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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風險管理政策及流程 

(一). 風險政策、目標及模式 

1. 風險政策 

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係依目前之資本規模，將營運活動中可能面臨之各種

風險透過對潛在風險之辨識、衡量、監控及回應等一連串活動，以質化及

嚴謹之計量模式將風險管理數量化，俾達到風險性資產配置合理化並在董

事會所核定之風險胃納量下，創造股東報酬率極大化，以達成公司營業策

略及目標。 

2. 風險目標 

(1). 對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從事各項業務時，提供有效之辨識、衡量及監視

風險之功能。 

(2). 建立即時、準確、有效之公司經營活動之風險管理指標以因應市場之

變動。 

(3). 讓本公司整體風險控制在股東可承受之範圍，並提供本公司營運時資

本配置之依據。 

3. 風險管理模式 

採取由上而下法與由下而上法二者並行，首先使用由上而下法來決定公司

整體的經濟資本水準及風險胃納，一旦總資本水準決定後，再採用由下而

上法來衡量各部門所需之經濟資本，使其能和總資本需求一致。 

(二). 風險政策之訂定與核准的流程 

本公司風險管理乃一分層負責核決體系，相關政策之訂定與核准的流程如下

圖所示： 

 

 

 

 

 

 

 

 

 

 

 

 

 



宏遠證券 110 年度風險管理品質化資訊 

第 2頁，共 10頁 

二. 風險管理系統之組織、架構及組織運作情形 

(一). 本公司之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高階管理階

層、風險管理室、稽核室、法令遵循室與各業務單位，如下： 

 

(二). 『風險管理委員會』為本公司最高風險管理機制，直接向『董事會』負責，有關

『風險管理委員會』之組織、職權及作業規範，悉依「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

規定辦理。 

1. 本(第二)屆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架構如下: 

 



宏遠證券 110 年度風險管理品質化資訊 

第 3頁，共 10頁 

2. 風險管理委員會組織運作情形 

風險管理委員會第二屆任期：109.07.09~112.06.23(截至 110.12.31 為止) 

職稱 姓名 
符合資格 

條件(註) 

實際 

出席次數 

委託 

出席次數 

實際 

出席率% 
備註 

獨立董事 陳育仁 1 8 0 100.00  召集人 

獨立董事 蕭珍琪 2 8 0 100.00  － 

獨立董事 廖哲瑛 2 8 0 100.00  － 

董事長 姜克勤 3 7 0 100.00 
 109.11.05 

委任 

董事長 柳漢宗 3 1 0 100.00 
 109.10.15 

辭任 

董事 林禎民 3 8 0 100.00  － 

董事 李俊德 3 8 0 100.00  － 

(註)符合之資格條件： 

1. 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2. 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 

3. 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三. 風險報告及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一). 本公司面臨之風險類別主要為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法

律風險及模型風險，各類風險管理衡量方式分述如下： 

1. 市場風險 

本公司於各項業務之風險控管辦法中均詳訂市場風險控管方式，包括可容

許之交易範圍、市場風險衡量量化方法、整體及個別部位之風險限額、核

定層級與超限處理方式，並由風險管理室每日監控。本公司每日估算市場

風險值(Value at risk,VaR)，經由回溯測試對模型與參數進行修正，以更精

確預測市場價格變動所可能遭受最大損失。 

2.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包括持有部位市場流動性風險及資金流動性風險。在市場流動

性風險方面，本公司針對各項業務不同之特性，並考慮持有部位之集中程

度，及市場成交量狀況，訂定個別部位持有上限限額，並每日監控。在資

金流動性方面，本公司由財務部門執行資金調度事宜，並訂有「資金流動

性風險管理辦法」，在風控系統設有資金流動性指標對公司資金流動性風

險作模擬分析，並以高標準之壓力測試虧損金額為依歸，衡量本公司資金

流動性風險承受程度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 

3. 信用風險 

本公司針對各種不同金融商品業務均訂有不同之信用風險管理方式，例如

對於債券須具一定信用評等以上之標的始能持有。經紀業務方面，目前代

辦之融資（券）業務，信用風險由證金公司承擔，所有擔保品的授信比率

及對擔保品的評價政策皆依據證金公司的標準及要求辦理，另公司辦理不

限用途款項借貸業務均依主管機關及公司內部訂定之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業

務作業準則、風險控管辦法、客戶授信及授信額度評估等辦法訂定額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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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監控機制，融通額度之審核，擔保品品質及其流動性成數之核定亦依

本公司分層負責核決權限辦理。 

衍生性金融商品自營業務中買賣期貨及選擇權，均透過公開市場操作，故

無信用風險；另針對轉換公司債資產交換（含選擇權）交易之風險管理權

責依交易相對人之信用評等給予不同限額，除加強交易前之信用評估外並

要求業務單位定期監督與評估交易對手信用狀況，以降低信用曝險。 

4. 作業風險 

本公司已依證期局所頒佈之「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處理準則」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規定，

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各項業務交易已依主管機關相關

規定、本公司各項業務風險管理辦法中有關作業風險控管之規範，及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標準操作，期有效控制作業風險。 

5. 法律風險 

本公司編制法令遵循室，為本公司法遵督導單位，審閱公司整體財務與營

運活動之相關法規，彙整法令變動之最新資訊及執行法令宣導事宜。本公

司亦訂定「契約簽訂及管理辦法」，健全契約簽訂及管理程序，有效控制

本公司整體經營之法律風險。 

6. 模型風險 

為維持模型運作與管理，加強金融商品之風險管理，本公司訂有『使用模

型管理作業細則』，規範模型開發、驗證、保管及變更等作業程序以降低因

使用不適當的模型、參數或假設所導致模型風險。 

7. 氣候變遷暨環境永續風險: 

因全球暖化，平均溫度持續升高，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增加，降雨、高低溫

差趨於兩極化致天災頻傳，氣候變遷已是全球關注重大議題；鑑於氣候變

遷與環境衝擊日趨險峻，對金融帶來衝擊更將影響公司營運，故依聯合國

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cial Stability Board）發布之 TCFD（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導入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

議架構，以公司日常作業活動、服務與環境之互動關係，辨識各項氣候變

遷所帶來潛在風險，繼而決定因應措施及管理方式。 

8. 其他新興風險: 

新興風險係指因新種業務或改變操作(如數位金融科技)方式，因未進行風

險辨識與評估，造成對未來業務運作可能產生不利影響之風險。 

(二). 風險管理報告涵蓋資訊、頻率及流程 

1. 風險管理報告涵蓋資訊 

(1). 本公司風險管理室負責監控公司每日整體及各業務單位之風險曝險，除瞭

解各單位風險回應措施外，並於公司資產風險控管系統揭示公司每日部位

損益及次一日 VaR 風險概況，本公司 110年底資本適足率及經營風險約當

金額、利率、匯率敏感性分析、風險值如下: 

A. 資本適足率 

資本適足率 
年底 全年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427% 385% 459%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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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營風險約當金額                             單位:(台幣仟元) 

經營風險約當金額 

市場風險 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合計 

573,719 204,221 134,425 912,366 

63% 22% 15% 100% 

C. 敏感性分析 

a. 利率敏感性分析－不含永續債券                單位:(台幣仟元) 

債券部位 面額 庫存成本 市值 
平均

Duration 

利率變動 

1bp損益 

中央公債 600,000 619,896 610,355 2.06  124 

國營事業公司債 200,000 203,056 200,351 3.53  71 

次順位金融債  － － －  － － 

無擔保公司債 1,500,000 1,508,031 1,507,543 3.68  552 

外幣計價債券  － － －  － － 

總計(台幣)  － 2,330,983 2,318,249 3.25  747 

b. 利率敏感性分析－永續債券                        單位:(台幣仟元) 

債券部位 面額 庫存成本 市值 
平均

Duration 

利率變動 

1bp損益 

無到期日次順位金融債券 200,000  200,000 200,000 31.30  626 

c. 匯率敏感性分析                                  單位:(台幣仟元) 

外幣部位 原幣金額 當日匯率 
匯率變動 1% 

損益 

外幣存款-美元 1,069 27.6900 296 

外幣存款-人民幣 1 4.3406 0 

外幣存款-港幣 64 3.5506 2 

總計(新台幣) － － 298 

D. 本公司市場風險量化模型以風險值(Value-at-Risk)作為市場風險衡量方

法，量化計算方法係採參數法(變異-共變異法; variance- covariance 

method)、歷史模擬法(historical simulation method)，99%信賴水準下

風險值(99% VaR)如下： 

                       單位:(仟元) 

風險值 

(99% VaR) 

110.12.31 全年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67,248 80,556 116,721 3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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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執行回溯測試 

A. 依據「證券商風險管理實務守則」及「證券商使用內部模型法進行市場

風險資本計提作業細則草案」規定，為確保統計基礎衡量風險模型預測

之正確與可信度，進行模型驗證回溯測試。主管機關將 99%VaR 回溯

測試結果分為綠、黃、紅 3區，以顏色代表不同之回應等級，請參考下

表。 

B. 綠區代表回溯測試結果並未顯示模型品質或準確性出現問題，符合所有

質化標準，即可使用乘數因子 3，不需加上附加因子。 

C. 黃區表示回溯測試結果反映模型有點疑慮，惟此並非最終結論，使用乘

數因子 3 再加上附加因子。 

D. 紅區顯示結果幾乎確定風險值模型存在問題。 

區域(Zone) 例外情況次數(下方超限次數) 附加因子(Additional factor) 

綠區 

0 0.0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黃區 

5 0.40 

6 0.50 

7 0.65 

8 0.75 

9 0.85 

紅區 10 或以上 1.00 

E. 110年度 99%VaR 回溯測試結果(依實際損益與靜態損益分別表示)： 

商品別 VaR 方法 回溯測試期間 

區域 

實際 

損益 

靜態 

損益 

公司整體 加總 109.01.01~109.12.31 黃區 黃區 

國內股票 共變異法 109.05.01~110.04.30 綠區 綠區 

國內債券 歷史模擬法 109.12.09~110.12.08 黃區 黃區 

外幣計價債券 歷史模擬法 109.02.01~110.01.31 黃區 黃區 

國內可轉換公司債 歷史模擬法 109.09.01~110.08.31 黃區 黃區 

國內期貨暨選擇權 共變異法                      109.11.01~110.10.31 黃區 綠區 

海外期貨 共變異法 109.11.01~110.10.31 綠區 綠區 

基金 共變異法 109.09.01~110.08.31 綠區 綠區 

宏遠證創投國內股票 共變異法 109.09.01~110.08.31 綠區 綠區 

宏遠投顧基金 共變異法 109.05.01~110.04.30 綠區 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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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執行壓力測試 

A. 110年第四季壓力測試條件－假設情境分析 

a. 持有之股權投資(含期權、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等部位)市值減少

50%(含子公司)。 

b. 非政府公債之債券(含債券型基金)投資的信用損失率達 10%(含子公

司)。 

c. 貨幣型基金的信用損失率達 2%(含子公司)。 

d. 若台灣股票市場每日平均交易量減少至新台幣 500億元。 

e. 依本公司氣候變遷風險及環境永續報告中分析實體及轉型風險評估之

本年度氣候變遷壓力測試金額為 896 萬元。 

f. 若上述假設皆發生時，本公司總計將虧損 10.67 億元，股東權益對總

資產比將由當月的  32.4% 下修至 27.7%，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由

427% 下調至 401% ，尚符合資本適足法令規範。 

B. 110年第四季壓力測試條件－歷史情境(一) 

以109年1月至3月間全球新肺炎疫情造成全球股災為歷史情境假設，

以台灣股市於事件發生二個月跌幅為主，並參考道瓊、費半及南韓股

市、美國十年期公債 109.01.31至109.02.13最大跌幅 3.23%，故本次

壓力測試假設股權投資之損失率為 30%、非政府債券投資損失率

10%、貨幣型投資損失率 2%為計算之基準，壓力測試標的係以本公司

持有之部位： 

a. 持有之股權投資(含期權、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等部位)市值減少

30% (含子公司)。 

b. 非政府公債之債券投資(含債券型基金)的信用損失率達 10%。 

c. 貨幣型基金的信用損失率達 2%(含子公司)。 

d. 若台灣股票市場每日平均交易量減少至新台幣 500億元。 

e. 依本公司氣候變遷風險及環境永續報告中分析實體及轉型風險評估之

本年度氣候變遷壓力測試金額為 896 萬元。 

f. 若上述假設皆發生時，本公司總計將虧損 7.97億元，股東權益對總資

產比將由當月的 32.4% 下修至 29.0%，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由 427% 

下調至 407% ，尚符合資本適足法令規範。 

C. 110年第四季壓力測試條件－歷史情境(二) 

以 107年 2月初美國道瓊指數因擔憂 Fed加速升息腳步而閃崩，造成

全球股災為歷史情境假設，以 107年 1月 26日收盤為基準，參考美國

道瓊與亞洲主要股市於十五日內收盤與盤中累計最大跌幅，分別為香

港恆生指數收盤累計跌幅 11.14%與美國道瓊盤中 12.23%之跌幅最

大，故本次壓力測試假設損失率 12%為計算之基準，壓力測試標的係

以本公司持有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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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有之股權投資(含期權、股票型基金、平衡型基金等部位)市值減少

12% (含子公司)。 

b. 非政府公債之債券投資(含債券型基金)的信用損失率達 12%(含子公

司)。 

c. 貨幣型基金的信用損失率達 2%(含子公司)。 

d. 若台灣股票市場每日平均交易量減少至新台幣 500億元。 

e. 依本公司氣候變遷風險及環境永續報告中分析實體及轉型風險評估之

本年度氣候變遷壓力測試金額為 896 萬元。 

f. 若上述假設皆發生時，本公司總計將虧損 5.99億元，股東權益對總資

產比將由當月的 32.4% 下修至 29.9%，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由 427% 

下調至 394% ，尚符合資本適足法令規範。 

D. 本公司執行壓力測試主要目標係在評估公司資本承擔潛在最大損失之

能力及辨識可採行用以減低風險及保障資本之措施，綜上，壓力測試及

資金模擬後若公司遭遇潛在異常損失時，可採取之因應措施方式如下： 

a. 重新調整持有部位、進行平倉或對沖交易。 

b. 購買信用保障、保險或調降風險限額。 

c. 增加所能取得之籌資來源，確保危機期間有足夠資金因應，以提昇證券

商資金之流動性。 

d. 可再針對特定壓力測試情境規劃因應措施。 

(4). 以 TCFD 架構鑑別公司氣候變遷暨環境永續風險矩陣與機會及其相對

應措施，逐步盤點能源使用效率、溫室氣體排放及極端氣候等天然災

損對環境衝擊之壓力測試，以強化面對氣候變遷風險之韌性及敏感

度，推動氣候變遷相關揭露與調適策略為公司個管理階層之共識，依：

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與目標四大範疇揭露氣候相關資訊，持

續精進氣候相關策略與管理以因應大環境的變遷。 

2. 風險管理報告頻率 

(1) 定期報告 

A. 各業務單位每日由資產風控系統中將風險控管執行結果，包括庫存部

位餘額、是否超限、越權、逹預警及停損標準、交易相對人評等、例

外管理執行等情形等製成各處室之風控報表，由風險管理室彙整及審

閱後向高階管理階層報告。 

B. 風險管理室於主管會議將風險管理執行情形彙報與各業務單位及管

理階層，並按季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C. 風險管理室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要求於年報、本公司網頁或其他處所等

揭露風險管理相關品質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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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定期報告 

A. 業務單位之暫緩執行停損報告，須經總經理核可後始得列入例外

管理部位，並由風險管理室定期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 

B. 風險管理室於必要時得不定期要求各單位提出特定部位、個股相關研

究報告或說明。 

(3) 風險管理資訊及報告流程 

 

 

四. 避險與抵減風險之政策及監測規避與抵減工具持續有效之策略與流程 

(一). 本公司根據損失事件嚴重性進行分析，並評估各種風險對策之利弊得失，可

採行避險與抵減風險之政策之方式包括  

1. 風險迴避：採取迴避措施，以規避可能引起風險之各種活動。  

2. 風險移轉/沖抵：採取移轉之方式，將部分或全部之風險轉由第三者分

擔。 

3. 風險控制：採取適當管控措施，以降低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或）其發生

後之衝擊。 

4. 風險承擔：不採取任何措施改變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其衝擊。 

(二). 本公司監測規避與抵減工具主要為衍生性商品，規避部位的市場價格波動風

險在可承受之額度內，並依風險承受能力，訂定授權額度、風險限額及避險

策略，且建立監控之警示機制以瞭解避險部位之變動狀況。 

(三). 本公司新金融商品部發行認購(售)權證係以標的現貨、可轉換公司債、他家

認購(售)權證做為避險之標的，其使用 Black-Scholes 評價模型估計發行部位

暨其衍生性商品避險部位之 Delta、Gamma 及 Vega 值，並為資本適足率申

報之參數，惟自 108年 6月發行到期後迄今未再發行。 

(四). 本公司另成立期貨自營部從事期貨交易，風險控管項目涵蓋風險值、曝險風

險、保證金、個股集中度、公司規模、流動性、及停損停利之相關額度限

制；所有投資策略係經投資交易處召開投資決策會議分析基本面與技術面研

判大盤走勢後核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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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公司市場風險量化模型以風險值(Value-at-Risk)作為市場風險衡量方本公司自行

開發資產風險管理系統，依據不同的風險特性，建置系統化參數設定，使風控系

統模組更具彈性，更有利於執行盤中及盤後監控，除與部位績效相連結外，亦能隨

時掌握業務實際營運成果，有效提昇風險資訊溝通、管理之效率。 

六. 風控評鑑情形 

A. 本公司 106年度風險管理評鑑結果等級為 3(普通)。 

B. 本公司 107年度風險管理評鑑結果等級為 2(良好)。 

C. 本公司 108、109年度無須評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