliberate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developed the stripped bond products to 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the bond fund. 

However, the major solution to the liquidity problem in structured bonds of 

investment trust funds is the securitization. Between 2005 and 2006, owing to the 

authority's encouragement, numbers of Collaterized Bond Securitization have been 

dealt. A variety of products were developed and the techniquecs of securitizatio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hich shortened the learning curve of the securitization 

related financial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asset 

securitization in Taiwan further stood out from other Asia countri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ses during that period, we found that the following securitization 

issues needs to be addressed in Taiwan： 1.Whether the mjor players such as the 

originator, arranger, trustee and underwriter, still have enough motivation to join 

the market? 2.How to improve the second market of asset securitization? 

3.Whether the arbitrage purpose could become the major motive to drive the asset 

securitization? 4.Whether the New Basel Agreement will affect the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s? 5.Whether it is necessary for further deregulation of asset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s in Taiwan?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re 

as follows: 1.Relax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the underlying assets to have a 

broader range of qualified asset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sset pool to achieve a 

better yield for securitization products; 2.To establish a securitization transaction 

review committe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viewing process; 3.To face 

the management asymmetry arising betwee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4.Eestablishing a trading platform and a bidding system to 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the secondary market; 5.Establishing a reference index to be used as the investors' 

evaluation standard; 6.Providing a proper tax incentive for securitization products 

by making reference to the legislations and precedence in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7.When facing Basel II, adopting the step by step approach to alleviate the 

influence that may 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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