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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隨著國內金融商品需求的多元化，配合政府法令與主管機關新種

業務之開放，國內證券商所能提供服務的產品愈來愈多，客戶的層面亦

較從前明顯增廣，在資本市場扮演的角色也益形重要，儘管政府加速金

融自由化，放寬新產品的發展，提供更多業務機會及較大之營運彈性，

相對上證券商所必須承受之風險必然與日俱增，也就是說，業務多樣化

後，風險也多元化，因此，如何作好風險機制之控管，已為證券商優勝

劣敗衡量的重要指標。 目前國內證券商在風險控管系統建立情況，在市

場風險方面跟 一般金融機構一樣，大多擁有一套完善之機制，不過在信

用風險控管機制上則明顯不夠成熟，且外部信用評等機構所揭露之信評



資料仍嫌不足，對於交易標的或對手的信用風險評估能力相較金融機構

薄弱。因此，證券商實有必要積極且審慎建立一套有效率且具指標性的

信用風險評估機制，以因應公司業務發展所需，並使可能遭受到的信用

風險降至最低。 本文參考金融機構從事徵授信評估之方式，以及市場上

一般所採用之信用風險評估模型，針對證券商可能面對之交易對手或標

的物，經不斷測試改良後，制訂出一套較適合證券商行業特性內部信用

評等評分方式，希望對現行國內證券商評估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時，提

供另一項良好之參考依據。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as demand of domestic financial commodities diversification 

increases and opening of new businesses permitt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y 

aggressively, domestic securities companies not only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service but also widen layers of customers. Securities companies pla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capital market. Government fastens financial freedom to 

motive new financial products, therefore, securities companies surely undertake 

much more risk than before. That means, the more diversified business is, the 

higher risk we have to take. Therefore, how to set up mechanism of risk 

controlling will be an important benchmark to evaluate securities companies 

success or failure. Currently, the credit risk controlling mechanism of domestic 

securities companies’ hasn’t been so obviously mature as that of market risk, 

the same as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ch already established thoroughly. 

Relative rating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external credit rating institutions seems 

deficient, which results in the weak ability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trading partners. 

Therefore, securities companies ought to establish an efficient credit risk 

controlling mechanism with discretion in order to lower credit risk which possibly 

encountered. This essay establishes an internal credit rating standard suitable for 

securities companies, which refers to loaning evaluation adapting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redit risk evaluating models engaged widely in the market. I hope 

the study will be a great favor for any securities company when trading with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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