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如何推動建立證券商風險管理制度 

為期建立更能貼近證券商監理需要之風險管理制度，允宜先就風

險管理究竟為何種意義此一問題進行探討，因此第一節除說明風險管

理厥起之原因外，並且就其可運用之範圍加以分析，以說明其功用及

重要性，第二節則就風險管理與內部控制之差異予以辨別，以利二者

間異同之了解，避免運用上之混淆。在備具前面所述的相關素材後，

再就我國證券商風險管理制度架構試為研擬，同時說明擬議所思考之

面向，及規劃之特色與原則，第四節則就擬議之「證券商風險管理實

務守則」加以介紹說明。 

第一節 何謂風險管理 

風險管理近十數年之所以興起，成為一項顯學，肇因於各國經濟

的自由化與國際化。由於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結果，使得以往視為安定

的外在因素，例如利率、匯率等不再是固定不變，或僅是窄幅變化的，

相對地也使得貨幣的移動更為自由快速，此一結果連帶使得各國股市

的起伏，由原來本就屬高波動性質的金融商品變得更為敏感而難測。

此不僅國內如此，國家間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也使得此一狀況更為嚴

重。職是之故，一國經濟、金融狀況可能本無問題，但却會因為其他

國家狀況的轉趨惡化，而遭池魚之殃。此亦何以過去十數年來跨國的

金融監理組織，其扮演調和國際間監理政策及規範，乃致要求彼此監



理手法趨於一致(harmonized)的功能越來越為吃重的原因。 

上一章所描述的各種風險其實簡單來講就是不確定性，不確定性

從負面而言是一種不好的事情，但從企業家精神的角度出發，這也是

獲取利潤的一項機會，因此有人稱風險為「危機」，即「危險、機會」

之意。亦即國際化、自由化後，全球的企業固然遭逢倍於往昔的危險，

但相對地也有更多的機會，在世界各地攫取可能的商機，這從過去二

十多年來歐美金融強權國家在世界各地大肆購併，以謀求成本的降低

及利潤的提昇即可知其梗概。由於風險與報酬是企業活動一體的兩

面，若是一家企業只要賺取報酬而不想承擔風險，其實是一種痴人說

夢的想法。企業家真正要面對的問題是，你要賺大錢便要承擔大風險，

反之你要承擔小風險，當然獲利相對有限。因此風險偏好、資本承擔

能力等問題便成為處理風險首先要面對的課題。 

由於在過去政府樣樣都管的時代，不論利率、匯率或股價，均有

某種管制存在，致市場鮮少能完全反映供需的實相，但一旦開放後，

這種上沖下洗的衝擊感，往往又非企業主所完全樂見之結果，因為它

的變動經常會超出預期或掌握之外，既非其所偏好之程度，也非其力

所能承擔之限度。因此對這種不確定性自有必要精確管理。因此為量

度此種不確定性，並進行事前管理之籌畫，便成為自由化、國際化後，

各產業均須面對的事項，而其中尤以金融業為最，一來由於其生產因



素即貨幣，最容易移動；二來由於其交易最為頻繁，而且容易觀察(茲

將金融業與非金融業風險管理上之差異對照如下表)； 

表一：金融業與非金融業於風險管理上之差異對照表 

 金融業 非金融業 

法規

方面 

重在支付系統及系統性風險

之降低。 

重在公司治理及資訊揭露以降低

風險。 

資產

性質 

※可交易性、金融性資產、

造市功能。 
※ 高度分散性之部位組合。

※ 現金流量大部分均受到契

約約定之影響。 
※ 分散性有助部位組合品質

之提昇。 

※ 資產負債表由非流動性資產組

成。 
※ 風險集中。 
※ 現金流量大部分非來自既有之

契約約定。 
※ 部位之分散對企業價值提昇有

顯著助益。 

風險

衡量 

可利用統計技術。 只具有有限能力對相關風險進行

衡量，原因是可觀察樣本太少，

關聯性亦難論定，再加上機遇性

太濃所致。 

風險

之角

色 

※ 事業存在目的在吸收或移

轉風險。 
※ 風險管理為企業管理之主

要重點及核心技術。 
※ 應從整體或加總方式來管

理風險。 

※ 風險源自實體產品之經營而

來。 
※ 對於風險管理之使用係支離

的。 
※ 使用之技術層次不高且相對不

是那麼注重。 

三來由於晚近電腦、金融工程、統計技術的成功發展與運用，使得管

理風險的各種工具如衍生性金融商品，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再加上相

關技術之綷熟也得使得風險的衡量、資料(data)的建制、使用變得可



行，以致風險管理在金融業推動最力也最為成熟。 

當然此種推動及運用係逐步而成的，一般而言最早被運用的是市

場風險管理，然後是信用風險管理，乃致近年來又有部分大型的金融

業進行較難的作業風險管理。至於銀行或保險業面臨的流動性風險，

由於行業性質使然，該等行業的監理單位亦要求以諸如情境分析或壓

力測等方法進行必要之管理，這些均表示風險管理在技術逐步成熟

後，其於金融業所欲涵蓋的層面其實是整體的，無所不包的，而且是

強調所謂預測性(forward-looking)的管理。是以具體的衡量方法，描

述未來可能遭受的衝擊，乃至將之轉化成可觀察的損失數字，這些特

點毋寧是與傳統內部控制最大不同之處。以 FSA 在對整體金融機構進

行監理，採用所謂的 risk-based approach，透過下面表二所呈現概

念性的公式,即可很清楚了解風險管理於機構管理上的功能與意義。 

表二：FSA 風險評估及優先性：針對受監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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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於金融體系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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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概念其實是可以一般化地運用到金融產業以外其他產

業之監理上去的，因此澳洲與紐西蘭在 1995 年共同發布了一項全國遵

行的〝Joint Standards Australia/Standards New Zeland Committee 

OB/7 on Risk Management〞，並在 1999 年進行第一次修正；而加拿大

亦於 2004 年發布了一項通用全國的〝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Guide〞。此外 COSO 為了與時俱進，也在 2003 年發布

了〝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草案徵求各方意見，

以期企業在內部控制外，更能跟上世界的腳步，有效管理其所面對的

風險。這些都顯示風險管理的重要性，甚且不僅金融業本身的管理可

派上用場，並且擴展到金融市場的監理，而有助監理資源的有效運用，

最後甚至可運用到政府對整個國家的管理，而成為一個很有潛力的管

理工具。 



第二節 風險管理與內部控制之區別 

一般常將內部控制視為是風險管理的代名詞，此種混淆不僅民間

單位如此，即使是政府監理單位在實務運作上，有時似也將二者混為

一談。，其實二者本質上是有差異的，尤其是風險管理的落實執行，

一定要靠內部控制的有效控制才有其意義，但這並非即在說內部控制

在位階上比風險管理更大更重要，因為二者在功能上各有其職司，下

面特將 COSO 於此面的分析引述之。 

企業風險管理架構與整合性內部控制架構之關係： 

1992 年 COSO 發表了整合性內部控制架構，提供企業或其它實體建

立內部控制架構、評估內部控制系統的工具。此架構認定並描述有效

內部控制的五項密切相關的重要內控元件。 

整合性內部控制架構將內部控制定義為一種程序，一種經由董事

會、經營團隊與其它人員作用而發生效力的程序，用以提供達成下列

目標之合理保證： 

◎作業的效果與效率 

◎財務報告的可信度 

◎法令規章之遵循 

內部控制是企業風險管理重要且不可或缺的一部份，但企業風險管

理較內部控制的範圍廣泛，並詳細論述內部控制以建構一個更紮實、



更專注於風險的概念。當然整合性內部控制架構對僅專注於內部控制

的企業依然適用。茲將企業風險管理架構所論述的重要內涵論述如下。 

一、目標範疇 

整合性內部控制架構強調三項目標，即公司營運、財務報告

與法規遵循。企業風險管理架構亦探討此三項類似的目標，

即公司營運、財務報告與法規遵循，其中兩項與內部控制架

構定義近似，但一項不同。在內部控制架構中，財務報告定

義在公開財務報表之可靠度。在企業風險管理架構中，則擴

大了報告的定義，包括企業內部與外部的各式報告，如內部

經營團隊所使用之報告、對監理機關所申報的資料以及對各

關係人之報告資料，報告範圍亦由財務報表擴大至非財務資

訊。 

企業風險管理架構增加了一項高階管理者使用之目標項目，

即策略目標。企業使命或願景、營運、財務報告及法令遵循

等項目應相互配合，確保其一致性。企業風險管理亦應用在

策略設定上，共同促進其它三項目標之達成。 

二、投資組合觀點 

尚未在內部控制架構中考慮到的一項重要觀點，就是風險的

投資組合概念。除了個別思考影響企業目標達成的風險外，亦



應以整體的觀點，即組合的概念，來思考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 

三、環境 

當討論環境時，企業風險管理架構更專注於風險影響企業風

險文化的方式，不論是由外顯的或是內隱的途徑。企業的風

險文化是指企業處理風險的共同態度、價值、目標與實務準

則。此架構導引出企業風險胃納，或涵蓋面更廣泛的概念，

即達成目標所願意承受的風險數量。風險胃納係由特定的風

險容忍度所支持，而風險容忍度反映企業對營運活動所能接

受的變異程度。 

四、事件辨識 

企業風險管理與內部控制皆認知到，風險可能發生在企業的

各個層級，可能起因於各式的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兩者皆

認為，風險辨識與影響目標達成之潛在衝擊，具有前後之因

果關係。 

企業風險管理架構探討潛在事件的概念，並將其定義為起源

於內部或外部而可能影響策略實現或目標達成之單一偶發事

件或一系列的偶發事件。具有潛在正面衝擊的事件代表機

會，具有潛在負面衝擊的事件就是風險。企業風險管理包括

辨識事件並思考引發事件的原因，使用的方法包括思索過去



的事件與可預見的未來事件，還有新興趨勢的分析。 

五、風險評估 

雖然內部控制與企業風險管理架構皆稱風險評估為某風險發

生之可能性與潛在衝擊規模，但企業風險評估架構建議，應

以更敏銳的角度來看待風險評估。其視風險為與生俱來之副

產物，但得以平均值、最差值或是統計分配來分析其衝擊程

度。表達風險程度最好與此風險攸關目標之量度單位相同。

風險衡量期間應該與企業的策略、目標及可得資料一致，企

業風險管理架構並關注因單一事件而可能引發的其它風險。 

如上所述，對經營階層而言，企業風險管理尚包括發展一個

公司層級的組合觀點。業務單位經理人已完成其單位內的綜

合性風險評估機能，則企業層級的經營團隊應由全公司的觀

點來思考這些彼此密切相關的風險。 

六、回應風險 

企業風險管理架構認定回應風險的四種類型-避免風險、減低

風險、分擔風險與接受風險。就企業風險管理的部分，經營

團隊應由這些類型中，思考出可行的回應方法，並評估經處

理後之剩餘風險，是否符合公司的風險容忍度。經營團隊如

果已由個別或群組的基礎去思考回應風險的方法，亦應再由



跨公司的角度，思考回應風險的整體效應。 

七、資訊與溝通 

企業風險管理架構擴大了資訊與溝通的領域，它思考過去、

現在與未來事件的資料。歷史資料讓企業可以將實際績效與

預期目標、計劃與期望作追蹤比較，並且提供企業審視其在

變動環境下的表現成果。現在或目前資料提供了重要的額外

資訊，未來事件及其影響因子的資料則讓資訊分析更完整。

資訊架構應以企業辨識、分析與回應風險的時限與詳細程度

來掌控其資料源，但仍須與其風險偏好一致。 

八、角色與責任 

內部控制與企業風險管理皆關注各方所扮演的角色與與責

任，包括內部控制與風險管理各份子的角色與責任，或是提

供重要資訊給內部控制或風險管理者的角色與責任。企業風

險管理架構描述風控長的角色與責任並詳述企業董事會應扮

演的角色。 



第三節 證券商風險管理制度之擬議 

查考我國證券商過去之管理，傳統上著重者厥為內部控制上之管

控，此由第一章所描述對證券商業務、財務、人員的管控便可知。其

中與晚近風險管理有關者，大概是財務比率的各種限制，其實這種限

制在各國監理紛紛採用較現代化的風險管理規範後，仍然保有此種看

似僵化的規定，例如單一部位的上限比例，或者單一集團或個人的集

中度比例等。其所以如此，原因概為，例如 BIS 的 8%，我國證券商的

150%，或者美國 net capital 的 100%，乃致我國保險業取法美國 RBC

所規範的 200%，其實就風險本質而言，不管是用標準法或者是用內部

模型法(當然後者較前者在風險計提上為精準，但仍有可能有內部控制

不當，例如不妥之會計方法、內部稽核與報告架構等，以致資本計提

仍有不足；或相關環境，諸如系統性的風險無法完全掌握等問題)，此

等比率均不過在表達個別金融機構在群體中，風險的相對位置；或者

是另一功能，所謂避免國際間不同監理單位管理不一致所產生競爭上

的不公平而已。可是究竟這些數字於風控上管不管用呢？則是吾人所

特別關心的問題，例如某Ａ為 6%，當然相對而言會比某Ｂ的 8%，在風

險承受上為差。因此監理單位應多花一些心力於某Ａ的管理上。但是

否真的衝擊來的時候，某Ｂ就一定能撐得住？以亞洲金融風暴時之泰

國為例，一份研究報告顯示，當時倒閉的銀行，平均而言其 BIS 比率



(1995-1997)比沒有倒閉的還高，而我國過去幾次市場重大違約交割，

某些券商資本適足率均超過 200%，體質看起來不錯，但後來都因為內

控不佳人頭帳戶的問題，導致風險發生，一夕之間便化為烏有。因此

僅靠資本適足率，似乎並不當然即能保證監理上的穩妥性，這也就說

明各國之所以仍然保留某些看似僵化規範的原因，其目的不過在建立

監理上的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線。當然此類規範適用的範圍，理論上

而言應該愈小愈好，尤其如果能透過 pillar２監理上的檢查，及

pillar３外部的監督(例如信評)，並運用差異化的管理方式，將風控

實質操作的好壞予以有效的區別出來，給予好的業者更多自主管理空

間，俾有效調配監理資源，那麼上述僵化性規範的適用，自然也可作

彈性化的調整，而讓好的業者受到較少的束縛。 

正因為此一想法，乃至於我國政府在 2003 年底，對證券業者進

行第一波投資銀行業務大幅開放之時，筆者有幸負責此一規畫。在儘

量給予業者發展空間，並且導引他們業務往國際化發展的同時，倒底

監理單位有什麼工具可以讓風箏往高處飛，但卻不必擔心它斷線而失

去掌握與控制呢？為此當時規畫的配套措施，很重要的一項便是建立

證券商的風險管理制度。但是此制度的建立最為棘手的是，雖然 BIS、

IOSCO 等國際性組織，於此方面均有些原則性的指引，但談到實際的

運用面時，由於這些指引往往僅是描述性的文字，而非提綱契領條文



化的規範形式，如果要直接引為官方規範性的文字來呈現，有其技術

上的困難，且不符過去我國監理單位所發布類似指引的形式。其次，

諸如上述的 COSO 草案，以及新加坡、香港或澳洲雖亦曾發布過類似之

指引，但在運用上亦面臨相同困難，且彼等多係以銀行為對象，對證

券商而言則過於繁瑣。為此在研議過程中經多方收集資料，最後發現

1996 年由 Coopers & Lybrand 出版，以資本市場中投資銀行為對象的

〝General Accepted Risk Principles -GARP〞較為適用。原因在於

其之編製，係綜合 BIS、IOSCO 等相關國際組織所發布，與風險管理有

關之各項原則，並參照實務界作法，經邀集包括 Bank Of England. 

CFTC.SEC.STA.SIB.JP Morgan.Barclays de Zoete Wedd 等公私部門

之專家共同參與訂定而成。由於形式簡潔而有層次，適於條文化方式

表現，乃於規畫時以之為藍本，並兼參採前述引證之其他國家有關此

方面之規範，自 2003 年 7 月間請櫃買中心邀集證交所、期交所、券商

公會等單位之代表組成專案小組進行研議，並共同委託學者專家進行

專案研究，以期建立一套原則性、一致適用性之證券商風險管理最佳

實務準則，俾供業者參考遵循。嗣於 2004 年 6 月間經上述專案小組會

議決議通過所草擬之守則後，陳報相關規劃方案至證期局，全案歷經

一年左右終於完成。此案並經證期局內部審議後，於同年 10 月間發

布，由證券商自行採用實施。 



此案之規畫有下列重要事項值得提出： 

一、此一規畫最後發布之名稱為「證券商風險管理實務守則」，

其功能除為配合證券商投資銀行業務之開放外，亦係為銜接

證券商公司治理守則而訂。而且其為國內證券、銀行、保險

三業中，首先完成的風險管理指引。此一工作之完成證券相

關單位的努力固然功不可沒，但這似乎也突顯了一個事實，

即市場風險之管理較信用風險及保險風險為成熟，也較為容

易一點。 

二、本案之進行雖有 GARP 一書可為參考，但將之引用於國內仍有

一番內化之過程需要進行，一方面是規範之遵守如要有共

識，必須業者了解其意義及必要性；二方面 GARP 許多原則陳

義甚高，雖說取法乎上，但也要斟酌本身環境，及政策理想

與實務執行間之衡平性，尤其是這些原則的實際功能，往往

必須搭配實務才能究竟其真正意義，否則易淪於文抄公式的

複製工作。為此櫃買中心於自 2003 年 7 月邀集相關單位組成

專案小組後，便以每兩週一次會議的方式密集進行討論。除

委託具財務金融背景且專精金融風險管理領域之學者東吳大

學沈大白及張大成兩位教授研究外；為能與證券業的實務結

合，另同時邀請元京證券副總經理林慧貞、金鼎證券副總經

理儲蓉、中信證券協理董夢雲及統一證券經理郭軒岷等極具

風控經驗之業界專家參與討論。前後共計召開了各類型會議



近三十次以上，可見不僅監理單位付出絕大的心力，業界也

在此案中貢獻了許多寶貴的專業意見，而致方案出爐後有它

的可執行性。 

三、守則內容之特色及原則： 

(一)適用上，風險控管之業務目前雖屬證券商業務中層次較

高且與證券商大型化發展過程較為相關，惟藉由守則之

發布，中小型證券商可依據其業務發展及商品複雜之程

度，汲取所需之控管模式。（例如風控之觀念、組織架

構、質化之管理模式等） 

(二)架構上，本守則採取開放性、相容性架構，未來可配合

風險管理技術之進步予以修正調整。 

(三)內容上，本守則內容涵蓋各種風險，包括市場、信用、

流動性、作業、法律等風險，但其中仍以證券商所面臨

之主要風險－市場風險為主幹。 

(四)實務上，考量目前國內證券業發展生態，對於風險管理

之組織架構保留一定程度之彈性，並未全盤將國外高標

準之規範強制要求國內證券商採行。 

四、為提昇本守則規範之水準，證期局並另洽請資誠企業管理顧

問公司(按 Coopers & Lybrand 後亦併入資誠，故資誠目前

英文名稱為＂Price Waterhouse Coopers＂)提供意見。由

於該公司所屬集團於風險管理顧問之實務及理論均為全球

首屈一指，具有協助國內、外多家證券商建置風險管理機制



之經驗，並長期擔任 COSO 幕僚工作，嗣經該公司審認本守

則內容已與國際相關風險管理規範接軌，並具國際水準，同

時承其建議，證期局後來亦比照公司治理守則將規範內容英

譯，以提昇我國金融監理之國際能見度。 

五、證券商風險管理實務守則係架構於證券商公司治理，因此守

則發布實施後，證期局為強化此一觀念的落實，並請券商公

會辦理一連串的教育宣導課程以期有效推動此一制度的執

行。另鑑於風險管理守則雖由證券商自發性執行，惟對於落

實執行之證券商，未來在業務開放上將採以較彈性之方式處

理，以進一步落實證券商業務採負面表列之原則，並且可一

併對未來證券商資本適足比率採用內部模型法奠定良好之質

化風險控管環境。 



第四節 證券商風險管理實務守則之介紹 

承前述，證券商之管理未來必然會走向以風險管理為主軸的監理

方式，其原因除了上面所分析者外，更重要的是它會是一個跨業監理，

乃至跨國監理的共同平台，或是能夠相互溝通的共同語言。尤其金融

集團的興起後，使得此種能夠貫穿整個集團體系的觀察工具，更能突

顯它的重要性。在上開守則訂定之初，證券商雖說面對市場風險，及

衍生性商品訂價及風險控管之需要，許多均於內部建有一套粗具規模

的風控制度，但一聽到證期局要實施風險管理，尤其「管理」二字殊

為刺耳，均紛紛多多少少表示不能苟同的意見，因為一旦要進行「管

理」，必然第一步要作的便是，鑑別證券商自行建制的風控機能到底

有不有效。尤其過去每當櫃買中心為開放某一新的衍生性商品業務

時，各家無不使出混身解術，以製作非常精美的 power-point 向櫃買

中心進行簡報，以表達已有能力落實風控的執行。但真要論究風險管

理的第一守則〝獨立性〞時，恐怕就沒有幾家能通得過檢驗。因為如

要達到此一基本原則的落實執行，必須要建制繁複的內部控制程序，

才得在不同單位，不同職務及不同功能間建立起完善的制衡機制，這

種機制將使得制度的建制成本立刻跳升，更遑論應有的教育訓練，風

險文化意識的養成，乃至業主老闆從此不得再像以往擅加干涉業務或

任何風險管理流程，凡此均會使業主感覺猶如芒刺在背動彈不得，而



覺得異常拘束。因此下面的一段文字，在描述如何認定業者風管理模

型是否可以接受時，究竟風險管理制度完備重要，還是模型本身先進

重要，它提供了一個很好的意見，即仍應以風險管理制度完備為監理

(管理)之首要考量，而不應囿陷於先進模型的迷思之中，真是一語中

的之分析。 

大部分監理人員在模型之認可上，對風險管理及風險衡量間劃了

一道分隔線。風險管理包括該模型操作之環境及所處之控制系統；另

一方面，風險衡量包括該模型之技術層次及其預測能力。一般而言，

風險管理比風險衡量更重要。第一流的模型在第一流的控制環境中操

作固然是最佳的選擇，但是，如果不能辦到，則寧可是次佳的模型在

第一流的控制環境中操作，而不是將第一流的模型放在有問題的控制

環境中操作。此一概念對於模型係由公司統一研發，然後交付分支機

構個別運用，尤為重要。 

有鑒於此，上述之守則對模型本身並無過多之著墨，其要點則置

重在整個風險管理架構的舖陳，不同單位或部門間權責的關係。舉例

來說，大家都知道風險管理執行單位，應與前枱之交易及業務部門區

隔，而維持其必要的獨立性，但其倒底應否以成立單獨部門之方式來

體現，否則可否依附在其他部門之下，尤其是對規模小的業者而言，

此一作法對撙節成本助益甚大。又例如，此類單位應否如內稽部門一



樣直隸董事會，如果直隸則倒底可否併入審計委員會兼管，抑或應隸

屬單獨之風險管理委員會。但如果監督上跳過總經理，那麼如何能就

客觀環境的變化，吸取第一線的業務部門經驗，而適時調整風險控管

方式，因為我們知道風險與報酬是相對的觀點，亦即風險管理脫離第

一線業務，而不能適時反應內外在環境之變化，便不成其風險管理，

也無法在動態的環境中不斷 froward-looking 企業經營的不確定性。

凡此種種，由於各國的指引只提供一個方向，乃至實際的經營活動並

無一致的作法，因此相關觀念，尤其涉及最基礎的組織架構，往往討

論歷月，方得在小組中取得共識，同時一有共識，便立即送交部分證

券商進行內部操演，以了解有無窒礙之處，最後才得定論。由此可見

過程之艱辛，但也因此許多設計均係以開放式的架構，由各個證券商

因著自己的規模、風格，因時因地制宜進行合於自己需要之規畫，這

也突顯了風險管理在某種層次上而言，是一種管理藝術，而無法大家

都穿同一套制服。職是之故，守則推動初期係以自律，即自我要求方

式由證券商自行採摘執行。但綜觀世界金融監理之趨勢，此部分之重

要性，筆者以為遲早會變成一種必須遵守之強制性規範；原因有二，

第一，金融風險之複雜與傳播之快速，會使得監理單位不得不如此要

求，否則個別業者不管好自己，或只是自發性建立而非強制要求，對

系統性風險之防制作業恐會產生漏洞；第二，就國家金融業或金融市



場的競爭力而言，愈有能力有效管理風險者，其資本運用效率便愈高，

不確定性就愈能加以掌握，從而得以有效對應及處理，自然也會吸引

別人與你進行交易，或到你的市場來進行各種金融活動。因此如美國

之強大，過去證券商始終以 SEC 於 70 年代訂定之 net capital 制度，

作為風險性資本計提之依據而自成一格，且從不為國際間的物議所

動。其結果它的大型投資銀行在歐洲之據點，歐盟即以其國內制度無

法有效監理集團相關風險為由，要求其提高風險性資本之計提，致造

成競爭力之弱化。為此 SEC 不得不於 2003 年發布一道函令，准許大型

投資銀行採用內部模型法計提資本，其計提所依據之質、量標準則完

全比照 BIS 之規定。由此可知風險管理規範的一般化、一致化及強制

化，恐為未來的歸趨。 

下面謹將守則之風險管理規範作一扼要介紹，同時略述元大京華

證券，在過去一段期間中率先建立整體性風險管理架構的一些心得以

供各界參考： 

一、綜合證券商組織架構 

綜合証券商係指同時經營承銷商、自營商及經紀商業務者。

由於業務項目較多，加以跨國經營之關係，其風險一般而言

較單業經營之證券商為複雜，因此風險管理需要之廣度及深

度自較為深切，則以之作為觀察樣本，當然對證券商整體風



險管理之樣貌會有更完整之了解，故本文將以討論綜合證券

之此類問題為主軸。綜合證券商以其內部組織及業務性質來

分類，大概可分為前檯之經紀、自營、承銷、債券、新金融

商品、國際等部門；中檯之風控、稽核、法務等部門：及後

檯之財務、會計、交割結算、人力資源、管理等部門。以元

京證為例，該公司組織架構如圖一所示： 

 

圖一、 綜合券商組織架構—以元京證為例。 

二、綜合證券商風險管理組織架構 

風險管理組織架構之設計，並無放諸四海皆準的體系，宜考

量個別組織型態、企業文化及所承擔風險主要內涵之差異等

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則是負責風險管理執行之單位或個人應

保持獨立性。為此，證券商可由董事會成員中組成風險管理

委員會，並應指定或設置適當風險管理執行單位，俾有效規



劃、監督與執行證券商之風險管理事務。 

如圖二所示，風險管理非僅風險管理單位之職責，公司內其

他相關單位，諸如人力、法務、資訊、內控、稽核、規劃等

亦有其相應需配合之事項，風險管理之執行有賴明確之權責

架構設計、及監督呈報流程之規劃，才能將風險管理資訊作

有效之彙總、傳遞與研判，並因應主客觀環境之變化進行公

司的營運策略及風險管理政策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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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證券業風險管理組織架構圖。 

三、風險管理職責分工 

(一)董事會 

對證券商財務損失或股東權益價值之減少負有最終之

責任，因此董事會必須建立適當的風險管理體系、作業



流程及全公司的風險管理文化，並配置必要之資源以利

執行運作。 

(二)風險管理委員會 

可參照「證券商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第 27 條規定，視其

董事會規模及獨立董事人數由董事會成員組成風險管

理委員會協助董事會規劃與監督相關風險管理事務(當

然國外亦有不少實例經驗是將之納入審計委員會中)，

包括：擬定風險管理政策、建立質化與量化之管理標

準、定期向董事會提出報告，同時應適時的向董事會反

應風險管理執行之情形，提出必要之改善建議。證券商

如未組成風險管理委員會，則由董事會直接負責相關事

務。以元京證為例，其於 93 年 4 月選任獨立董監，並

於董事會下成立審計委員會，負責風險管理相關事宜。 

(三)風險管理執行單位 

負責公司日常風險之監控、衡量及評估等執行層面之事

務，其應獨立於業務單位及交易活動之外行使職權。組

織架構上可設計為直接向董事會負責，但實務上總經理

在例行業務上之督導，也是有其必要的。至於權限如何

畫分，則宜由公司自行審酌其需要後設計之，風險管理



執行單位應獲有適當的授權處理其他單位違反風險限

額時之事宜，且應有適當之權限要求業務單位的部位維

持在給定的限額之內。元京證風險管理部於 89 年 7 月

成立，為元京證之風險管理執行單位，在職責分工上作

業風險管理由稽核部負責，並由法務部負責法律風險管

理相關事務，顯示風險管理由於範圍甚大，專責之風控

單位大概所能專注者，還是以較能量化追踪之風險為

主，至於其他部分，則仍賴相關單位共同合作控管，因

此常說風控係 firm-wide，道理即在於此。 

(四)其他單位 

業務單位主管負責所屬單位日常風險之管理與報告，負

責分析及監控單位內相關的財務風險（如市場風險、信

用風險），並採取各種因應對策，總承其所屬單位的全

部風險管理事宜，並應督導每日將相關的風險管理資訊

傳遞予風險管理人員，或風險管理執行單位。各業務部

門為第一線風控，就所負責之業務範圍內進行必要之風

險控管，並遵循公司之風險管理政策與規範。 

四、風險管理流程 

證券商的風險管理流程如圖三所示，包括：風險管理政策之



擬定、風險的辨識、風險的衡量、風險的監控、風險的報告

與風險的回應措施，為一個持續運行的循環過程。

董事會
風險管理委員會

風險管理策略及政策
風險性績效評估

風險辨識

風險衡量

風險回應

監
　
控
　
與
　
複
　
核

報

告

溝

通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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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風險管理流程圖。 

(一)風險管理政策擬定 

證券商應訂定風險管理政策，以作為公司日常執行風險

管理作業之規範依據。其內容應能確實反應公司之營運

策略目標、風險偏好及所面臨風險的特性，並透過一定

程序傳達予公司上下一體遵行。風險管理政策得由風險

管理或審計委員會擬定，提交董事會核可後執行。風險

管理政策應定期進行檢討，並適時調整，以配合主客觀

環境之變動。 

(二)風險辨識 



證券商為管理風險，首應辦識有那些風險係其營運過程

中可能面臨者。一般而言影響風險之發生有內外在各種

因素，或稱之為風險因子；為了有效掌握，宜採各種可

行之分析工具及方法，透過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討論

研析，彙整以往經驗並預測未來可能發生風險之狀況，

予以指認歸類，俾作為進一步衡量、監控管理風險之參

考。 

１、各類風險定義 

鑒於證券行業之特殊性，一般而言其所可能面臨

之風險可分為以下幾類： 

(１)市場風險：指金融資產價值在某段期間因市

格不確定變動，導致資產負債表內和表外項

目可能發生虧損的風險。  

(２)信用風險：指交易對手、債務方或發行人未

能履行責任的可能性，且此種不履行責任的

情況對證券商的風險額或財務狀況造成損失

的風險。  

(３)市場流動性風險：由於市場深度不足或失

序，以致處理或抵銷所持部位時，面臨市價



顯著變動的風險。 

(４)資金調度流動性風險：指無法將資產變現或

取得足夠資金，以致不能履行到期責任的風

險。  

(５)系統及事件風險：系統風險或事件風險是指

當某一突發而嚴重之特殊事件或是市場共同

因素發生時，導致整個市場大幅變動，進而

造成持有部位產生重大虧損的風險。 

(６)法律風險：指未能遵循當地法規，以及契約

本身不具法律效力、越權行為、條款疏漏、

規範不週等致使契約無效，而造成之可能損

失。 

(７)作業風險：由於內部作業、人員及系統之不

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所造成直接或間接

損失之風險。 

２、證券商風險分類方式 

BASELⅡ將風險分為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及作業

風險三大類，其中作業風險定義為市場與信用風險

以外之其他剩餘之風險，當然這三者間往往會有相



互含蓋之情況，因此亦有一套規定，將它作某種程

度之切割以利歸類，這種歸類方式一如證券商資本

適足率的計算，主要係為了量化風險之計算，但與

實際風險管理之目的仍然有差，因此在規畫本守則

時，是採用較細的分類，即分為市場風險、信用風

險、市場流動性風險、資金調度流動性風險、系統

及事件風險、法律風險、作業風險，並針對各風險

類別擬定相關的風險管理措施，以利實際作業之遵

循。 

(三)風險之衡量 

１、市場風險衡量 

證券商的業務特性使其風險結構集中於較易量化

之市場風險，因此市場風險之衡量是證券商各類

別風險衡量中進行較快也較完整的一部份，目前

證券商所採行的之風險量化模型包括：(1)敏感性

分析；(2) 統計基礎衡量法：風險值(Value at 

Risk)模型；(3)壓力測試，分述如下： 

(１)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方法在於衡量持有部位對個別風



險因子，例如：利率、匯率等，對證券商資產

價值變動之影響，常見的風險因子敏感度衡量

有衡量利率變動影響的 PVBP(Price Value of 

a Basis Point)及凸性(Convexity)、衡量標

的資產變動對衍生商品價值變動影響的

Greeks(如：Delta、Gamma、Vaga、Theta、Rho)。 

(２)風險值(Value at Risk，VaR)模型 

VaR 風險值係以一金額數字來表達投資組合

在特定持有期間內，某一機率百分比下之最

大可能損失金額為多少。風險值(VaR)擁有動

態管理、可量化風險、以及可跨資產作比較

的優點，也因此其估計方法與應用範圍愈來

愈多元化。目前 VaR 風險值即被廣泛運用在

資本適足率的計算、企業內部之風險控管、

或是資產配置之參考依據。 

由於風險值模型係根據許多假設及參數設定

與信賴區間的選擇，因此應定期進行回溯測

試(backtesting)比較估計(預測)的市場風

險與實際結果(真實損益)，以確保模型估計



的準確性。若估計與實際結果有重大差異，

應重新檢視假設並修正模型。 

(３)壓力測試 

大部分的風險衡量模型乃根據許多假設與特

定參數，包含對信賴區間的選擇，但並未提

供落於信賴區間以外或分配假設之外的損失

金額預測，因此針對市場異常變動之應因，

便需定期採用壓力測試模擬，以衡量異常市

場變動對投資組合價值變動的影響，作為擬

具回應措施之依據。壓力測試不侷限於計算

潛在損益的數量分析，尚包含在特定情況下

的定性分析？ 

２、信用風險衡量 

信用風險之量化衡量包括了信用風險預期損失

(Expected Loss，EL)及信用風險未預期損失之衡

量(Unexpected Loss，UEL)。 

(１)信用風險預期損失(EL) 

進行信用風險預期損失(EL)的估計必須先估

計信用暴險金額(Credit Exposure，CE)、交



易對手的違約機率(Probability of 

Default，PD)及違約虧損比率(Loss Given 

Default , LGD)三個參數，信用風險曝險額

(Credit Exposure)亦可稱為 Exposure at 

Default，係當面臨交易對手違約時，可向其

求償之金額。不同商品衡量信用風險暴險金

額的方法也不同，一般而言，如債券、貸款

之信用風險曝額為其面額或名目本金；但對

於衍生性商品，僅在衍生性商品的價值為正

數時，才存在信用風險並且有信用風險曝險

額，且此金額並不會等於其名目本金。違約

機率(Probability of Default)係指交易對

手於一段時間內，發生違約之機率。違約虧

損比率(Loss Given Default , LGD)以百分

比表示，衡量當交易對手違約時無法回收金

額佔整體信用風險曝額的比率。而信用風險

預期損失(EL) = CE x LGD x PD。 

以元京證為例，目前每日計算各業務之信用

風險曝險額，違約機率的估計則兼採外部信



用評估機構所發佈之相關資訊及自行建置交

易對手的違約機率估計模型，而交易對手的

違約回收率(recovery rate)由於歷史資料

的缺乏，對證券商而言是較為困難的部分，

目前仍在進行相關研究及估算，但是國內聯

徵中心為銀行業建立之類似資料庫，在金融

監理一元化架構下，如也能讓證券商參與共

用，毋寧是一項提升我國金融市場交易效率

及透明度的一個良好且重要之作法。 

(２)信用風險未預期損失(UEL) 

信用風險未預期損失(Unexpected Loss)為

證券商經自行評估，在某一可能情況下(信賴

區間)之可能最大損失，即所謂的信用風險值

(Credit VaR, CVAR)。信用風險值的概念與

市場風險值類似，但是在歷史資料不足的情

況下，估計上較市場風險值困難許多。 

(四)風險之監控與管理 

為有效進行風險之監控與管理，證券商需設計一套完整

的風險管理機制以作為控管的依據，風險管理機制的設



計應包括額度的設定、授權層級架構之訂定及風險管理

執行程序設計。 

其中額度設定的目的在於有效地控制風險於一定範圍

內，設定的額度可包括部位限額(position limit)、停

損限額(stop loss limit)、敏感度限額(sensitivity 

limit)、VaR 限額(VaR limit)、壓力限額(stress 

limit)、信用風險限額(credit limit)、流動性限額

(liquidity limit)、及經濟資本限額(economic 

capital limit)等不一而足，並經由授權層級架構之訂

定來規範公司內部額度申請與分配的核決權限，此外應

對額度之設定訂有定期及不定期重新檢視的程序，以重

新檢核風險限額規定的適用性，以因應政府法規、公司

政策、市場情況及交易策略的最新變動。 

風險管理執行程序包括了額度使用監控，超限處理及例

外管理程序。證券商應訂定一套完整之監控作業流

程，監控各種風險限額使用情形，針對超限之狀況作

適當之呈報，並採取適當的回應措施。額度監控作業

可以於例行營運活動中持續進行，或於事後作離線之

觀察與了解。 



證券商市場風險管理的重點包含了額度設定、授權層

級架構之訂定、及風險管理執行程序。風險管理單位

依據機制進行市場風險的衡量與監控。市場流動性風

險之管理應考量持有部位之集中程度，及市場成交量

概況，可納入市場風險模型內或獨立予以評估與監

控，以進行市場流動性風險量化或非量化之管理，證

券商信用風險管理機制通常包含內部評等機制之建

立、信用額度之訂定、信用風險之衡量、信用監控與

超限處理程序……等，對於信用風險管理與監控部

分，包括了信用審核、信用額度及信用風險曝險額控

管、債信監控及超限處理等工作。國內證券商受限於

信用風險衡量所需之歷史資料不足，一般是以設定信

用限額的方式進行信用風險管理，大部分證券商現階

段尚未進行到較為進階之預期損失及非預期損失的衡

量與進一步的信用風險值計算。但這也與證券商主要

功在移轉風險而非累積風險，且資產或負債部位大部

分為可於市場上快速出脫，或易於評價之性質有關。 

在作業風險管理制度方面，除了應注意前、中、後台

人員獨立之原則外，資訊安控及公司內稽內控制度的



落實，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國內證券商在作業風險

管理部份，目前多由稽核部門依照主管機關制定之內

稽內控原則，及公司內部之稽核程序進行查核控管。 

法律風險管理部分應注意法規遵循、交易授權檢核及

法律契約的完備性等重點。證券商多設有專職之法規

遵循部門，負責規範證券商整體財務與營運活動之相

關法規，並評估與管理公司之法律風險，並於承作業

務前，與交易對手確認彼此權利義務關係，並就該交

易之適法性，以及是否具備合法文件予以審查。但是

由於近年來金融創新之結果，造成 OTC 衍生性金融商

品交易的勃發，在國外因為此類交易契約欠缺合法性

及適當性之審查，以致產生諸多糾紛與法律訴訟案

件，從而造成金融中介機構鉅額財務賠償與商譽上的

重大損傷，時有耳聞且愈見頻繁。此等教訓，在國內

證券商業務越為多元化發展後，實不可不察。 

除例行性的風險監控與管理外，應定期執行壓力測試

(stress testing)，以了解公司在特殊事件發生時資

金調度情形及可能產生之最大虧損，並擬妥因應措

施。並應透過不同的情境分析，瞭解證券商所持有金



融商品的潛在流動性風險，進而評估在各種情況下籌

資的可能成本，以為訂定緊急融資策略與程序之依據。 

(五)風險之報告 

風險管理執行單位應每日計算及彙總公司整體及各業

務單位之風險，包括市場、信用與其他可量化風險，並

與授權限額比較，以瞭解各業務單位風險控制狀況，並

每日彙總公司整體風險變動與超限狀況，呈報決策高

層，此外並應定期製作風險管理報告書備供風險管理委

員會或董事會查閱。  

五、風險性之績效管理 

風險管理的積極性功能要能做到在公司給定的風險胃納之

下，極大化公司的獲利，也就是極大化風險調整後獲利(risk 

adjusted profit)。證券商功能雖然重在移轉風險，但由於

市場瞬間供需之失調，又難免會有移轉不順之狀況，而產生

某種程度風險之累積(當然如何有效移轉風險，也是風控中

一個重要的議題)。再加上近年來業務亦甚多重心放在 OTC

市場，則此種風險承擔之狀況更為明顯，尤其資本市場波動

大循環快，亦造成其收益不穩的原因。這些情形固都脫不了

行業特性此一根本問題，但如能善用風險管理，充份發揮資



本運用效率，自亦會對競爭力的提升有所助益。因此這意味

著績效評估指標必須加入風險因素的考量，才能正確反應經

營成果的優劣，此時傳統的績效評估方法，如總資產報酬率

(ROA)及股東權益報酬率(ROE)，由於並未考量所承擔的風

險，因此在評估上便顯得不完整。 

按風險調整後的績效評估(risk adj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RAPM)，係一種能同時考慮風險及報酬兩方面

影響的評估方法，其觀念在經過量化後即可成為資本分配的

工具，可以解決只考慮報酬而忽略風險因素的缺失，並讓公

司的資本進行有效率的分配，以極大化股東價值。常用的風

險調整後績效評估模型有：風險調整後報酬對風險調整後資

本(Returns on Risk-Adjusted Capital，RORAC)及股東價

值增額(Shareholder Value Added，SVA)兩種，分述如下： 

(一)風險調整後報酬對風險調整後資本(RAROC)  

RAROC 可表示為下式： 

         

上式中，分子為風險調整後之損益金額，分母為風險

資本(Risk Capital)，亦可稱之為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EC)。證券商為了因應所承擔的風險，避免發



生無法承受損失的情況發生，所需提列作為預期損失

(expected losses)及非預期損失(unexpected losses)

之準備稱為經濟資本(EC)。由於評估投資績效時必須將

風險的因素考慮在內，所以分母是考量風險因素而調整

後的資本。獲利必須扣除資金使用成本之後，才能顯示

出真正的經營績效，上式分子中的風險調整項(risk 

adjustment)即可視為資金使用成本，可表示為 k x 

EC，k 即代表資本使用的最低要求報酬率。 

(二)股東價值增額(Shareholder Value Added，SVA) 

股東價值增額(SVA)提供一個可讓管理階層衡量或辨認

公司整體或各部門之貢獻程度或績效的工具。對照

RAROC 來看，RAROC 為一相對值，SVA 則為一絕對值，

兩者各有其績效衡量表達之功能。 

SVA ＝ NOPAT –Capital Charge ＝ NOPAT –

﹙Capital Employed * WACC﹚ 

其中，NOPAT 為稅後營業淨利﹙net operating profit 

after tax﹚ 

WACC 為加權平均資金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SVA 不僅可以當作是衡量績效之工具，管理者在決策時

更可以進一步藉由組成份子之分析，清楚了解整個決策

對於股東權益價值的影響，並可針對各項目予以調整或

改善，以提昇股東權益價值。 

六、風險管理發揮功能之道--元京證經驗談(筆者對元京風險管

理單位之訪談摘要) 

元京證風險管理部於 89 年 7 月成立，到目前已運作將近五

年，在此過程中，高層的支持與風險管理文化的建立是風險

管理制度的建置與落實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風險管理需要

由上而下的承諾與支持(commitment and support)，同時需

要所有同仁由下而上的認知與遵守(awareness and 

compliance)，才能使風險管理的工作充份發揮其應有的角

色與功能。對於風險管理工作而言，在公司內部形成牢固的

風險文化，是最基本也是最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在風險管理

的觀念尚未在組織內成形時，風險管理工作的執行往往面臨

業務單位的抗拒，如何與業務單位溝通，讓業務單位了解風

險管理制度之必要及效益，並且配合風險管理制度之實行，

往往是證券商風險管理制度推行初期的重大挑戰。 

金融業最重要的資源在於專業人才，同樣地，風險管理制度



的建立與執行，部門成員的專業能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由

於風險管理是一個多面向的工作，牽涉到財務金融、財務工

程、經濟、統計、資訊、法律等相關知識，因此，風險管理

人員需有深厚的財務工程/財務金融或風險管理(如風險

值、信用風險衡量…等)的理論基礎，以及獨立於前檯交易

單位的定價及衡量風險的能力，且為能有效執行風險管理工

作，優秀的風險管理人員也須熟悉所控管之業務，並具備良

好的溝通協調能力，以順利推動及維持風險管理的運作。 

此外，由於風險管理的執行是一套相當精細與龐雜的過程，從風險限

額的分配、風險值的衡量、交易損益及風險監控、風險呈報與揭露，

每個部分都必須仰賴有效率的風險管理資訊系統來運作，由於風險管

理資訊系統涵蓋之範圍極廣，所需資訊必需即時且精確，才能提供適

切之風險管理決策資訊。元京證於 89 年成立時，即由風險管理部人員

與資訊部人員合作於同年自行開發完成風險管理資訊系統，由風險管

理部人員進行應用面架構設計，提供所需風險管理資訊系統相關之功

能，交由資訊部人員建置與維護資訊系統，其資訊管理方式屬於集中

式的風險管理系統，系統涵蓋市場風險、信用風險、流動性風險管理，

並具有盤中即時交易監控功能，提供風險管理人員及管理階層即時的

風險資訊與資料分析，以支援相關的風險監控與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