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本國銀行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應揭露事項    

為遵循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律原則，銀行應於網站設置

「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理專區」，揭露下列資訊： 

（一） 資本管理 

1.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附表一） 

2. 資本適足率。（附表二及附表三） 

3. 資本結構。（附表四及附表五） 

（二）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六） 

2. 信用風險定量資訊。（附表七至附表十） 

（三）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一） 

2. 作業風險定量資訊。（附表十二） 

（四）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附表十三） 

2. 市場風險定量資訊。（附表十四至附表十七） 

（五） 資產證券化： 

1.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附表十八） 

2. 資產證券化定量資訊。（附表十九） 

（六）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附表二十） 
 

 



【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合併資本適足率計算範圍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內    容 

項    目 
公司名稱 資產金額 

合併

比例 

未納入計

算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金額 

中華票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146,594,139 100% 

IBT Holdings 及其子公

司 
13,380,281 100% 

台灣工銀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12,221,757 100% 

波士頓生物科技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 
1,649,973 100% 

臺灣工銀租賃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797,091 100% 

台灣工銀科技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227,433 100% 

台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977 100% 

1. 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率計算之子公

司名稱 

台灣工銀陸創業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954 100% 

 

2. 未納入合併資本

適足率計算之子

公司名稱 

無     

3. 說明集團內資金

或監理資本轉移

的限制或主要障

礙 

無相關轉移的限制或主要障礙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合併比例一欄，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例合併者填入持股比例，未納入合併

者填入 0%。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資本適足性管理說明    

100 年度 

項    目 內    容 

簡要論述銀行面對目前和未來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本行係依據主管機關頒布之「銀行資本適足性

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及「銀行自有資本與風

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等相關規定

計算資本適足率。配合業務發展之規劃，每年

訂定內部資本適足率之管理目標；每月檢討及

監控各項業務之資本耗用情形，並提報內部相

關會議及董事會。 

    

【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資本適足率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    行 合    併 
項    目 

100 年 6 月 30 日 99年 6月 30日 100 年 6 月 30 日 99 年 6月 30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14,246,170 12,986,697 18,957,575 17,323,492 

第二類資本 0 0 0 0 

第三類資本 0 300,000 0 300,000 

自有資本合計數 14,246,170 13,286,697 18,957,575 17,623,492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77,165,100 73,962,130 85,048,081 78,725,030 

作業風險 4,746,538 5,327,413 5,482,463 6,193,088 

市場風險 11,770,388 8,645,713 21,262,400 15,714,888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數 93,682,026 87,935,256 111,792,944 100,633,006 

第一類資本適足率 15.21% 14.77% 16.96% 17.21% 

資本適足率 15.21% 15.11% 16.96% 17.51%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 

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資本結構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行 合併 

項    目 
100 年 6 月 30 日 99年 6月 30日 100 年 6 月 30 日 99年 6月 30日 

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第一類資本：：：：    

 普通股 23,905,063 23,905,063 23,905,063 23,905,063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     

 預收股本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29,708 30,494 29,708 30,494 

 法定盈餘公積 826,720 373,876 826,720 373,876 

 特別盈餘公積 1,106,780 394,277 1,106,780 394,277 

 累積盈虧 (34,711) 317,630 (34,711) 317,630 

 少數股權   268,179 317,625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

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431,693) 61,487 (431,693) 61,487 

減：商譽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資本扣除項目 11,155,697 12,096,130 6,712,471 8,076,960 

第一類資本小計第一類資本小計第一類資本小計第一類資本小計    14,246,170 12,986,697 18,957,575 17,323,492 

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永續累積特別股     

 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重估增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78,923 244,099 78,923 244,099 

 可轉換債券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666,942 392,276 666,942 392,276 

 長期次順位債券 5,390,000 4,640,000 5,390,000 4,640,000 

 非永續特別股     

 永續非累積特別股及無到期日非累

積次順位債券合計超出第一類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五者 

    

減：資本扣除項目 6,135,865 5,276,375 6,135,865 5,276,375 

第二類資本小計第二類資本小計第二類資本小計第二類資本小計    0 0 0 0 

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第三類資本：：：：    

 短期次順位債券  300,000  300,000 

 非永續特別股     

第三類資本小計第三類資本小計第三類資本小計第三類資本小計    0 300,000 0 300,000 

自有資本合計自有資本合計自有資本合計自有資本合計    14,246,170 13,286,697 18,957,575 17,623,492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附表五附表五附表五附表五】 

資本結構工具說明資本結構工具說明資本結構工具說明資本結構工具說明    

100 年 6 月 30 日 

項    目 內    容 

永續非累積特別

股 
 

第一類

資本 無到期日非累積

次順位債券 
 

永續累積特別股  

無到期日累積次

順位債券 
 

可轉換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各檔次主要發行條款如下：（單位：新臺幣億元） 
條款 

檔次 

發行 

日期 

發行 

總額 

發行 

價格 

票面 

利率 

還本付息條件 發行 

期限 
95-2 95.11.3 甲券：5.5 

乙券：

19.5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甲券：前五年 2.60%，

後五年 3.60% 

乙券：2.90% 

每半年依票面利率採實際天數

單利計、付息一次

(act/365-fixed)；除本行行使

贖回權外，於到期一次還本 

十年期；到期

日：105.11.3 

97-1 97.1.18 5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90 天 CP+0.80%單利機

動計息。自發行日起每

三個月按指標利率重

設票面利率一次(發行

日及其後利率調整日

前二個台北營業日) 

每三個月依票面利率採實際天

數單利計息

(act/365-fixed)，每年付息一

次；於到期一次還本 

五年六個月期；

到期日：

102.7.18 

97-2 97.2.12 7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3.22% 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

(act/act)；於到期一次還本 

六年期；到期

日：103.2.12 

97-3 97.6.30 丙券：2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3.50% 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

(act/act)；於到期一次還本 

六年期；到期

日：103.6.30 

98-1 98.12.28 5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3.20% 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

(act/act)；於到期一次還本 

七年期；到期

日：105.12.28 

99-1 99.4.12 8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3.00% 每年單利計、付息一次

(act/act)；於到期一次還本 

七年期；到期

日：106.4.12 

99-2 99.7.7 10.3 依票面金額

十足發行 

前五年 2.75%，後五年

3.45% 

每半年依票面利率採實際天數

單利計、付息一次(act/act)；

除本行行使贖回權外，於到期

一次還本 

十年期；到期

日：109.7.7 

 

第二類

資本 

非永續特別股  

短期次順位債券  第三類

資本 非永續特別股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1.本表係為資本結構之輔助說明，故須配合資本結構揭露頻率每半年辦理更新。 

2.「內容」欄須逐筆說明該資本工具之主要發行條款；以長期次順位債券為例，須註明各

檔次之發行日期、發行總額、發行價格、票面利率、還本付息條件、發行期限。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六六六六】】】】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    

100 年度 

壹壹壹壹、、、、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風險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目標目標目標目標、、、、政策與流程政策與流程政策與流程政策與流程    
 

本行信用風險策略： 

 

� 獨立的信用風險管理組織 

� 訂立明確之信用風險管理政策規章 

� 建立信用風險之衡量、辨識、管理系統 

� 完整呈報揭露信用風險之監控情形 

� 以電腦化管控徵、授信標準作業流程 

 

本行信用風險目標： 

 

一、短期目標： 

1. 進行新信用評等評分表之測試作業。 

2. 新信用評等系統之精進。 

3. 以 PD 為參數之新備抵呆帳提撥率之測試作業與系統規劃開發。 

 

二、中長期目標： 

1. 以量化之評等模型(系統)應用於授信准駁、風險調整訂價與預警。 

2. 將 RAROC、經濟資本(EP)的概念納入績效考核。 

3. 符合 FIRB 規範。 

 

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政策 

 

為建立本行風險管理制度，確保本行之健全經營與發展，作為業務風險管理及執行遵守之

依據，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之「銀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範，訂定

本行之「風險管理政策」；並制定「信用風險管理準則」作為實施信用風險管理之原則性規

定，以建立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機制，確保信用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範圍內，並在維持適足資

本下，穩健管理本行之信用風險，達成營運及管理目標。 

 

本行亦訂有「授信政策」作為徵授信作業之指導方針及執行指標，內容包括授信原則及授

信資產組合管理。同時亦編訂「徵授信業務手冊」規範徵授信流程及相關作業細節，確保

政策能持續有效地執行，以維持嚴謹的核貸標準、監控信用風險、評估可能商機、辨認並

管理不良債權。 

 

本行信用風險管理流程 

 

一、風險辨識 



信用風險管理流程始於辨識現有及潛在之風險，包含銀行簿與交易簿、資產負債表內與

資產負債表外所涵括之所有交易，隨著金融創新，新種授信業務日趨複雜，業務主管單

位於承做現有、新種業務前，須充分了解複雜的業務中所涉及的信用風險，再行承做業

務；或由授信案件或交易中，辨識任何具有違約事件發生之可能性。 

 

二、風險衡量 

1. 應考量授信特徵、契約內容與授信戶財務條件、市場變化之影響、擔保品或保證、

借款人或交易對手之風險變化或授信組合之風險，而採取適當之衡量方式。 

2. 業務主管單位得視業務需要，逐步發展建立內部評等模型及內部信用評等系統，以

衡量授信戶之違約機率等風險衡量指標。 

 

三、風險溝通 

1. 對內呈報：風險管理單位應建立適當之信用風險報告機制，定期提供高階主管正確、

一致、即時的信用風險報告資訊，以確保超限與例外狀況能即時呈報，並作為其決

策之參考。其內容可包括：資產品質、資產組合狀況、評等分級狀況、各式例外報

告等。 

2. 對外揭露：為遵循資本適足性監理審查與市場紀律原則，各信用風險業務主管單位

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內容、方式及頻率等，提供有關本行信用風險量化、質化

指標辦理情形之自評說明及信用風險管理制度、應計提資本等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

應揭露事項。 

 

四、風險監控 

1. 本行應建立監控制度對借款人或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變化加以評估，俾及時發現問

題資產或交易，即刻採取行動，以因應可能發生違約情事。 

2. 除監控各別信用風險外，亦應對授信組合進行監控管理。 

3. 建立嚴謹之徵信流程與授信準則，項目包括應考量之授信因素、對新授信與授信轉

期、已承作授信之定期覆審、以及徵授信紀錄之保存，同時應注意授信組合中各類

貸款所佔比例。 

4. 建立限額管理制度，以避免就國家、產業別、同一集團、同一關係人等之信用風險

過度集中。 

5. 建立擔保品管理制度，以確保擔保品能得到有效管理。 

 

貳貳貳貳、、、、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信用風險管理之現況— 

 

1. 本行目前風險管理組織如下： 



股東大會

董事會

常務董事會

董事長

總稽核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稽核部

總經理

副總經理
風險管理部

作業服務部

法務部

授信覆審中心

資訊部(資訊安全)

綜研所

徵信審查科

規劃管理科

信用風險管理科

市場風險管理科

作業風險管理科

產業分析科

投資分析科

投資審查委員會 投資評估小組會

授信評估小組會

業務檢討會議、資金會議
及資產品質評估會議

 
2.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運作情形： 

 

■董事會--- 

董事會應負責核准及定期檢討銀行的信用風險策略與重大的信用風險政策。該策

略應能反應本行可以承受之風險程度及在各種信用風險下本行所期望達成之獲利

水準。 

 

■審計委員會--- 

(1) 成員：由本行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2) 主要職掌：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訂定或修

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處理程序、審核

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審核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審核募集

及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審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及解任或報

酬、審核財務及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審核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

報告、審核其他由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稽核部--- 

直隸董事會，並置總稽核一人，其職位相當於副總經理，並以獨立超然之精神，

綜理全行稽核業務。 

 

■投資審查委員會--- 

(1) 成員：由本行董事會成員及經董事長遴聘之專業人士所組成，惟專業人士人數

不得逾總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2) 主要職掌： 

(i) 本行投資政策之擬定。 

(ii) 對於超過董事長權限之國內外投資專案及轉投資事業之審議。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1) 成員：主席：總經理。重要委員：金融交易部、財務管理部、風險管理部、商

人銀行部等部門主管。 

(2) 主要職掌：統合掌理資產負債管理、流動性風險、利率敏感性風險管理、市場

風險、國家風險管理、資產品質管理、資本適足管理、主要業務項目之經營績

效及研議業務經營策略檢討、不良資產案件之檢討等有關之重大議題與方針、

政策之訂定。 

 

■資產品質評估會議--- 

(1)成員：由總經理為召集人，依授信、投資業務分別召集風險管理、法務、授信

覆審中心、營業單位主管及投資部、投資管理部、綜合研究所出席。 

(2)主要職掌：授信業務資產組合品質、個別不良授信案件、直接投資資產組合品

質、個別投資案件資產品質之檢討及因應策略之擬定，個別不良授信案件備抵

呆帳提列及其資產分類評估等之擬定。 

 

■授信評估小組會議--- 

(1) 成員：總經理為召集人，指定授信、風險管理相關部門主管為小組委員。原則

每週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視業務須要召開臨時會。 

(2) 主要職掌：評估審議風險管理部轉呈之授信案件。 

 

■投資評估小組會議--- 

(1)成員：總經理為召集人，指定相關部門主管為小組委員。視業務需要召開之。 

(2)主要職掌：評估審議投資部轉呈之投資案件，通過後仍應依規定提報「投資審

查委員會」及呈送常董會審議。 

 

■風險管理部--- 

為獨立專責部門，負責風險的辨識、衡量、監控、報告與風險的回應措施。風險

管理部內部分工又分為徵信審查科、規劃管理科、信用風險管理科、市場風險管

理科、作業風險管理科，職掌詳述如下： 

(1) 全行授信政策之規劃與建議。 

(2) 徵信制度之規劃管理。 

(3) 授信之徵信、審查及其相關作業事項。 

(4) 對全行授信、投資人員之徵信訓練。 

(5) 全行風險性資產組合之控管、分析、報告。 

(6) 全行預警戶之管理與追蹤。 

(7) 授信契約書表及相關規範之修訂。 

(8) 授信評估小組會議、授信審查委員會議、授信業務資產品質評估會議及資產負

債管理委員會議之召開與決議事項之追蹤處理。 

(9) 全行信用風險管理作業之發展、建置與整合。 

(10) 全行信用風險辨識、衡量、監控、管理、揭露及陳報等事項。 

(11) 企業違約機率模型及評等系統之導入與維護。 

(12) 依主管機關有關信用風險管理規定，督導各單位落實執行。 



(13) 資產負債之流動性風險、利率敏感性風險管理辦法之制訂及管理限額之控管。 

(14) 貨幣、外匯、債票券、上市櫃證券及其衍生性金融產品之操作額度、風險值

及停損限額控管。 

(15) 外匯、債票券、上市櫃證券及其衍生性金融產品市場風險管理辦法之擬定及

評價模型之建置。 

(16) 擬定、執行作業風險管理政策，建立全行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及系統，並監督

各單位落實執行之績效。 

(17) 訂定全行一致性之作業風險辨識、衡量、監控與沖抵標準。 

(18) 作業風險資訊之彙整、提報。 

 

參參參參、、、、信用信用信用信用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與與與與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之之之之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    
 

對隱含於所有商品與業務活動之信用風險，及推出新商品及從事新種業務之前，均有妥善

之風險措施及控管，並經董事會或適當的委員會同意。 

 

� 信用評等評估制度 

信用評等針對授信戶之信用，以數量統計方法製定評等評分表，將借戶財務及非財

務之各項屬性，予以評等評分，以得分或評等的高低，具體而準確的表示借戶之信

用狀況。 

 

� 風險評等評估制度 

信用評等評分加計擔保力、授信期間、所屬國家主權風險等調整因素得到風險評等

評分，計分 8 個風險等級。 

 

� 集中授信限額管理(Concentration Limit) 

本行就同一借款人、交易對手或同一關係戶，在可相比較的基準下，綜合衡量各類

風險暴險額，就國家別、產業別、企業集團別等訂定全面性信用限額及控管機制。 

 

肆肆肆肆、、、、信用信用信用信用風險避險風險避險風險避險風險避險或或或或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以以以以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與風與風與風與風險險險險抵減抵減抵減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之之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本行主要運用以下風險抵減工具，降低信用風險之暴險程度：（1）由交易對手或第三人提

供之擔保品，（2）資產負債表內淨額結算：如以交易對手在融資銀行的存款，進行抵減

(on-balance sheet netting)，（3）第三人之保證。 

 

信用風險抵減工具雖可以降低或移轉信用風險，但其亦可能會同時增加其他殘餘風險，包

括：法律風險、作業風險、流動性風險以及市場風險等。本行採取必要之嚴格程序以控制

上述風險，如訂定政策、研擬作業程序、進行信用審查及評價、系統建置、合約之控管等。 

 

本行已訂立擔保品管理相關政策及作業程序，並進行全行各項擔保品資料之確認，及建置

擔保品管理系統。為採複雜法之風險抵減，已完成擔保品沖抵所需之資料欄位蒐集與分析，

連結徵授信系統及擔保品管理系統資訊，建置資本計提計算平台。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七七七七】】】】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信用風險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暴險額 

標準法 98,452,859 6,173,208 104,515,790 

基礎內部評等法 0 0 0 

進階內部評等法 0 0 0 

合計 98,452,859 6,173,208 104,515,790 

註 1: 本表信用暴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

內部評等法係指違約暴險額。 

註 2: 平均暴險額計算期間係以季平均計算。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八八八八】 

信用風險抵減信用風險抵減信用風險抵減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信用暴險額(註) 
具合格金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暴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暴險額 

主權國家 10,283,885 0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8,594,265 127,656 0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76,434,990 8,457,288 721,077 

零售債權 0 0 0 

住宅用不動產 524 0 0 

權益證券投資 366,815 0 0 

其他資產 2,772,380 0 0 

 合計 98,452,859 8,584,944 721,077 

註:本表信用暴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暴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附表九附表九附表九附表九】】】】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風險成份分析風險成份分析風險成份分析：：：：不適用 

    

【【【【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異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異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異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異：：：：不

適用 



【【【【附表十一附表十一附表十一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100 年度 

壹壹壹壹、、、、作業風險管理作業風險管理作業風險管理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一、策略： 

1. 建立完善之風險管理環境，亦即建構包括董事會在內之全行各階層人員之作業風險

管理意識，進而內化成本行風險管理文化。 

2. 設立權責分明的風險管理組織，以促成全行作業風險管理工作之落實。 

3. 制定明確、符合主管機關規定的作業風險管理架構及執行辦法、要點等指導原則，

以增進作業風險管理之效益。 

4. 設置獨立、專業之內部稽核，以查驗作業風險管理機制運作之有效性。 

 

二、流程： 

本行作業風險管理流程含：風險辨識、風險評估/衡量、風險監控及風險報告等管理程

序，並以風險控制自我評估(RCSA)、損失資料收集(LDC)及關鍵風險指標(KRI)等為管

理工具。 

 

貳貳貳貳、、、、作業風險管理作業風險管理作業風險管理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    
 

本行作業風險管理組織包括董事會、風險管理部、總行各部門及各營業單位與稽核部。各

階層人員於作業風險管理之角色與責任如下： 

 

一、董事會： 

1. 為本行作業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層級。 

2. 確保建立適當的風險管理體系與文化。 

3. 核准全行之作業風險管理架構及策略，包括作業風險政策、組織、職掌等，並定期

檢視之。 

4. 監督作業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運作。 

5. 針對作業風險之辨識、衡量、溝通及監督方面提供明確之指導原則。 

6. 檢視作業風險管理報告、及其他攸關風險之資訊，以瞭解本行內部所承擔之風險，

並將內部資源做妥善運用與配置。 

7. 確保本行作業風險管理架構係已經由獨立、接受適當訓練及具備相關能力之員工進

行內部稽核。 

 

二、風險管理部 

為本行作業風險管理之主管單位，本行並指定風險管理部督導副總為本行作業風險監

督、管理與控制之高階主管： 

1. 負責擬定全行之作業風險管理與控管之策略、政策及程序。 

2. 負責擬定全行一致性之作業風險辨識、衡量、監控與沖抵標準。 

3. 執行經董事會核准之作業風險管理架構與決策，並負責全行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及系

統之建立。 

4. 擬定全行各管理階層與作業風險管理部間之權責及分層呈報關係。 

5. 負責協調、溝通各單位間有關作業風險管理事宜，並持續監督其落實執行之績效。 

6. 彙整全行作業風險資訊，並視作業風險資訊之重要性，分別報告董事會、總經理或



所屬督導副總經理。 

7. 進行作業風險教育訓練。 

 

三、總行各部門及各營業單位 

1. 負責訂定及管理所主管業、事務之與作業風險相關之規章及工作手冊，並配合風險

管理部執行全行作業風險之控管。 

2. 遵循並落實執行本行作業風險管理規定，對所屬職掌與營運之作業風險應積極掌握

及控管，並依規定逐級呈報。 

3. 辨識單位內各項作業風險、風險來源及風險成因。 

4. 依規定定期評估風險發生之頻率及嚴重性，並持續監督及追蹤改善風險控制不足之

部分。 

5. 依規定定期報告作業風險議題，包括重大的作業風險暴險及損失、控制或流程的改

善等。 

 

四、稽核部 

1. 評估及驗證各單位與獨立作業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性。 

2. 對於查核時所發現的缺失或異常，應揭露於稽核報告中持續追蹤。 

3. 稽核人員應對作業風險管理之相關負責人員提出控管缺失之建議，然不應直接負責

作業風險管理事宜。 

4. 稽核之查核深度與廣度應與本行作業風險的暴險程度相稱。 

5. 稽核人員應具備相關作業風險管理專業知識及經驗，以瞭解、檢核及驗證行內所採

行之作業風險管理執行程序及風險衡量機制。 

 

參參參參、、、、作業作業作業作業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與與與與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之之之之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    
 

本行作業風險採風險控制自我評估(RCSA)、損失資料收集(LDC)及關鍵風險指標(KRI)為衡

量/評估及監控工具，其結果將予以彙總作為組織與相關作業項目之定性或定量風險資訊，

並由風險管理部出具獨立分析報告，定期向董事會及高階管理階層呈報，並分發至相關部

門與資深主管，協助其擬定政策、分配資源，以將資本做最有效率之利用。 

 

肆肆肆肆、、、、作業風險作業風險作業風險作業風險避險避險避險避險或或或或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以以以以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與風與風與風與風險險險險抵減抵減抵減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之之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本行採以適當的作業委外及控制以為作業風險抵減政策，委外項目例如本行之現金運送。 

 

本行對於部分作業風險亦以適當之保險作為避險策略。不論委外或保險，皆訂定明確的合

作關係及法律協議，以確保雙方合作品質、服務之穩定性及有效之風險轉移。 

 

伍伍伍伍、、、、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本行目前採用基本指標法計提作業風險所需資本。 

本行作業風險資本係根據金管會「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明-作業風險計算

內容」有關基本指標法之規定辦理計提，即以前三年中為正值之年營業毛利乘上 15%之平

均值為作業風險資本計提額。 

 

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進階衡量法揭露項目：：：：不適用 



【【【【附表十二附表十二附表十二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97年度 (777,628) 

98年度 2,596,243 

99年度 2,466,736 

 

合計 4,285,351 379,723 

 



【【【【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三三三三】】】】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標準法    

100 年度 

壹壹壹壹、、、、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一、市場風險管理策略 

本行對於市場風險採取積極面對、嚴格管理之態度。 

交易業務為本行重要獲利來源，係透過正確掌握市場風險因子(股價、匯率、利率等)之波

動而獲利。市場風險因子波動度愈大，隱含之獲利機會越大。本行於編製交易業務年度預

算目標時，會參酌本行研究部門及同業之總體經濟及產業分析，考量本行之風險承受能力

及各業務之資本分配，經總經理、交易部門、研究部門、及負責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充分討

論後訂定，再併同年停損限額及產品部位限額之規劃呈報董事會核定。避免訂出過高而不

切實際的目標，使交易員在操作上過於冒險。 

本行對不同交易業務及其風險屬性訂有明確的管理辦法及風險管理指標，規範曝險額及逾

限狀況之呈報、核決層級及處置方式，確實執行，樹立交易部門嚴守交易紀律之風氣，將

市場風險曝險程度控制在安全範圍內。 

 

二、市場風險管理流程 

年度市場風險交易額度之規劃，係配合每年度業務及財務預算目標之編製，於每年年底由

交易部門向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提出申請。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經參酌各交

易部門與全行預算目標之編列金額及銀行資本適足率之規劃後，規劃全行交易產品部位限

額及年停損授權總額度之提案，提交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核定。 

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並依據董事會核定生效之全行交易產品年停損限額，規劃分配

予各項交易產品之月停損限額、VaR 限額、MAT 限額(Management Action Trigger)等限額

之提案，經總經理核准後，即為市場風險控管之依據。 

 

貳貳貳貳、、、、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為市場風險管理之最高監督機構 

本行交易業務市場風險控管之產品部位限額及年停損總限額，每年年底經董事會核定通過

後，為市場風險控管之最高準則。董事會授權總經理於董事會核定之年停損授權總額度之

範圍內，依據產品別分配訂定各項產品之年停損授權額度，目前分為股權、利率、及匯率

三大類。 

董事會並每年定期評估各項交易業務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所承擔之風險是否

在本行容許承受之範圍內。如交易業務發生重大異常或例外管理，亦需提報董事會審議或

追認。 

 

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為負責訂定市場風險管理方針及監督市場風險管理運作之監督機構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席，金融交易部主管、商人銀行部主管、風險管理部

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及其他經主席指定之部門主管擔任委員，於每年年底召集相關部

門召開年度資產負債管理會議，審議市場風險管理方針及預備向董事會提報之次一年度交

易業務之產品部位限額及年停損總限額提案。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下設三個工作會議，由總經理主持，負責執行年度資產負債管理會議

之決議及相關管理工作。其中之業務檢討會議，原則上每月召開一次，檢討交易業務之操

作績效。 

 

三、風險管理部為負責市場風險管理工作之作業部門 



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依據本行組織規程，負責市場風險管理相關之各項作業。包括

市場風險額度之規劃、統計、呈報、及監控等作業。 

 

參參參參、、、、市場市場市場市場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與與與與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之之之之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    
 

謹依據內部管理辦法、控管限額架構、風險控管通報流程三方面說明之。 

 

一、內部管理辦法 

本行依據股權、利率、及匯率三大類產品及其風險屬性分別訂有管理辦法，明確規範風險

管理指標、曝險額及逾限狀況之通報、核決層級及處置方式等控管程序，除「辦理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序」經股東會核准訂定、「金融商品評價模型管理要點」經董事會授權

總經理訂定外，其餘管理辦法經董事會核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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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
主要控管辦法主要控管辦法主要控管辦法主要控管辦法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其衍生性其衍生性其衍生性其衍生性
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

外匯外匯外匯外匯＆＆＆＆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
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

債券債券債券債券、、、、利率及信用利率及信用利率及信用利率及信用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股權及其衍生性商品股權及其衍生性商品股權及其衍生性商品股權及其衍生性商品
投資交易風險投資交易風險投資交易風險投資交易風險

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

外匯及匯率衍生性商品外匯及匯率衍生性商品外匯及匯率衍生性商品外匯及匯率衍生性商品
投資交易風險投資交易風險投資交易風險投資交易風險
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

債票券債票券債票券債票券、、、、利率利率利率利率、、、、及信用及信用及信用及信用
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

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

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交易處理程序交易處理程序交易處理程序

交易簿及銀行簿交易簿及銀行簿交易簿及銀行簿交易簿及銀行簿
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

金融商品評價模型金融商品評價模型金融商品評價模型金融商品評價模型
管理要點管理要點管理要點管理要點

 
二、產品別之控管限額架構 

風險管理部依據產品之特有風險屬性，針對個別交易業務除訂有部位及停損限額外，另訂

定 VaR 限額、MAT 限額、24 日均量流動性限額、FS 敏感度限額等輔助控管，以強化市場風

險控管架構(如下圖列示)。上述各項輔助控管限額之分配及訂定經總經理核定後生效，即

為市場風險控管之依據。 

交易部門之「產品部位授權額度」經董事會核定生效後，總經理並將董事會核准之「年停

損授權總額度」分配予各交易部門，並核准訂定其「月停損授權額度」，交易部門主管即於

權限範圍內分配予各交易員，並以書面通知風險管理部為控管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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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
主要限額架構主要限額架構主要限額架構主要限額架構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其衍生性其衍生性其衍生性其衍生性
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

外匯外匯外匯外匯＆＆＆＆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
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

債券債券債券債券、、、、利率利率利率利率＆＆＆＆信用信用信用信用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董事會核定董事會核定董事會核定董事會核定
(授權總經理分配授權總經理分配授權總經理分配授權總經理分配

年停損總額予各業務年停損總額予各業務年停損總額予各業務年停損總額予各業務)
年停損年停損年停損年停損 年停損年停損年停損年停損 年停損年停損年停損年停損

月停損月停損月停損月停損

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

個股預警價個股預警價個股預警價個股預警價(10%)

個股停損價個股停損價個股停損價個股停損價(15%)

24日均量限額日均量限額日均量限額日均量限額(50%)

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

月停損月停損月停損月停損

VaR

MAT

月停損月停損月停損月停損

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

VaR

MAT董事會授權董事會授權董事會授權董事會授權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FS (PVO1) 限額限額限額限額

Bond Option Gamma限額限額限額限額

FX Option Delta 限額限額限額限額

集中度限額集中度限額集中度限額集中度限額
上市上市上市上市-25%

上櫃上櫃上櫃上櫃-15%

興櫃興櫃興櫃興櫃-10%

Duation 限額限額限額限額

VaR

MAT

 
 

三、風險控管通報流程 

風險管理部依據授權額度，分別統計交易部門及交易員之曝險額，並依據內部管理辦法規

定呈報風險報告書、監控逾限狀況、及執行後續處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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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
每日報告程序每日報告程序每日報告程序每日報告程序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其衍生性其衍生性其衍生性其衍生性
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

外匯外匯外匯外匯＆＆＆＆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匯率衍生性
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商品業務

債券債券債券債券、、、、利率利率利率利率＆＆＆＆信用信用信用信用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中台直屬副總經理及主管中台直屬副總經理及主管中台直屬副總經理及主管中台直屬副總經理及主管、、、、交易部門主管交易部門主管交易部門主管交易部門主管

證券部位警示證券部位警示證券部位警示證券部位警示
/停損通知停損通知停損通知停損通知

全行全行全行全行/交易員交易員交易員交易員
風控表風控表風控表風控表

警示警示警示警示
/停損通知停損通知停損通知停損通知

Daily Risk

Report

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

Daily Risk

Report

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日終重評價

警示警示警示警示
/停損通知停損通知停損通知停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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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風險管理市場風險風險管理市場風險風險管理市場風險風險管理
每月報告程序每月報告程序每月報告程序每月報告程序

債券債券債券債券、、、、利率利率利率利率＆＆＆＆信用信用信用信用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ALCO資金會議成員資金會議成員資金會議成員資金會議成員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

風險控管執行風險控管執行風險控管執行風險控管執行
情形報告情形報告情形報告情形報告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市場風險及銀行簿市場風險及銀行簿市場風險及銀行簿市場風險及銀行簿
利率風險管理報告利率風險管理報告利率風險管理報告利率風險管理報告

股權股權股權股權＆＆＆＆其其其其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外匯外匯外匯外匯＆＆＆＆匯率匯率匯率匯率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逐次提報
(董事會原則上每兩個月一次)

 

肆肆肆肆、、、、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市場風險避險避險避險避險或或或或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以以以以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與風與風與風與風險險險險抵減抵減抵減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工具持續有效性之之之之策策策策

略與流程略與流程略與流程略與流程    
 

交易部門為金融資產之避險所承作之一般避險交易，避險交易之損益仍併入整體操作損益之計

算，納入停損限額控管。 

交易部門如欲申請適用避險會計之規定，相關避險有效性之評估則依據第 34 號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處理，說明如下： 

 

1. 交易部門應於指定避險開始時，以正式書面文件載明避險工具、被避險項目、被規避風險本

質之辨認、避險策略(公平價值避險或現金流量避險)、及如何評估避險效果之有效性。 

 

2. 避險交易需能高度有效抵銷被規避風險所造成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變動，且此一特定避險

關係需與原書面文件所載之避險策略一致。 

 

3. 避險需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時，始為高度有效： 

�在避險開始及避險期間中，闡明避險交易能高度有效抵銷指定避險期間被規避風險所造成

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變動。 

�避險之實際抵銷效果在 80%至 125%之間。 

 

4. 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應每月持續評估避險有效性，且於指定避險之財務報表期間內均

確定該避險為高度有效。如避險組合不符合高度有效之條件，則依據公報規定通知會計單位

就該交易取消避險會計之適用。 



【【【【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四四四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0 年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153,256 

外匯風險 689,697 

權益證券風險 98,678 
標準法 

商品風險  

內  部  模  型  法  

合              計 941,631 

 

【【【【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五五五五】】】】市場風險值市場風險值市場風險值市場風險值：：：：不適用    

    

【【【【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六六六六】】】】風險值與實際損益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例外數之分風險值與實際損益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例外數之分風險值與實際損益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例外數之分風險值與實際損益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例外數之分

析析析析：：：：不適用    

 

【【【【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附表十七七七七】】】】回顧測試之實際損益重大偏離值分析回顧測試之實際損益重大偏離值分析回顧測試之實際損益重大偏離值分析回顧測試之實際損益重大偏離值分析：：：：不適用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十十十十八八八八】 

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資產證券化管理制度    

100 年度 

壹壹壹壹、、、、資產證券化管理資產證券化管理資產證券化管理資產證券化管理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本行資產證券化之管理策略在於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與資產的流動性，藉以調整資產負債

結構及轉化資產風險。因此，本行除審慎評估所持有之授信資產，分析其曝險狀況外，並

積極運用資產證券化此項管道與工具，讓銀行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不致承擔超額的風險。

而每一個證券化專案均經內部管理階層核准及報請董事會通過，再呈請主管機關核准後發

行。 

 

貳貳貳貳、、、、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    
 

本行擔任創始機構所發行之證券化案，其資產池中之授信資產均須經本行營業及審查單位

事先審核，就資產池標的資產之信用狀況予以評估分析。相關之市場風險則由風控單位負

責市場風險之控管及評價。 

 

參參參參、、、、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風險報告與與與與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之之之之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範圍與特點    
 

證券化案於發行前，本行相關單位就資產池標的資產，依照本行一般徵授信流程辦理，篩

選資產品質，評估風險，逐步建置證券化系統，並於發行後視資產池標的資產之狀況，定

時重新評量，適時反映資產品質。針對本行因應信用增強而持有之部位或是新購入之證券

化部位，則持續進行後續風險控管、評價模型建置、資產組合限額監控、資產品質控管、

會計入帳、資訊彙整等作業，以防資產品質惡化，並能採取因應對策以確保債權。 

 

肆肆肆肆、、、、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避險避險避險避險或或或或風險風險風險風險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抵減之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以以以以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與風與風與風與風險險險險抵減抵減抵減抵減工具持續有效工具持續有效工具持續有效工具持續有效

性性性性之之之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目前本行證券化交易均為傳統型，其避險方針係考量資產池之主要信用風險是否已經移轉

至第三者，以及是否有法律上隔離效果等因素。且發行後應計提之資本要求，應以不高於

未使用風險抵減技術為主要原則，將風險降低並維持收益。 

 

對於後續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的監控，基本上要求相關文件應對所有關係人具

有約束力，並具有法律強制性，以取得法律強制力，同時應持續進行必要之審查，以確保

強制力之繼續存在。 

 
本行在上述程序包括訂定策略、研擬作業程序、進行信用審查及評價、系統建置、合約終

止風險之控制，悉依本行內部制定之相關辦法、規則及業務手冊之規定辦理。 

 

伍伍伍伍、、、、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本行目前採用標準法計提資產證券化風險所需資本。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十十十十九九九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易類型依交易類型依交易類型依交易類型    

100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暴險額 暴險額 

        暴險  

        類別 

銀   

行   簿 

角色  別 

資產類別 
保留或

買入 

提供流

動性融

資額度 

提供信用

增強 

小計 

(1) 

應計提

資本 

(2) 

保留或

買入 

(3) 

應計提

資本 

(4) 

暴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銀行簿 

          

          
交易簿 

          

非創

始銀

行 

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銀行簿 

           

           
交易簿 

           

創始 

銀行 

小計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填表說明::::    

1. 「資產類別」一欄，依發行證券化之資產類型(例如信用卡、房屋淨值貸款、汽車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類(例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不動

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債權憑證)等細分。 

2. 銀行簿之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 

3. 「提供流動性融資額度」一欄，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暴險額。 



 

【【【【附表二十附表二十附表二十附表二十】】】】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制度    

100 年度 

壹壹壹壹、、、、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利率風險管理利率風險管理利率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一、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策略 

本行對於銀行簿利率風險採取積極面對、嚴格管理之態度。 

固定收益商品投資業務為本行重要獲利來源，係透過正確判斷中長期利率走勢而獲利。本

行於編製交易及投資業務年度預算目標時，會參酌本行研究部門及同業之總體經濟及產業

分析，考量本行之風險承受能力及各業務之資本分配，經總經理、交易部門、研究部門、

及負責市場與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之部門充分討論後訂定，再併同年停損限額及產品部位

限額之規劃呈報董事會核定。避免訂出過高而不切實際的目標，使交易部門在操作上過於

冒險。 

本行對不同交易、投資業務及其風險屬性訂有明確的管理辦法及風險管理指標，規範曝險

額及逾限狀況之呈報、核決層級及處置方式，確實執行，樹立交易部門嚴守投資紀律之風

氣，將銀行簿利率風險曝險程度控制在安全範圍內。 

 

二、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流程 

年度銀行簿利率風險額度之規劃，係配合每年度業務及財務預算目標之編製，於每年年底

由交易部門向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提出申請。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經參酌各

交易部門與全行預算目標之編列金額及銀行資本適足率之規劃後，規劃全行交易及投資業

務產品部位限額及年停損授權總額度之提案，提交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核

定。 

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並依據董事會核定生效之全行交易投資產品年停損限額，規劃

分配予銀行簿台外幣利率產品之年度停止買入最大損失授權額度及 Duration 限額等控管

額度之提案，經總經理核准後，即為銀行簿利率風險控管之依據。 

 

貳貳貳貳、、、、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組織與架構    
 

一、董事會為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之最高監督機構 

本行交易投資業務之產品部位限額及年停損總限額，每年年底經董事會核定通過後，為市

場風險及銀行簿利率風險控管之最高準則。董事會授權總經理於董事會核定之年停損授權

總額度之範圍內，依據產品別分配訂定銀行簿台外幣利率投資之年度停止買入最大損失授

權額度。 

董事會並每年定期評估銀行簿利率投資業務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所承擔之

風險是否在本行容許承受之範圍內。如交易業務發生重大異常或例外管理，亦需提報董事

會審議或追認。 

 

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為負責訂定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方針及監督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運

作之監督機構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由總經理擔任主席，金融交易部主管、商人銀行部主管、風險管理部

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及其他經主席指定之部門主管擔任委員，於每年年底召集相關部

門召開年度資產負債管理會議，審議「流動性利率敏感性風險管理方針」、「市場風險管理



 

方針」及預備向董事會提報之次一年度交易投資業務之「產品部位限額」、「年停損總限

額」、「資產負債表利率敏感性缺口 PVO1(不含利率交易投資部位)限額」、及「稅前利益

敏感度(利率壓力測試)限額」之提案。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下設三個工作會議，由總經理主持，負責執行年度資產負債管理會議

之決議及相關管理工作。其中之業務檢討會議，原則上每月召開一次，檢討銀行簿利率投

資業務之操作績效；其中之資金會議，原則上亦每月召開一次，檢討銀行簿利率投資業務

之額度控管情形及利率壓力測試結果。 

 

三、風險管理部為負責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工作之作業部門 

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依據本行組織規程，負責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相關之各項作

業。包括額度之規劃、統計、呈報、及監控等作業。 

 

參參參參、、、、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衡量系統的的的的範圍範圍範圍範圍、、、、特點特點特點特點與頻率與頻率與頻率與頻率    
 

謹依據內部管理辦法、控管限額架構、風險控管通報流程三方面說明之 

 

一、內部管理辦法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指標、曝險額及逾限狀況之通報、核決層級及處置方式，分別規範於

「流動性及利率敏感性風險管理辦法」及「債票券、利率、及信用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

險管理辦法」兩項控管程序中，經董事會核准訂定。 

 

6

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
控管辦法控管辦法控管辦法控管辦法

債票券債票券債票券債票券、、、、利率利率利率利率、、、、及信用及信用及信用及信用
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衍生性商品投資交易風險

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管理辦法

流動性及利率敏感性流動性及利率敏感性流動性及利率敏感性流動性及利率敏感性

風險管理辦法風險管理辦法風險管理辦法風險管理辦法

 
二、產品別之控管限額架構 

風險管理部依據產品之特有風險屬性，針對銀行簿利率投資業務除訂有「部位限額」及「年

度停止買入最大損失授權額度」外，另訂定「FS 敏感度限額」、「Duration 限額」、「個

別投資標的警示限額」、及「個別投資標的停止買入限額」輔助控管；此外，還訂有「資

產負債表利率敏感性缺口 PVO1(不含利率交易投資部位)限額」及「稅前利益敏感度(利率

壓力測試)限額」。综上所述，以強化銀行簿利率風險控管架構(如下圖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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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
主要限額架構主要限額架構主要限額架構主要限額架構

利率投資業務利率投資業務利率投資業務利率投資業務

董事會核定董事會核定董事會核定董事會核定
(年停損總額授權年停損總額授權年停損總額授權年停損總額授權

總經理分配總經理分配總經理分配總經理分配
予各業務予各業務予各業務予各業務)

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部位限額

董事會授權董事會授權董事會授權董事會授權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訂定訂定訂定訂定

年度停止買入年度停止買入年度停止買入年度停止買入
最大損失授權額度最大損失授權額度最大損失授權額度最大損失授權額度

Duration限額限額限額限額

個別投資標的個別投資標的個別投資標的個別投資標的
警示限額警示限額警示限額警示限額(20%)

個別投資標的個別投資標的個別投資標的個別投資標的
停止買入限額停止買入限額停止買入限額停止買入限額(30%)

FS 限額限額限額限額(30%)

資產負債資產負債資產負債資產負債PVO1

(不含利率交易投資部位不含利率交易投資部位不含利率交易投資部位不含利率交易投資部位)

稅前利益敏感度稅前利益敏感度稅前利益敏感度稅前利益敏感度(註註註註)

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25bps

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25bps

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25bps

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利率上升25bps

註註註註:稅前利益敏感度限額之衡量範圍包含全行交易簿及銀行簿利率敏感性部位稅前利益敏感度限額之衡量範圍包含全行交易簿及銀行簿利率敏感性部位稅前利益敏感度限額之衡量範圍包含全行交易簿及銀行簿利率敏感性部位稅前利益敏感度限額之衡量範圍包含全行交易簿及銀行簿利率敏感性部位  
 

三、風險控管通報流程 

風險管理部依據授權額度，分別統計交易部門及交易員之曝險額，並依據內部管理辦法規

定呈報風險報告書、監控逾限狀況、及執行後續處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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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銀行簿利率風險管理
每月報告程序每月報告程序每月報告程序每月報告程序

全行利率全行利率全行利率全行利率
敏感性資產敏感性資產敏感性資產敏感性資產

債券債券債券債券、、、、利率利率利率利率＆＆＆＆信用信用信用信用
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衍生性商品業務

流動性流動性流動性流動性、、、、利率敏感性利率敏感性利率敏感性利率敏感性
風險管理報告風險管理報告風險管理報告風險管理報告

月底重評價月底重評價月底重評價月底重評價

Investment

Activity

Report

停止買入停止買入停止買入停止買入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每月資金會議每月資金會議每月資金會議每月資金會議

ALCO資金會議成員資金會議成員資金會議成員資金會議成員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交易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金融業務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風險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財務管理部主管

風險控管執行風險控管執行風險控管執行風險控管執行
情形報告情形報告情形報告情形報告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市場風險及銀行簿市場風險及銀行簿市場風險及銀行簿市場風險及銀行簿
利率風險管理報告利率風險管理報告利率風險管理報告利率風險管理報告

 



 

 

肆肆肆肆、、、、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銀行簿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避險避險避險避險////抵減抵減抵減抵減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的的的的政策政策政策政策，，，，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及監控規避////抵減抵減抵減抵減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

的的的的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策略與流程    
 

交易部門為金融資產之避險所承作之一般避險交易，避險交易之損益仍併入整體操作損益之計

算，納入停損限額控管。 

交易部門如欲申請適用避險會計之規定，相關避險有效性之評估則依據第 34 號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之規定處理，說明如下： 

 

1. 交易部門應於指定避險開始時，以正式書面文件載明避險工具、被避險項目、被規避風險

本質之辨認、避險策略(公平價值避險或現金流量避險)、及如何評估避險效果之有效性。 

 

2. 避險交易需能高度有效抵銷被規避風險所造成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變動，且此一特定避

險關係需與原書面文件所載之避險策略一致。 

 

3. 避險需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時，始為高度有效： 

�在避險開始及避險期間中，闡明避險交易能高度有效抵銷指定避險期間被規避風險所造

成之公平價值或現金流量變動。 

�避險之實際抵銷效果在 80%至 125%之間。 

 

4. 風險管理部市場風險管理科應每月持續評估避險有效性，且於指定避險之財務報表期間內

均確定該避險為高度有效。如避險組合不符合高度有效之條件，則依據公報規定通知會計

單位就該交易取消避險會計之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