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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作業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之關係─以 G10 二十家金

融機構為例 校所別：私立輔仁大學金融研究所 總頁數：100 畢業時間及

提要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學位論文提要 研究生：廖依信 



指導教授：陳明道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對於金融機構而言，「作業風

險」並非一個新的名詞，反而是銀行所面對最古老的風險種類。相較於信

用風險與市場風險之規範與管理技術，過去管理作業風險僅僅著重於銀行

的內部控制與稽核一環，而沒有一個現代化的管理技術與專責部門處理。

隨著新版巴塞爾資本協定中新增作業風險資本計提一項，並擬於 2006 年

底施行，全球各先進國家金融機構也陸續針對於此進行準備的工作，相信

作業風險管理意識隨時代的推進，亦將更加普及於全球各地。 本論文藉

由觀察國外二十家金融機構作業風險管理執行情況，針對其作業風險管理

與內部控制、稽核之關係進行探討，以做為國內銀行相對落後的作業風險

控管實行及釐清作業風險觀念之參考，並得到以下之結論： 一、作業風

險管理專責單位或人員的建立用來建立作業風險管理準則、指南、風險的

衡量方法等，並保障獨立的運作，應是有設立的必要。 二、隨著 2006 年

新協定的施行，作業風險資本計提勢在必行，其中，進階衡量法對於作業

風險進行量化工作以提列之經濟資本，將有效避免銀行作業風險損失的衝

擊，但必須牽涉內部損失資料的搜集，因此銀行需儘快建置作業風險損失

資料庫。 三、作業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制度為互補之概念，銀行除落實

內部控制之外，作業風險管理的執行更應予重視。  

摘要

(英) 

Abstract Tile of The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Cases of Twent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G10 Total pages: 

100 Name of Institu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Financ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June 2004 Degree Conferred: Master Name of Student: I-Xins Liau 

Advisor: David M. Chen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perational risk” is not a new issue; rather, it is the oldest type of risks that 

banks encounter. Relative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nagerial skills in credit risk and 

market risk control, the focus of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was limited to internal 

control and audit in the past years with little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design. As operational risk regula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 are 

formally stipulated in the New Basel Accord, which will become effective starting 

the end of 2006, every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has to get ready for it.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twenty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described in their annual reports and websi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rational risk and internal control, with a hope that the 

world-class operational risk control currently in effect will provide domestic banks a 

clear picture and reference in their endeavor toward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Accord. Major conclusions of the paper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s or staffs establish norms, guidelines, 

and risk measurement approaches. They should work independently from other 

business functions. 2.Though charging operational risk capital is imperative under 

the New Basel Accord, banks still need to establish their operational risk loss 

database as soon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quantify operational risk. Indeed, 

quantifying operational risk to compute economic capital requirements by the 

Advance Measurement Approach will mitigate losses from such risks. 3.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control are complementary, yet, a clear l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has to be carefully 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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