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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採用國內某一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資產管理公司 702 筆已處分之

不良債權實證數據，期間自 2004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底止，以複迴歸

分析法檢驗不動產區位、不動產類型、不動產指數、不動產都市化程

度、及退場策略等是否為影響不良債權擔保品處份報酬率之因素。研究

實證結果發現：不動產區位座落於東部案件以及不動產類型為可開發土

地之案件對不良債權擔保品處分報酬率具顯著相關性，不動產指數趨勢

上昇或下降、不動產是否位於都市內、及處分策略之選擇，則對報酬率

之影響不具顯著性。其中: 一、不動產區位座落於東部案件平均報酬率

為 69.17％，與北部不動產報酬率高於其他區位之預期不同。分析其原因



為在不良債權購入評估過程中，對於座落區位會依據經驗值主觀調整或

修正出價成本，調高北部區位案件出價金額，藉以提昇標購不良債權之

競爭力；若不動產區位座落於東部，為避免後續不易處分，會向下修正

出價金額。調整不動產出價結果導致造成東部之不動產處分時，會有顯

著較高之報酬率，其餘區位不良債權擔保品對報酬率影響則不顯著。 

二、不動產類型為可開發土地之案件平均報酬率為 95.36％，高於住宅、

商用不動產、工廠、及農林漁牧土地。分析其原因為在不良債權購入評

估中，對於可開發土地之估價方法，多以土地開發法為基礎，由於土地

開發時間較長，因資產管理公司經營方式亦有回收投資金額之壓力，往

往在土地未完全開發完成時就先行以市價處分，在未實際支出開發費用

下，而會有較高的報酬率。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adopts 702 disposed non-performing loan (NPL) empirical data of a 

specific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AMC), a subordinate of a domestic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rom March 2004 to December 2008. The study uses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ology to analyze whether the location, the types, the 

urbanization of collateral, index of real estate, and the strategy of disposition are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to the rate of return of NPL.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rate of return of the real estate collateral located in east and the developed type 

of land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other factors don’t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it. Among them: 1. The average rate of return of eastern located cases is 69.17%, 

the result is different to the assumption of northern located cases have higher rate 

of return. The reason could be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NPL, AMC 

will raise up the offering price of northern real estates, and lower the offering 

price of eastern cases to bid the NPL. The much lower cost causes eastern cases 

have significant higher rate of return while others cases don’t. 2. The average 

rate of return of developing type of land is 95.36%, which is higher than housing, 

commercial, factory or agricultural type of land. The reason could be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NPL, AMC ’s adopt “Land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to decide the bid price of land collateral. Considering the 

investing period and the pressure of funding cost, AMC ’s would dispose the 

collateral in market value before the land collateral being totally developed.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being saved, there is relatively higher 

rate of returns in deposing developing type of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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