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7341 

狀態 NC095FJU00214029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金融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4755132  

研究

生

(中) 

劉倍榮 

研究

生

(英) 

Liu, Pei-jung 

論文

名稱

(中)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下內部評等法之設計-以國內某金控銀行為例 

論文

名稱

(英) 

A Case Study of Internal Rating System Design under BASEL 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陳明道 

指導

教授

(英) 

David M. Chen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2008.12.31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5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新巴賽爾資本協定 資料庫 信用風險管理 內部評等法 

關鍵

字

(英) 

Basel Capital Accord Basel Ⅱ system taiwan Advanced IRB approach 

摘要

(中) 

過去十多年來，巴賽爾資本協定為全世界 100 多國家銀行監理機關及銀行

體系衡量銀行體系是否健全之共通標準，惟近年來國際金融環境有大幅變

化，該資本協定以單一的適足資本為計提標準，已使銀行有意或無意增加



風險性行為卻無額外提撥資本。 為改善現有資本協定之缺失，國際清算

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簡稱 BIS）巴賽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於 1999 年 6 月發佈新資本協

定（New capital Accord, Basel 2）諮詢文件第一版（CP1），接受全世界各

國監理機構、中央銀行及金融機構之意見，作為討論新協定意見，並於

2001 年 1 月公告修正之第二版（CP2），原預計 2001 年年底定案，並於

2004 年底正式實施，以取代 1998 年協定，並將正式實施日期訂在 2006 年

年底或 2007 年年初。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已決定我國將於 2007 年

與國際接軌，正式實施新巴賽爾協定，對我國銀行業將產生重大影響，在

研究新巴賽爾資本協定和以國內某金控銀行自行設計與配合該銀行企業金

融授信的相關規範後，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應積極培訓自有的信用風險

管理人才，才能進行建置自有內部模型。 2.建置內部模型所需資料庫。 3.

應朝發展自有內部風險模型，亦可考慮與其他業者一同開發以降低成本。 

4.調整授信客戶結構，計價需考慮資本費用在內，不應再以調降利率為手

段作價格的惡性競爭。 5.使用風險抵減技術，降低風險資產的風險係數，

應提高手續費收入業務比重，可減少資本計提，亦可降低信用風險。  

摘要

(英) 

In the past 10 years, Basel Capital Accord has become universal standards for 

national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and banking system to measure soundness and 

solidness. Nevertheless, under a fluctuant finance environment, old Basel Capital 

Accord which applied single capital adequacy have already made the bank intention 

or no intention by increasing the risky behavior but no allotting additional capita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fect of the old capital adequacy regulation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and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have released New Capital Accord (Basel II), the first edition of Consultative Paper 

1 (CP1), in June of 1999. Subsequently, the Committee probed the suggestions from 

national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and Central Bank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reby 

announce the second revised edition Consultative Paper 2(CP2) on January of 

2001.The CP2 was replaced old Basel Capital Accord (1998) in the end of 2004 and 

will implement in the end of 2006 or begin of 2007. With the Basel II application, 

Taiwan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has decided to implement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Basel II) in 2007,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will result in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banking industry in Taiwan. For this reason,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and a domestic Holding 

Company’s credit policy which is self-designed for matching up Basel II in 

corporate financing field, this research presents several suggestions： 1.Banks 

should train own credit risks managerial talents and thereby establish internal model 

2.Establishment of internal database 3.The banks should develop their own internal 

risk models, also they can cooperate with other banks to develop “ prototype 

model ” which can process a cost advantage. 4.Modification of client construction, 

pricing formulation should involve in capital charge, instead of lower interest rate as 

a competition edge. 5.Reducing risky asset coefficient by risk offset and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commission fee income can not only diminish capital allotting, but 

also reduce credi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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