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證券市場的發展為我國資本市場重要的一環，證券商在

證券市場除扮演活絡市場橋樑的角色外，在初級發行市場及

次級交易市場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於證券商在證券市場角

色的重要性，為避免證券商在追求最大利潤的同時，忽略風

險承擔的能力，甚至影響其存續與傷及投資人的權益，對於

維護金融市場的秩序與穩定，世界各國之監理機關無不致力

於建立相關制度與規範，以促進金融市場之健全發展。  

當前國內各大證券商之競爭相當激烈已日趨白熱化，金

控的成立加速銀行及證券商的整併與合併，隨著加入世界貿

易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後，開放外國券商
設立台灣分公司，競爭對手從國內蔓延至國外，外國券商夾

帶著國際化操作成熟與資金雄厚的的優勢，使得本土券商遭

受到嚴重的威脅，台灣證券市場開放新興業務加速與國際接

軌，證券商經營業務日益複雜，所面臨的風險加劇，非預期

的風險事件頻傳，損失的金額屢創新高，風險管理的課題備

受金融業業者的重視以及主管機構之關切與防範。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國際金融因市場開放走向全球化、自由化，我國證券市

場受到國際化與自由化的影響甚大，自 1988 年開放證券商

設立以來，證券市場進入飛速的成長期，證券商如雨後春筍

般的蓬勃發展，十多年來國際間的金融市場受到市場波動的

影響與聯動關係密切，使得全球歷經了金融風暴的襲擊以及

整體經濟不景氣的影響，紛紛整併以降低營運成本，2002 年

加入 WTO 後，我國金融市場為與國際市場接軌加速金融改

革，開放國外證券商來台設置營業據點，依據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理委員會的統計資料 (截至 2005 年 4 月底止 )，國內專
業證券商、兼營證券商以及外國券商家數與分佈的情形，如

表 1-1，證券商在諸多因素及重大變革的洗禮與彼此間削價

惡性競爭下，己進入微利時代，面臨轉型的迫切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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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證券商家數統計 

截至九十四年四月證期會核准辦理有價證券融資融券之證券商計39 家,外國證券商在台設分公司
計19家，在台代表人辦事處計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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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十四年四月證期會核准辦理有價證券融資融券之證券商計39 家,外國證券商在台設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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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2004] 

我國證券市場為因應全球化之趨勢，主管機關為促進市

場活絡，研擬加速解除管制及放寬限制等因應措施，證交所

有鑑於全球網際網路的盛行、因應網路交易快速竄起，於

1997 年 10 月開放網路交易，為維護網路交易安全，證交所

參與設立網路認證公司，加強證券商對網路交易之安全管

理；於 2001 年元月份起延長交易時間至下午 1 時 30 分 ; 為
與國際接軌，鼓勵金融商品創新，2002 年開放證券商發展

OTC金融衍生性商品及保本型商品，使得新金融商品與衍生

性金融商品不斷地推陳出新，金融商品已朝向多樣化且多元

化；政府期望我國的金融機構更具備國際競爭的實力，鼓勵

金融機構朝大型化與跨業經營，在 2001 年 6 月 27 日三讀通

過金控法，於當年 11 月 1 日財政部開始接受申請設立金融

股公司，截至 2003 年 9 月底止共成立 14 家金控公司 1，集中

                                                 
1集中市場的華南金(2880)、富邦金(2881)、國泰金(2882)、開發金(2883)、玉山金(2884)、復

華金(2885)、兆豐金(2886)、台新金(2887)、新光金(2888)、國票金(2889)、建華金(2890)、中

信金(2891)、第一金(2892) 櫃買中心的日盛金(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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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13 家，櫃買中心只有 1 家，合併資產總額 11 兆 3，816
億元，合併淨值達 9，783 億元，當時開放申請的門檻過低 (最
低資本額 200 億 )使得一波申請的家數過多，主管機關希望我

國金控公司之家數以 4 至 5 家為宜，目前面臨第二波購併狂

潮，台灣正在複製美國、英國、日本等國走過的「金融大解

禁」 (Big Bang)經驗，而且幅度與速度更大更快，台灣金融

產業結構也持續地改變，部分券商己併入金控體系，未納入

金控的券商朝向大型券商或投資銀行邁進，交易所也參考國

內外市場的交易及結算交割等相關制度，改善現行的制度，

訂定完善、安全、現代化、有效率之市場。  

金融機構的規模逐漸擴大，經營業務也日趨複雜，稍有

不慎則造成鉅額損失，國際金融市場之安全與穩定遭受強大

威脅，主管機關為了減少地雷事件發生及端正上市櫃公司的

財務報表，使財務報表的揭露更接近事實，陸續實施 7 號公
報、34 號公報、35 號公報來因應，如表 1-2 : 

表 1-2  三大財會公報一覽 

企業擁有資產的目的是為獲利，
如果不能獲利，甚至有潛在損
失，就該立即承認，然若資產有
增值利益，基於穩健原則，仍不
得承認

94.01.01得
提前適用

資產減損之
會計處理
準則

35號

金融商品應採公平價值評價，並
對避險會計的適用與會計理論做
更嚴謹的規範，除部份避險性質
的交易外，一律立即承認損益

95.01.01不
得提前適用

全融商品之
會計理準則

34號

將合併報表編製主體及範圍擴大
為非以公司組織或持股控制為
限，並將投資公司一起納入

94.01.01得
提前適用

合併財務
報表

7號

精神適用日期公報

企業擁有資產的目的是為獲利，
如果不能獲利，甚至有潛在損
失，就該立即承認，然若資產有
增值利益，基於穩健原則，仍不
得承認

94.01.01得
提前適用

資產減損之
會計處理
準則

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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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避險會計的適用與會計理論做
更嚴謹的規範，除部份避險性質
的交易外，一律立即承認損益

95.01.01不
得提前適用

全融商品之
會計理準則

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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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以公司組織或持股控制為
限，並將投資公司一起納入

94.01.01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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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
報表

7號

精神適用日期公報

 

資料來源: 會計研究月刋[2004] 

除此之外，主管機關近年來陸續開放證券商可承作的業

務愈來愈多樣化及多元化，衍生性金融商品如雨後春筍般的

推出，包括發行認購 (售 )權證、衍生性金融商品、固定收益、

交易期貨股價指數、選擇權等買賣與避險等操作，商品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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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結關係也愈來愈複雜而緊密，使得券商經營的風險不斷

的提高，過去我國的股市受到漲跌幅 7%的保護，為了與國

際接軌邁向國際化，金管會做了幾項重大的措施 : 

  1.2005 年的 3 月 1 日針對新掛牌新股首 5 交易日，取消漲

跌幅限制快速反應市場供需及價格合理性。  

  2.預計 2005 年 9 月放寬股市漲跌幅至 15%，並引進歐美股
市盤中暫停交易機制，盤中大盤跌幅超過 10%時，暫停
交易機制 30 分鐘，開放現股當日沖銷。  

  3.台股承銷大改革並取消包銷制度及加重初次上市櫃承銷

商及簽證會計師之責任，依據券商表現進行分級管理，

A 級券商承辦案件可免除實地查核，B 級券商審議期間
與流程同現行辦法，C 級券商由主管機關實地項目抽核
並延長審查期間。  

台股交易將進入全新的面貌，散戶操作難度增加，程式

交易 (Program Trade)2的需求也因應而生，證券商未來面臨違

約交割的風險明顯加大；承銷商輔導上市、上櫃專業的評價

能力亦是穩定市場價格重要因素，承銷新制乃為加強承銷商

專業能力及自律機制，提昇券商經營品質。   

資訊科技因網路效應而不斷精進，電子傳輸速度的提昇

與科技不斷創新，投資人也因此開始改變了交易的行為方

式，電子交易的比例也不斷創新高，傳統券商受到相當大的

衝擊，開始思考新的營運模式來因應環境的變化，隨著網路

的盛行以及電子交易的興起，證券商編列高額預算建置電子

化平台追求營運效率，不論在企業內部流程 e 化的推動或是
對外服務的 B2B 與 B2C 系統的研發與棈進都不遺餘力，券

商因業務的特性大部分屬撮合性交易，從各市場的報價資訊

源、交易所、結算所、集保、保管銀行與交割銀行的對外網

路連結如蜘蛛網，在資訊的依賴程度以及對資訊傳輸的速

度、安全與穩定的要求比一般行業高，在作業中隱含了資訊

安全的潛在風險也相對較高。  

                                                 
2程式交易乃近十年來國際交易市場新興的交易方法，台灣 2005年才開放，程式交易乃利用技術分析工具、

基本分析模型、商品價格波動之特性及週期或是其他邏輯思考訊息等，作為研判趨勢變動方向以及進場出

場之依據，將此條件寫入電腦軟體中，藉由程式算出買賣點，投資者依此訊號買進或賣出，為確認投資人

在使用程式交易前暸解其交易之風險，必須簽訂＂程式交易風險預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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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近來證券商整併的風潮方興未艾，證券商家數逐年減

少，資金規模却逐漸擴大，證券商因資本額增加可承擔的風

險能力增強，證券商也逐步擴大經營業務及投資範疇，新金

融商品推出及衍生性商品的創新，使得券商經營的風險也日

益複雜化，金融犯罪的案件不斷提升，犯罪的手法更是道高

一尺魔高一丈。為提昇台灣整體金融市場的國際競爭力，證

券商在直接金融上扮演活絡資本市場重要的角色，為維持市

場的穩定發展及強化券商風險管理的能力，適逢國際銀行於

2006 年年底正式實施 BaselⅡ，為與國際金融接軌，政府主

管機關決定同步實施，適用範圍為銀行，包括金控公司旗下

的子公司，BaselⅡ的實施對金融界來說是一件大事，也是金

融機構轉型的契機，邁入經營管理的新紀元。對金融機構與

金融監理機關都面臨重大的挑戰以及風險管理專業人才缺

乏的問題，金融機構都意識到「風險管理」將成為核心競爭

力與獲利的基礎，導入「風險管理」乃為當前金融機構首務

之急。  

有關 BaselⅡ的文獻、官方網站與銀行業的學術研討會

中，大部份的論述都集中在詮釋 BaselⅡ的規範及對某業務影
響或是專注於風險衡量估測模擬方法以及各商品定價模型

之研究，但對於如何導入符合 BaselⅡ的風險管理探討並不

多，由於經常從報紙或媒體看到或聽到以斗大且震撼的頭條

新聞報導著重大金融事件，影響的層面之廣以及虧損的金額

之鉅無不令人怵目驚心。  

對於近年來證券商因業務的開放及衍生性商品推陳出

新，經營業務所面臨整體的風險不斷地加劇，證券商的經營

者無不戒慎恐懼的因應，過去以設定停損限額來控管、以單

一商品衡量市場波動率與敏感性分析，已無法精確且即時地

反應整體風險承擔的能力，對於主管機關以標準化之計算方

式要求證券商每月申報自有資本適足比率之規定，其計算的

結果無法反應券商風險承擔能力之差異，以及投資組合之資

產分散得到降低資金成本之效益，各大券商為能強化本身風

險管理的能力，並積極研究最適當的資產配置追求風險調整

後的最大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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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風險管理對券商而言，一直存在業務單位與管理單位的

問題，面對行情的漲漲跌跌，常常是 ”停損時因不甘心而不

出，停利時因貪心而續抱 ”對「人性」有很大的矛盾與衝突，
影響行情的因素很多，如國際市場、總體經濟、景氣循環、

兩岸關係、政治因素、貨幣增貶、利率升降、政府的政策、

個別事件…等，人為及非人為因素以及經濟與非經濟因素都

會影響，對於未來不確定的因素很難預期也無法準確預估。  

銀行實施新巴塞爾協定在即，此次研究的目的為依據

BaselⅡ的三大支柱的理論基礎探討，分析最低資本計提與券

商現行資本適足率規範之差異，研究如何將券商面臨的各項

風險，透過風險估測模型的方法，將風險轉換成可以量化控

管的風險值，探討落實風險管理的架構、應具備的功能以及

導入風險管理的步驟與程序，資訊系統扮演的角色以及績效

衡量指標，因此；藉由本研究的分析與整理，探討風險管理

未來的發展趨勢、導入的步驟與資訊系統的架構，期望對證

券商的經營與風險控管能有一些幫助及貢獻。  

第四節  研究流程  

研究流程如圖 1-1，本研究共分成六章，各章節內容如下 :  
研究背景

我國券商風險管
理的現況分析

我國券商風險管
理的現況分析

國內、外不當風險管
理實例蒐集與分析

國內、外不當風險管
理實例蒐集與分析

新巴塞爾協定之衡量法與
現有的風險量化模型方法之探討

新巴塞爾協定之衡量法與
現有的風險量化模型方法之探討

導入符合新巴塞爾協定之風險管理步驟與資訊系統架構導入符合新巴塞爾協定之風險管理步驟與資訊系統架構

適用新巴塞爾協定的風險管理系統功能藍圖適用新巴塞爾協定的風險管理系統功能藍圖

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

新巴塞爾協定規範與
文獻探討

新巴塞爾協定規範與
文獻探討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圖 1-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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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步驟   說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個步驟   文獻探討與資料蒐集分析  

包括巴塞爾資本協定的歷史沿革，新巴塞爾資本協定中

最低資本計提、監理查核程序、市場紀律三大支柱的理論基

礎與各項風險衡量法之規範 ; 國內、外不當風險管理實例蒐

集與分析 ;我國券商面臨的整體風險、核心業務所面臨的風險

型態、我國券商資本適足率之演進以及我國券商風險管理的

現況探討。  

第三個步驟   風險量化模型方法之探討  

探討風險值 (Value at Risk，VaR)理論，配合國際清算銀

行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對於金融機構

資本的要求，利用風險值之統計模型在資本配置與交易部位

之風險管理之應用，依據資產商品的損益性質與風險特性，

選擇適當之估測量化模型在既定的機率下估測非預期的最

大損失，以及估測在既定機率以外的極端值可能的損失，探

討風險值之回溯測試與驗證、資本配置與績效的衡量…等。  

第四個步驟  適用新巴塞爾協定之風險管理的架構  

架構風險管理的三大支柱為政策 (Policies)、方法
(Methodologies)、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風險管理的流程

(風險辦識、風險衡量、風險監控、風險報告 )，應具備的功
能藍圖之探討。  

第五個步驟 導入符合新巴塞爾協定之風險管理步驟與資訊

系統架構 

導入的步驟從風險管理的組織架構與權責、風險管理的

導入規劃、內部稽核與控制制度、風險管理之績效衡量指

標、專業人才培育與教育訓練、樹立風險管理的文化，以循

序漸進式及階段式的方式導入架構全面性及整體性之風險

管理。  

第六個步驟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經由上述的探討分析與整理，提出證券商落實風

險管理應具備的要件、未來風險管理的發展趨勢，期望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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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證券商發展風險管理有所助益；最後並對我國金融市場

實施 BaselⅡ，必須符合金融機構的最低資本適足、金融監理

審查程序與資訊公開之市場紀律之三大要件，提出未來整體

資訊交換體系與整合加值服務平台之建議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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