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證券商於金控下之風險管理 

鑑於我國證券商得就資產之 40﹪進行轉投資，儼然另一種形態之

金控架構，復以近來不少中大型證券商加入金控集團之經營行列，使

得證券商風險管理已非單一證券商之內部事項，而是宜從整個集團事

業角度來觀察，才得充分捕捉風險及產生變動之狀況，因此特於本章

中探討證券商於金控下之風險管理。第一節先就金控下風險之特性加

以分析，以了解它的特殊性何在，同時也得以突顯出此種風險架構在

管理上困難處。再則就有無單一的資本適足概念，得引為管理此種異

業風險混雜金融組織之監理工具進行探討，以期提供監理單位一些監

理規範之參考。最後則就現階段金控與證券商風險管理之整合此一問

題，進行實務上之探討。 

第一節 金控下風險管理之分析 

國內監理人員常常會將內部控制與風險管理混為一談，同時在講

到風險管理時就以為指的一定就是〝模型〞而已，否則便是簡單地將

風險管理與〝資本適足性〞畫上等號。事實上這些均僅是講了風險管

理的某一個部分而非全部。首先，就資本適足率而言，它僅是顧到了

資本是否能充份承擔風險這個面向，至於前章所講風險性績效管理的

積極功能，則未能觸及，因此這不是一個完整的敘述。當然就監理者

的職責而言，只要能顧到 downside risk 不可由資本主以外的人來承



擔，大體上就算盡到監理職責的初步要求而言似乎並不算錯。但從企

業自利觀點，控管風險的目的，則是希望在承當風險的同時，亦能讓

資本發揮最大賺錢的效果，否則業主又何必拿錢出來經營事業，設若

監理者能慮及於此，便可了解風險管理規範建制的目的，其實是要使

監理的方法，儘量貼近業者本身業務經營的實況，如此一方面可使業

者的遵循成本降低，二方面則因貼近實務，反而越能了解業者實際風

險承擔的狀況，進而得以有效掌握切入的時點，及資源動員的數量。

這也是何以 BIS 強調風險性資本之計提，最好是由業者以其個別量身

訂作的內部〝模型〞進行估計最為恰當的原因。關於這點可以圖二加

以表示，此圖顯示大部份監理只重視 Risk 與 Capital 之關係，但股東

(資本主)則著重 Risk 與 Return 之關係，因此 Risk VS. Capital VS. 

Return 便形成一難解的三角習題： 



圖四：金融集團之風險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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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圖顯示不同行業它的風險係相當有其差異性的，其差異

之存在，也使得風險管理(或監理)在管理工具的使用上有著一定程度

的不同。但就基本觀念來講也非全無共通之處，例如風險管理應以

integrated 角度來觀察整體企業或集團之風險，以充份掌握業務組合

(portfolio)的分散(diversification)效果；又如經濟資本可作為一

個共同語言來描述風險承擔之狀況，並可藉此進行數量化的比較分

析。尤其在金融監理一元化後，國內金控集團在政策的導引下，可能

會變成國內最強大的金融組織形態，如何尋求一個共同監理或管理的

基礎便成為勢在必行之事。事實上此種方法不獨金融業可以使用，生

產事業亦可用來幫助個別計畫之分析，例如英國的 KWI 就曾將之運用

在能源計畫之分析中，以輔助傳統標準式 NPV 方法之不足，其曾建議



可用下述之公式，來表達個別計畫採用與否之評估： 

KWI Project RAROC 

Expected Profit – [{IPAR + ICVAR}× WACC]- Expected Credit Loss 

[IPAR + ICVAR] 

IPAR:Incremental PAR 

ICVAR:Incremental CVAR 
說明：公式中之分子部分，係指因計畫所產生的現金流量期望值（expected profit），將被

信用違約所可能帶來的預期損失加以調整。這部分的調整數，指的即是該計畫信用暴

險額，於年度內發生違約及遭受損失比率共同乘積所導算出之數值。至於另一個調整

項，則與資本之配置成本有關，它是用利潤風險值 PAR (profit at risk)，及信用風

險值（即信用違約所可能帶來的非預期損失 CVAR [Credit VAR]），與資本使用成本

（一般而言通常為 WACC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相乘，所得出來之

數值，而此一數值之增加，係因採某一新計畫而產生者，故為一增額（increment），

稱之為 IPAR 及 ICVAR，一旦某一能源計畫的 RAROC 算得後，便可將之與一般計畫效能

分析法所採之 NPV (Net Present Value)法聯用，以為經理人判別哪種計畫最值可取

或應予捨棄之參考依據。 

利用經濟資本當作共通衡量語言(common currency)有其優勢之

處，因為金控成立目的之一，即希望藉著集團內資本的有效移動，來

達成資本運用的最大效率化，而經濟資本則有助此一功能之發揮。因

為如果將一個包含有證券、銀行、保險三種業務的金控集團所涉及之

風險，用大類別方式切割，其風險大概可分為三種，分別為資產負債

表兩邊的資產風險、負債風險(假設表外項目均進入表內－按我國

2006 年開始，34 號公報實施後，表外項目大概均要進入表內評價)及

作業風險，此三種風險其性質雖各有差異，但透過經濟資本衡量所依



據的：(１)某一段時間(over a common time horigzon)，例如一年，

(２)累積損失分配的一定信賴區間(a confidence interval in the 

cumulative loss distribution)，例如 99.9%的信賴區間，此兩大假

設前提下，大概不同風險因子及不同型態業務所產生之風險均可放在

一起進行比較，甚至進行必要之拆解或組合，以了解整體風險大概需

要多少資本來加以承擔，同時對風險與報酬間的對應關係亦可獲得相

當程度之掌握。若以圖形表示此一分析方法如下： 

圖五: 風險分配之類型

以經濟資本作為計算風險之共同貨幣單位

風險風險

資產風險資產風險 負債風險負債風險 作業風險作業風險

信用信用 市場/
資產負債管理

市場/
資產負債管理

產險
巨災

產險
巨災

產險
歷史經驗

產險
歷史經驗

壽險壽險 業務業務 事件事件

99.9%

 



但話說回來，上述方法雖稱簡約，但也過分將相關問題簡化，尤

其 證券、銀行、保險三業最大差異之處在於，證券業係以移轉風險

為主要功能，而銀行、保險則重在承擔風險，也因此三業的期限結構

(term structare)殊為不同。以證券業為例，實務上其部位最好不要

隔倉，也因為這個原因，使得它的部位性質重在左手進立刻右手出。

與此相比洽為相反者即保險的壽險業，負債部位期間往往可長達 30

年以上之久；另方面銀行則是貸放期間介乎中間，大概多為一年以上

者。因此單就期限結構此一問題，便會使得三業要取得一個共同的計

算期間(a common time horizon)，變得非常不容易甚至不切實際。其

次講到損失分配，誠如上圖所示，實在是各業個有不同長相，證券業

的資本市場工具雖為常態分配，但多為肥尾(fat tail)；而產險業則

常為長尾(long tail)，另方面信用風險則為偏態分配，因此就算信賴

區間取為一致，亦難充份表達其風險真正的樣貌，為此便需輔以各種

情境分析與壓力測試以充份捕捉相關風險。更況如上所言，相關推計

皆有賴模型之導算，而模型問題尤在保險業為嚴重。最後則為不同種

類風險間關聯性之評估問題，由於缺少實證及觀察資料，此部分若強

為綜合，則其分析的精確性便更另人質疑。凡此種種均顯示金控下的

風險管理既有其必要，卻又顯得極其困難，雖說理論上大家都知道金

控的好處在其有綜效，但綜效如何評估如何確認至為難矣。此外更令



人擔心的是，在國內常常會以金控成立時，由誰主導，便會以主導的

那個業別的風險管理觀念為主流，而易強加於不同業別之活動上，其

結果恐在綜效發揮前，負面的效果反而先顯現。此或許是 2005 年 1

月 31 日 citigroup 又宣佈將出售 travelers 的壽險業（按在 1998 年

citigroup 買進 travelers 後，於 2002 年已先將其產險業務拆開予以

分割出售，因此在此之後只剩壽險業留在集團內）予 betlift，以期

能專注核心業務提昇競爭力創造股東價值原因之一；相對地 betlife

也藉由此次〝同業〞合併，進一步體現其規模經濟並加強業務國際化

的效果。事實上有研究顯示，在國際大型金融集團之活動上，似乎

economy of scale 較 economy of scope 更重要，其個中原因固然很

多，但風險管理之不易整合當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因此企業在多角

化的同時，可能也不得不注意經濟學原理中所謂的比較利益原則，套

句中國成語所謂〝備多力分〞大概指的就是此種現象。對照近年來產

業活動中極為熱絡的所謂業務委外活動，其實就是一種將核心業務穩

紮穩打的一種反思。而 citigroup 再次純化其業務內容，也有人認為

這是否意味金控集團時代的終了。而在此同時，citigroup 則由異業

合併走向較富彈性的策略聯盟，因為在這筆交易中，雙方敲定未來十

年，betlife 可透過 citigroup 的事業網路進行保險產品的銷售，以

強化彼此間的合作關係。 



第二節 單一資本適足概念(風險管理的代名詞)有無可能 

風險管理雖為證券、銀行、保險三業未來共同重要的監理(管理)

方法，但由於本質上的鉅大差異，在可預見的未來可能仍會僅止於方

向上的共識，至於實際執行層面要如何統一，在難易度上來講證券業

與銀行業的融合恐尚較容易，由於兩者均係偏重資產面的風險，但保

險業因偏重負債面風險，復以其負債內容的複雜，及負債與資產間關

係的錯綜，使得保險業風險的衡量、評估更為不易。此可由證券業與

銀行業的資本適足率公式，其不同種類風險之合計方式，均是採單純

的相加法，顯示其假設前提認為市場、信用、及作業三種風險間完全

不獨立(此一假設雖說較保守但似乎又失之武斷)，因此欠缺風險分散

效果；反之保險業因為行業性質特殊，其所採的 RBC 公式，則是將某

些風險視為有某種程度之相互獨立(此一假設雖說有推論上之合理

性，但卻欠缺實證根據，例如為何是開平方根。尤其此一公式是導於

美國，但於我國適配度如何似無明證)，因而有風險分散效果。由上述

公式上的差異，即可略知三業風控整合上之困難。因此如何處理整體

金控下風險量度的問題，便是首先要解決的難題，因為風險能合理量

度，是現代化風險管理之所以會受到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若無

好的方法，或勉強進行冒然以計算所得之數據作為風控之依據，恐反

而會損及整體集團風險及資本配置之效率。 



公式一：保險業資本適足率： 

１、RBC RATIO （風險基礎資本比率） 

PCACLRBC
TAC

 

（自有資本額／風險基礎資本總額） 

２、ACLRBC 風險基礎資本總額 

( ) 50%R3bR3aR2R4R1R5ROACLRBC 2222 ×⎥⎦
⎤

⎢⎣
⎡ ++++++=  

註：RO:資產風險； R5:其它風險; R1:非關係人風險； R4:資產負債配置風險 

R2:信用風險； R3:核保風險; R3a:準備金風險; R3b:保費風險 

PC: Property & Casualty; ACLRBC: authorized control level risk based capital 

TAC: total adjusted capital 

公式二：銀行業資本適足率： 

合格自有資本 – 資本減除項目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 + 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 × 12.5 
 ≧ 8% 

公式三：證券業資本適足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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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證券業及銀行業在公式的表達上雖略有差異，但基本架構還相通的。但在風險計提

的係數上，則兩者截然不同，使得同是市場風險者，但在銀行 trading book 中，

其資本需要便與證券商完全不同，因此同一張台積電股票，在金控下的證券、銀行、

保險各子公司中，便各有其不同之資本需要。 

公式四：金控資本適足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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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金控下風險彙總(aggregation)的方式有兩種，一為集團



內各子公司其內部全部風險加總後，再將不同子公司間之風險彙總得

出；另一種則為集團內個別種類風險先個別加總後，最後再加以彙總。

據 BIS 2003 年調查報告指出，後者似乎較前者用得為廣泛(實務上國

內金控業似乎也偏好此法)，但此種作法一般而言，level 愈低時評估

愈精確，愈往上彙總時，因為更依賴許多簡化性假設之設定，則其精

確性愈另人懷疑。因此上開報告結論指出，此種集團內風險之彙總最

困難的問題有四，一為資訊技術系統(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方面，二為資料(data)方面，三為技術一致性(consistency 

in methodologies)方面，四為文化差異(culture differences)方面。 

雖說有上述困難，但是在監理上至少在目前仍是有某種程度可以為力

之處；例如 BIS 與 IOSCO 及 IAIS，曾於 2001 年就三業監理中共通之

準則作過比較分析；其次在風險管理的資本適足方面，澳洲的

APRA(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曾在 2000 年所

發布名為〝Harmonising Prudential Standards：A Principles-Based 

Approach〞的乙份研究報告中指出，證券、銀行、保險三業的監理，

其實在資本適足規範上，雖然難求一個共通適用的公式，但仍可在風

險管理此一共通的觀念下，取得某種共識。它稱為以 Prudential 

Principles 為基礎的規範架構，總計其列舉之 principles 共有 10

項，茲陳列如下： 



１、資本計提之標準，應就得引作資本之範圍加以明確定義，屬於範圍內之各

種籌資工具，應具有在極端事件發生時，確能提供金融機構必要資金流量

之特性，俾得予被保人及存戶應有之保障。緣此，上述範圍之內涵通常應

以股權為重，並以之作為核心資本。 

２、資本計提標準，應以風險為導向，就各業別本身風險的特性為基礎，評估

所需備置之資本。 

３、風險性資本之計提，應能充分反應金融機構所可能面臨各種類型之風險，

不論是外顯的或是內隱的。  

４、監理單位應有空間調整個別金融機構應備置之最低資本，以充份捕捉量化

不足之部分。 

５、資本計提之標準，應在可行之範圍內，允許業者使用量身訂作之內部模型

法計提資本。 

６、資本計提之標準,應足以產生業者違約風險降低到某一程度之效果，因此建

立上開標準之最低門檻便為必要。 

７、資本計提之標準應足以保證在所設定之惡劣情形發生時，業者仍能存活下

去。 

８、資本計提標準之存在，主要在彌補金融機構倒閉時市場處理機能之不足。 

９、資本計提之標準應以簡化之方法表達其各種指標之設定，俾容易向大眾揭

露並利了解，因為公開揭露本身係監理程序中一個重要項目。 



10、資本計提之標準並非監理之全部工具,仍必須有其他監理措施之配合。 

上述 10 項原則，雖係供監理單位參考，但在某種程度上似也可供

金控作為了解管理異業風險之用，因為就一個金融集團而言，金控本

身又何嘗不是扮演集團中上層的監理角色。另方面，囿於目前政府對

金控執照的凍結，因此有部分證券商財報上顯示，資產的 40%均是轉

投資事業的持股，故而就實質上來說，這也是另一種形態的金控，因

此上述的有關討論，事實上也可供作證券商風險管理之參考。至於已

經加入金控的證券商，則相關觀點似亦可引為金控內論述此等問題的

資料。 



第三節  現階段金控與證券商風險管理整合之探討 

一. 現階段金控風險管理相關規定之分析 

依據金融控股公司法第三十六條，金融控股公司應確保其子公司

業務之健全經營，其業務以投資及對被投資事業之管理為限。亦即，

金控公司的本身並沒有直接面對客戶的『業務』，其經營內容，僅侷限

於對被投資事業的管理。同時，金控法第三十九條對金控資金的運用，

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一)  存款或信託資金。 

(二)  購買政府債券或金融債券。 

(三)  購買國庫券或銀行可轉讓定期存單。 

(四)  購買經主管機關規定一定評等等級以上之銀行保證、承兌或經

一定等級以上信用評等之商業票據。 

(五)  購買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前四款有關之金融商品。 

這些用途，屬性上較接近資金調度的性質，並非一般觀念上認知

的有價證券投資。因此，純以金控自身的資金運用來說，它暴露的市

場風險及信用風險是很微小的。但是，這絕不是說金控的經營沒有風

險，因為金控法第五十六條課以維持子公司正常營運的義務：『金融控

股公司之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未達主管機關規定之

最低資本適足性比率或發生業務或財務狀況顯著惡化，不能支付其債



務或有損及存款人利益之虞時，金融控股公司應協助其回復正常營

運。』 

同條第二項亦進一步規範『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

司有前項情形者，主管機關為確保公共利益或穩定金融市場之必要，

得命金融控股公司履行前項之義務，或於一定期間內處分該金融控股

公司持有其他投資事業之一部或全部之股份、營業或資產，所得款項，

應用於改善銀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或證券子公司之財務狀況。』也

就是說，金控法是把金控及金控的各子公司視作生命共同體，任一子

公司的風險無異於金控整體的風險。 

而為了監控金控的資本是否足以承擔各子公司經營上衍生的風

險，金控法也明定金控公司的適足率規範係以合併基礎計算之資本適

足性比率為基準，如果不符規定，主管機關得命其增資、限制其分配

盈餘、停止或限制其投資、限制其發給董事、監察人酬勞或為其他必

要之處置或限制(金控法第四十條)。 

因此，雖說法令賦與金控公司的業務範圍只限於投資並對被投資

事業的進行管理，實務上金控公司勢必要對各子公司的財務狀況有更

深入的掌握，從而彙整出全金控角度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作業風

險數值，並進行風控與資源調度。 

 



二. 現階段金控風險管理面臨之困難 

然而，由前一小節對金控法規的論述，以及第一、二節提到的銀

行、保險、證券三個行業本質以及資本適足性比率計算公式的差異，

可以大略了解金控在尋求一個風險控管指標(例如適足性比率)方面的

難處。金控法第四十條雖然提到金控應以合併基礎計算之資本適足性

比率，且其衡量範圍及計算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唯迄今為止，最具

體的指標仍只及於集團合格資本淨額應大於集團法定資本需求(即比

值需大於 100%)而已。而 1.此一指標實質上並未能從整體觀點充份表

達，並涵蓋所轉投資之全部子公司經營風險在內；2.如前所述，各金

融產業的性質係有相當差異的，而此一問題已顯現在前節所述各業風

險性資本之計算公式中。則現行金控集團的資本適足性公式，只是單

純地將各業公式中分子及分母之數值進行大體上簡單地相加，似乎過

於單純化其風險性資本適足之衡量，若又以之作為監理（或管理）之

準據，則有可能發生誤導之結果，因為就算在 Basle II 架構下，保險

子公司亦係剔除於集團風險性資產計算之外的，此也顯示保險業風險

彙總之困難及不易；3.現行的適足性指標，無法反應金控跨行業經營

的風險特性，甚至無法讓金控享受到跨業經營潛在的 Nature Hedge

效果。 

理論上不同子公司之間，因為持有部位的多空面向、期間長短、



產品種類的差異，在同一子公司之內風險無法完全互抵的部位，由金

控層面來看，又可以用另一子公司的部位進行互抵，因此整體金控的

風險將小於各子公司風險的加總。但現行的資本適足率計算公式多半

未廣泛考量風險互抵的效果，因此在法規面上面，金控並無法因此獲

得資本減省的好處。其次，即使法規方面（排除不當交易之安排後）

納入了風險互抵的設計，實務上，也可能因為前節提到的資料、技術

一致性等的問題，而無法發揮此一效果。其中最可能發生的，便是因

為細部資料不易彙總及整合，以致無法辨識那些散處各子公司的多、

空部位、同一發行人部位、或是同一期限產品、同一執行標的產品其

實是可以互抵的。這問題對剛成立不久的金控公司來說，尤其容易發

生。也因此，令他們無法在資本計提方面獲益—儘管實際上的風險確

有降低。 

這個問題，隨著系統的整合程度提高，應當可以克服，但顯然還

必需有法規面的配合。因此，理論上各金控現階段算出來的風險性資

產金額會有高估現象，也就是說，適足率會有低估現象。目前國內的

適足比率法規，除銀行部份承認互抵效果外，證券及保險的法規尚無

此設計，因此反應到金控的適足率上，也就不可能產生 nature hedge

的效果。 

 



另一個金控的管理上常被提及的問題，是資本套利。這個問題起

因於各行業的適足率計算參數不一致，以致造成同一部位放在不同子

公司，所需的資本計提並不相同。在目前的標準法下雖然無法確定此

一情形的發生，但是實際上會否利用此一機會，則還要參酌其他因素，

例如各行業對持有有價證券部位數量、期間的不同限制、操作所需的

成本與效益、移轉業務或客戶的可能性等等。但此一問題或會隨著金

融監理單位著手修訂各行業適足率規範，且大方向上均可能會以

BASEL 為基準並與國際接軌的走向來發展的話，其誘因似會逐漸降低。 

另一個問題是資本移動限制。資本適足率偏低意味著風險承受能

力不足；若偏高，看在股東眼中就等同於資本運用效率不佳。如果眼

光放在金控整體的角度，或許整體的風險承受力及資本運用效率尚可

接受，卻有可能個別監理單位有其監理目標及功能的考量，在目前此

種移動之申請與核准，便非常嚴格而不容易（當然這其中也可能包括

利益衝突及不當交易與投資安排之防制等考慮在內），以致金控成立目

的之一，在能有效調配集團內資源這一功能上打了相當折扣；相對地

也會減損金控在獲利及整體風控上的表現，同時也可能降低它的競爭

力。是以相對僵化的資本移動限制，會使得金控無法將多餘資本移往

其他有需要的子公司，以致使得這個問題無法迅速解決。其實以金控

整體控管角度而言，只要各子公司均能維持在某一適當水準的適足率



以上，則各子公司間的資本移動應是無需高度管制的，這也是近期內

可以考慮的興革方向。 

三. 現階段證券商於金控風險管理應配合之事項 

由於適足率法規可能朝國際接軌方向移動，因此金控轄下的證券

商必需提早準備。除此之外，現階段各金控轄下的證券商均尚處於整

合階段，就辨識、衡量、監控、報告、回應的五項風險管理流程而言，

報告與辨識兩項的整合程度較有進展，但總體角度的衡量、監控與回

應，應尚有改善空間。改善方式涉及組織、資訊系統(尤其是共通性的

風險衡量及監控系統)等不同的主題，但其中最大的關鍵則是文化的差

異。 

如前所述，證券業轉移風險、銀行保險承擔風險。由於各家金控的主

體不一，由銀行、保險、證券、乃至票券主導的金控都有，但以銀行

主導者最常見。因此，在業務方面，過度強調信用風險，及過度輕忽

市場風險(把會發生損益波動的視作或列為持有到期部位)；以及無視

配銷通路(移轉)能力的大小，一概以持有角度決策，便是有可能發生

的現象。這個部份由監理機關角度或許較易解決(例如採用 APRA 的共

通觀念基礎)，因為畢竟監理可以由大方向監控。但對沈浸在日常投

資、交易決策的經營階層而言，改變觀念、接受新原則已經不容易，

依據原則執行則是更加困難。我國改採金控模式期間還不長，或許五



年十年後，人才跨業交流增多、眼界更廣、對不同行業更了解、也更

有識見之時，這個問題會得以更有效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