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為結論與建議，除就證券商應如何遵循所擬議之證券商風險

管理實務守則，提出實務上值得參考的一些作法與重點外，它包括觀

念的深植、組織的調整、制度的建立、自我檢測的模擬等。同時也建

議監理單位若要進一步落實本準則的施行，尚有諸多事項有待努力，

包括證券商資本適足規範之重新檢討、證券商風險管理績效之評鑑、

人員教育訓練之加強、與執業道德之深化等。 

第一節 證券商應如何遵循守則 

一、學者曾經就風險管理失敗的原因歸納為下列三點 

(一)無法將正確資訊傳達予正確的人： 

這中間牽涉到的有上下溝通、報告、參與，乃至公司治

理中的代理問題。筆者在參與規畫本守則時，曾參考各

種有關風險管理原則之資料，在這些資料中，往往一開

始最會被提及，而且被列為開宗明義的，厥為風險管理

文化及態度的建立，這個東西看起來很抽象，但以筆者

負責監理證券商業務多年的經驗，却可以感受到其實這

才是風險管理的精髓，但在本守則的總則中，這方面並

未多予著墨，一方面因為其相當抽象，屬於觀念性的事

物，予以條文化似乎無特別意義，二方面此種東西規範



下去，如果不是從心底做起，那麼再怎麼寫也沒有用。

因為探究它的精義，它應該是屬於企業文化、企業家精

神、職業道德層面的東西。職是之故，與其納入規範不

如由業者自行從實踐中體察，形成一種內部企業文化，

並成為公司的一項無形資產來得更重要。因此經過專案

小組討論結果，對此一管理的前題僅略作敘述而已，但

並非說它不重要。因為再華麗風險管理制度的規畫，沒

有了這個東西，就猶如失去靈魂的驅瞉，是毫無作用

的。因此如何塑造上下一體的風險管理文化，並透過內

部傳遞機制，將此種態度深植人心，實屬最重要的事項。 

(二)無法將風險管理的成效與成本作合理聯結： 

一般人都以為講到風險管理就一定是要建立所費不貲

的模型，或需要進行各種獨立功能部門的大型組織改造

工程。其實不然，風險管理必須相應企業組織架構的狀

況作調整，例如規模小的證券經紀商，老闆心中對所面

臨的風險狀況自然有其傳統的盤算方式，不見得一定要

用模型的定量分析才可有效掌握，因為在很多時候，質

化分析也是可行的。至於何種方法為當，考量的項目包

括規模大小、業務複雜度、量化分析的成熟度、資料的



來源等，總之風險管理一如內部控制，你可以什麼都

控，但有效性如何，成本效益關係如何，均是應予仔細

分析的。 

(三)無法有效運用風險管理作為掌握經營發展機會之管理

工具： 

當證券業務愈來愈複雜，愈來愈國際化時，業者若還是

用傳統的內控機制來管理公司，而不用可觀察未來不確

定性的風險管理方法，來掌握內外在環境的變動，勢必

在經營上會面臨極大的風險。更況在進行國際間的交易

時，你的風險管理程度的高下，往往會被對手作為是否

與你進行生意往來，及其範圍大小與頻率多寡的根據。

更遑論現代化的國際監理架構下，風控能力之高下，也

會成為風險性資本計提多寡之重要依據。 

以國內證券業者在過去數年中，於風險管理所展現的積

極性與成熟度而言，在央行評選中央公債主要交易商

時，往往被納為重要考量因素，而非僅是業者資本額的

大小而已(一般而言銀行資本較證券商為大)。另方面中

華信用評等公司在其 2004 年 12 月 22 日發布的一次有

關金融產業信評的結果時，亦稱該次信評中某些金融機



構評等有所上升的原因之一，即其風險管理有長足進

步，而其中又以證券商為甚。職是之故，為配合證券業

務的國際化、自由化，及組織建構的彈性化，風險管理

便更成為不可或缺的管理手段。 

二、為期業者能配合本守則之發布，逐步建制更為完備的風險管

理體系。筆者參據與業者在過去一段討論本守則之過程中，

所凝聚的一些感想略述於後，以為各界參考： 

Ａ、要有效因應『證券商風險管理機制實務準則』之施行，最重

要的是董事會及經營階層對其效益的正面期待、長期的堅持

與重視，加上風險管理組織能獨立運作及專業見解的普獲重

視。唯有董事會宣示明確之風險管理目標，並藉由獨立風險

管理單位之執行，凝聚組織共同的風險定義，建立跨部門之

風險管理共識，風險管理才能由技術變制度，由制度變文

化，亦惟有將風險管理內化至業務決策程序，才能真正發揮

管理的效能。因此，須設法將風險管理整合至主要業務程

序，並與策略訂定、績效衡量、獎金激勵與資本管理架構等，

建立穩健的聯繫關係，以利將風險管理制度落實到業務決策

與執行過程。 

Ｂ、為使風險管理具體有效，證券商之風險管理機制須具備完整



的風險管理制度、有效的風險衡量方法、適當的授權層次、

即時的風險報告系統等基本要素，經營階層應確認這些基本

要素足以作為公司風險管理之具體指導原則。 

(一)完整的風險管理制度 

基本的風險管理制度應包括風險管理目標、風險容忍水

準、組織權責架構、主要風險及管理方法、風險分析程

序、授權評估程序、新產品新業務核准程序、日常報告

與管理程序、異常報告與管理程序等。公司應經常評估

既定政策及程序的有效性，在評估時，應考量既定政策

的結果、業務活動的改變及市場狀況的變動。 

(二)有效的風險衡量方法 

優良風險衡量方法應能靈敏地反映下列因素： 

１、部位規模變動 

２、風險因子波動度 

３、敏感度(部位損益與風險因子(群)間之關係) 

４、產品槓桿度 

５、部位相關性 

(三)適當的授權層次 

適當的授權層次應考量公司的風險容忍度、股東的風險



偏好與所經營業務的特性。為兼顧公司實際運作需要，

任何一種授權都應具有層次性，以兼顧權責明確與管理

彈性兩種要求。一般包括董事會之最大授權、總經理之

業務授權、部門之業務管理權限、交易員之額度管理等。 

(四)即時的風險報告系統 

風險報告應即時地、全面地了解三個層面的風險，包括

全公司、業務部門及交易員。 

１、全公司層次的報告對象是董事會(或風險管理委員

會)和公司經營階層，頻率至少一季一次，報告的

內容側重於風險在各業務的分佈狀況、資本的分

配狀況，收益與風險的平衡關係。風險報告應評

估風險集中傾向，及與公司風險承受能力。 

２、各交易台狀況的報告應每天提供相關部門主管了

解，其內容應包括各種投資產品、各交易員及各

投資組合的風險狀態，如部位、損益、敏感度、

風險值、增額風險值與邊際風險值等，當然亦須

揭露各項授權之使用狀況。 

３、風險管理部門的主管應向負責公司整體運作的經營

階層報告政策遵循程度，並特別強調各種未能遵



循規定的例外狀況。風險報告在提供大量的數量

資訊後，應作出一個敘述性的報告，摘要出公司

之風險狀態。 

Ｃ、除了上述指導原則外，在實作的過程中，為確保風險管理過

程的品質，風險管理單位應擬定一套標準化的的風險管理程

序，以確保在執行風險管理的過程中，每一道步驟都有完整

的評估。 

◎風險來源分析 

分析業務與產品之主要風險來源，以規劃出合適之管理機

制。 

◎風險指標設計 

金融產品各有其風險屬性與風險結構，風險管理首先就是

要發展出一種(套)偵測風險狀態的有效指標，以作為管理

上客觀判斷之依據。 

◎風險水準設定 

風險指標水準設定應考量模型特性、風險偏好、風險容忍

度、授權規範與市場特性等因素後，設定出合理之風險警

示水準，這個警示水準必須能及早預警，以讓公司有足夠

時間採取行動。 



◎指標效能驗證 

指標應能廣泛偵測出市場狀況、部位與策略之異動。但實

際上，風險指標與風險水準能否敏銳地偵測出異狀，則有

待實際資料之測試。唯有掌握指標特性與限制，才能避免

因指標限制而產生之誤判。 

◎回應方法設計 

當風險水準超出規劃範圍時，行動準則不外乎是減低風

險、分散風險、移轉風險、避免風險，回應方案應評估金

融工具特性及相關市場之深度與廣度。 

◎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承擔著評估各項風險性業務的責任，透過獲得的

收益以及承擔的損失的比較以區分各項業務活動的效

益。成功的績效評估要求內部控制和獎懲措施最終應以增

加股東權益為目標。 

◎風險管理權力與遵循責任歸屬 

將衡量、監督及控制風險的責任與產生風險的活動劃分清

楚。經營階層須確保責任有明確的劃分且不相衝突。 

◎業務的核准程序 

對業務、產品、交易授權及風險容忍度的決定，應由包



括風控單位在內之相關單位共同評估。業務授權與風險

評估，應留存書面紀錄。 

Ｄ、證券商的風險管理是一個跨部門的整合機制，這樣的機制必

須以良好的內部控制與資訊流程作基礎，風險管理制度才能

夠正確地、即時地、全面地收集到各項業務活動的資訊，在

匯總分析後的行動基準，判斷依據、行動方案也才能夠依序

地展開，內部控制是確保風險管理資訊正確、即時、完整的

重要基礎，因此，內部控制分工制衡效能的提昇，可確保風

險管理制度之有效運行。 

三、另外為了讓業者能自行檢測其風險管理機制之完整性及落實

狀況，下面擬議之問題，應可協助其自我了解及延請外部顧

問進行內部診斷時前置作業的進行： 

(一)策略文化方面建議問題 

１、目前是否建立整體風險管理指導原則與政策(例

如：各部門分工方式)，及如何確保各部門能夠一

致地落實風險管理？ 

２、目前在設定預算目標與業務發展目標，如何考量風

險因素與風衡量結果？ 

３、請定義公司面臨之主要風險項目？這些風險項目是



否均有適當管理方式？ 

各風險項目與對應管理方式是否明確載明正式制

度文件中？ 

(二)組織方面建議問題 

１、請說明目前風險管理之組織分工情形，例如：業務

部門之風險管理工作與風險管理部門之工作間劃

分方式？風險管理部門與內部稽核部門之分工方

式？新產品審核過程中，業務部門與風險管理部門

扮演角色？ 

２、目前是否設定風險管理部門？如果有的話，請說明

目前風險管理部門職掌與運作方式，以及確保該部

門獨立性之具體做法？ 

３、請說明目前風管理部門人員配置情形？部門內部分

工編組方式？ 

(三)管理程序方面建議問題 

１、目前針對各業務部門(如：債券部)與各項資產部位

(如：財務部資金調度產生短期投資部位)是否均設

定正式之風險管理程序？如果設有風險管理程

序，是否有持續修正？ 



２、請說明目前業務部門定期呈報管理報告方式，包

含：呈報方式、呈報層級與呈報內容？是否設定有

明確呈報規則？例如：超過授權限額時，已經立即

處理，並且是否彙報至風險管理部門或是稽核部

門？ 

３、請說明目前風險管理部門定期產生管理報告內容與

分送方式？不定期之例外報告內容與呈報方式？ 

(四)風險管理技術方面建議問題 

１、請說明目前對於各項風險因子衡量方式？是否採用

風險值衡量方式？如果有的話，請說明計算工具係

為內部開發或向外採購？ 

２、請說明目前各業務部門授權方式與設定操作限額方

式(如：停損限額、風險值限額)，例如：以名目金

額來進行授權或是其他授權方式？如何將公司整

體操作限額分配到各業務部門操作限額？ 

３、請說明目前各業務部門決定各交易員操作限額方式

與依據？ 

４、請說明目前對於公司掌控全部資產部位方式與風險

統計方式？例如：是否設立一個獨立中台系統，彙



總各交易系統部位資料，每日產生公司層級、部門

層級、交易員層級與產品層級之風險統計量(如：

風險值、存續期間等)？ 

５、請說明目前是否進行跨部門組合交易或是其他結合

現貨與衍生性商品策略性交易？如果有的話，請說

明這些部位管理方式？是否能夠按照不同交易策

略產生不同風險統計量，以利監督管理？ 

６、請說明目前對流動性較差金融商品之風險管理方

式？針對流動性較差金融商品(如：成交量較差公

司債或是公債)，如何調整風險統計方式？例如：

計算風險值時，是否考量冷門券與熱門券差異性，

調整參數內容？ 



第二節 監理單位應如何進一步推動守則之施行 

鑒於我國證券商在風險管理上，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仍處於起步

階段，雖然本守則為國內證券、銀行、保險三業中最早發布之指引

(guideline)，但其距離真正納入規範執行，恐仍有相當時日，目前僅

是由業者自發性遵照操作而已。但誠如前述，由於先進國家之監理均

逐步將之納入例常要求應遵循的規範中，而我國業者如要跨入國際金

融市場舞台，就算主管機關不強制，業者也必須自行於內部管理機制

中建入，否則難以因應所涉及多樣化商品與不同市場在管理方面的需

要。復以目前證券商資本適足率之計算仍是只有標準法一種，顯然已

不符證券商目前內部風險管理上的作法，以致管理上面臨必須遵循兩

套機制，從而導致資源浪費的結果；相對地，也無法如 BASELⅡ 所強

調，監理單位應該在資本計提上，對願意採內部模型法的業者，給予

資本計提節省之鼓勵，以嘉許其在風險管理能力上的提昇，及在整體

金融體系穩定上的貢獻。為此筆者在參與規畫本守則之同時，亦同時

擬議相關配套事項如下： 

一、重新研議現行證券商資本適足率之規範，推動以 BIS 架構為

主體之風險性資本計提方式，並由證交所負責召集證券相關

單位共同策畫，俾有效與國際規範接軌。然而在採取 BIS 

Building Block 計算方法的同時，亦要求證交所應注意兩種



行業間期間結構(term structare)之差異性，風險係數能否

完全套用，以及標準法與內部模型法間的監理歧視

(supervisory discrimination)等問題。 

二、建議證期局應在業者適用本守則一段期間後，應就證券商風

險管理的執行情形，進行質、量狀況之查證了解，一方面可

作為未來資本適足性內部模型法，質、量化標準是否符合的

參考依據。一方面亦可作為內部實施監理強度之參考，然因

受限於監理單位的人才及物力，並鑒於此查證評量工作未來

的常態性，建議此一工作之執行，似應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共同組成「證券商風險管理審議委員會」，仿照現行上市、

上櫃審議委員會之方式，納入學者專家以便提供必要之專業

顧問意見。 

三、風險管理為一複雜之學問，其所需結合的專業甚多，而國內

於此方面之人才亦為缺乏，舉例而言，銀行局於 94 年初調查

銀行業最想引進之國外金融人才中，即以風控人員為最多。

職是之故，券商公會、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似應多舉

辦相關之訓練課程與研討會，乃至要求進入此部門之人員，

應完成某種訓練或擁有類似風險管理師之資格條件，俾強化

其人員專業素質。 



四、由於本守則所敘及的問題，雖然包括一般所共認的完整風控

流程及其相關事項，但各子項例如壓力測試之執行應該要如

何作，才算達到最低標準，同樣地，回顧檢定所應達到的最

低目標為何才算符合監理之要求等等，尚需許多補充性文件

之發布，才得予業者完整的遵循架構，因此在進行評鑑之前，

這部分是監理機構另外應加強努力者。 

五、證券商本質上由於是風險移轉單位，因此累積並承擔風險非其主

要功能，但是風險要移得出去，投資人願意接受報酬與風險相對當的

部位，其核心原因在於證券商能將個中道理剖析得明白透徹，以學術

名詞來講，就是扮演降低資訊不對稱的角色，否則投資人如何心干情

願承受不明不白的風險。但此一部分由於牽涉個人的職業道德問題，

往往是風險管理中最難管理的部分，許多人把它歸為作業風險，其實

就國際監理兩大面向而言，一為 prudential regulation，即指的是

財務風險管理，也就是最能被數量化風險的管理；一為 busines 

conduct，即所謂執業道德，就證券業務而言，傳達資訊要能公平、公

正、客觀、快速、正確、不欺騙、不隱藏、不偏頗，頗為難矣，因此

Know Your Customer 便成為它的金科玉律。但在管理上要能顧好每個

從業人員，均能依照上述要求落實執行確屬不易，因此最後歸結到的

還是企業文化、職業道德等理念上的紮根問題。因為人的言行實在不



容易觀察量化也難追蹤管理，因此如何塑造整體證券從業人員此方面

之觀念，實為風險管理之外另一個應嚴肅對待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