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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7年 11月期貨商經
營月報》資料顯示，期貨市場開

戶數達到 174萬戶，其中自然人
比率超過一半（53.31%），自營
商比率約占三成（31.18%），外
資比資為 14.63%；實際活動戶則
不到一成，只有 10萬人。盧廷劼
指出，「台灣期貨市場的問題在

於，產業規模不夠大（交易量太

小），推不出商品，而交易所推

出的商品又不是廠商要的；加上

多數廠商不懂如何操作，而真正

有能力的廠商早己在國外的交易

所做避險，導致國內期貨市場在

層層框架限制下，活絡程度始終

無法與證券市場相提並論。」

蒐集國外資訊，增加店頭商品

的多樣性

鑑於國內期貨市場的問題不是

單一面向，必須要花時間慢慢調

整。期貨公會自 3年前從產業著

手，了解產業需求、哪種產業的

商品交易量最大，希望從中發掘

新商品、新制度、新客戶和新技

術；同時在期貨公會的協助下，

促成高雄港成為倫敦金屬交易所

（London Metal Exchange，簡稱
LME）實物交割的港口，及邀請
香港交易所來台進行經驗分享。

「隨著金融科技（FinTech）的
發展，會為期貨市場帶來哪些影

響還不確定，但前提要先解決非

金融產業要跨足投顧業務時，必

須取得顧問執照，否則可能因違

反《期貨交易法》而有刑責；金

融產業也應該要能善用 FinTech
的概念，與現有業務做結合，進

而開發出新的金融商品。」盧廷

劼提醒。

此外，期貨公會在去（2017）
年委外進行 3項研究案，一是蒐
集國外的店頭或交易所有哪些商

品，作為未來引進的參考，增加

商品的多樣性；二是針對國內的

中小企業，透過問卷調查了解產

業的交易需求，未來就可以由槓

桿交易商針對業者需求設計各項

槓桿保證金契約，提供客戶更多

元的避險管道。

台灣期貨市場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必須要說服董事會。盧廷

劼提及，「董事會多半是看財報

績效做決策，期貨不是獲利規模

太小、就是呈現虧損（有時期貨

交易的獲利無法在財報上呈現出

來）。」因此第三個就是委託會

計師事務所把各種商品店頭交易

的會計處理全部都寫出來，列出

屬於避險、投機、套利各種不同

的報表，讓董事會看的懂。

盧廷劼強調，「先從廠商需要

的商品交易開始推動，接下來再

到集中市場；如果銀行、證券、

保險都能對期貨交易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整個市場就會一起成

長。」

避險

投機

套利

為促進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

期貨公會透過觀念的宣導、了解產業交易需求，

以及蒐集國外店頭或交易所的商品資訊、

希望從中發掘新商品、新制度、新客戶和新技術，

提供客戶更多元的避險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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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國內銀行業發生多起疏失

案件，有銀行因法遵作業疏

失受重罰，有的則為跨國匯款媒

介系統被駭、也有銀行發生詐騙

案件等，面對企業內部與外在環

境等多方風險，該如何強化風險

控管、提升治理品質？

在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中，歐美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陷入

經營危機甚至倒閉，並蔓延至其

他金融機構，從而演變為系統性

風險，引起各國對重要性金融機

構監管問題的廣泛關注。

為解決「大而不能倒」的問題，

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國際金融

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 FSB）每年根據各
家銀行業務複雜度、可替代性及

相互關聯性等 12項指標，針對
全球 30家大型銀行進行「全球
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簡 稱 G-SIFIs） 排
名，制定危機處置及監管政策，

針對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簡稱 G-SIBs）提出附加資本要
求、建立金融機構的有效處置框

架、開展可處置性評估、增強監

管的力度及提升監管的有效性。

台灣雖無銀行入選 G-SIBs，但

以風險管理為前提，
創造保護企業的價值

法規、法遵與監理要

求的廣度與強度不斷

提升，及在銀行公會積

極推動下，結合內部控

制、風險管理及法規遵

循的「三道防線」機制

已於台灣金融控股公司

及銀行業行之多年。然

而，產業發展千變萬

化、各國法規多不勝

數，稍有疏漏即可能造

成公司錯判局勢，為企

業帶來負面影響。

以全球系統重要性銀

行為標竿，提升風險

治理能量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Deloitte）銀行產業負責人陳盈
州指出，Deloitte根據主要監理機
構規定與最佳實務，分析 G-SIBs
及美國「非銀行系統重要性金融

機構」（SIFIs）的風險委員會組
織規程，歸納發現要提升銀行業

風險治理能量應具備 3項要素：

❶完善組織規程：所有受評金
融機構已普遍且明確於組織規程

中，詳述董事會風險委員會的運

作方式和角色，包括定義風險胃

納、制訂風險管理政策、監督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銀行產業負責人 陳盈州

體風險管理架構運作等，且對於

監理規範與董事會效能指南的遵

循程度，均超出一般標準規定。

❷重視新興風險：研究也發現，
面對現今金融產業變革衍生的網

路、商業行為、財務模型等新興

風險，為金融機構帶來全新挑戰，

風險委員會實務運作時雖會評

估，但若能落實於組織規程，將

有助企業因應潛在風險帶來的衝

擊與影響。

❸籌打國際盃：雖然「區域型
金融服務」將為主流，國際監理要

求卻漸趨一致，金融機構進行跨國

發展也需運用不同的策略融合當地

名家
觀點

整理 = 張鴻 資料、照片提供 = 勤業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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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環境，以創造具獨特性的競爭

優勢。若能借鏡美國及巴塞爾銀行

監理委員會的監理要點作為，將有

助加速國際盃的發展，也能以更嚴

格的標準防備風險。

陳盈州強調，透過分析組織規

程的方式，檢視銀行風險治理現

況雖非完美做法，卻能提供紮實

的基礎，協助銀行董事會做好風

險治理。儘管各國金融法規與發

展有所不同，台灣的金融業也未

必受轄於美國或其他國際監理機

構，透過檢視風險委員會組織規

程及借鏡國外監理機關治理要點

與實務經驗，有助台灣業者了解

金融機構對風險治理的承諾，重

新檢視風險治理架構與發展，全

面性聚焦提升風險治理品質。

透過高效能治理架構，確保三

道防線功能

隨著非金融業透過科技等專

長踏足金融業版圖，金融科技

（FinTech）等創新模式已重新定

義金融業範疇、發展模式及價值

鏈，為各國政府在促進產業發展

或監理上都帶來新的挑戰；對企

業而言，無論是內部提升優化或

挹注外部創新資源，制定新策略

也將伴隨風險。

陳盈州建議，除應持續檢視業

務單位、獨立風管部門和內部稽

核單位組成的三道防線，並不斷

調整改進，透過高效能治理架構

確保三道防線功能，同時也應辨

別董事會內外部的功能性委員會

的風險，全面掌握風險來源。至

於銀行的營運策略，也應平衡業

務發展和資本流動性等需求，將

資金釋放至合適的對象與單位；

此外，跨國拓展經營版圖時，也

需綜合評估子公司、各部門與各

地區的發展需求，以打造優質、

健康、良性的生態體系。

然而，釜底抽薪之計還在於落

實以風險管理為前提的資產運

用、人才培訓計畫、提升新科技

處理風險效力、加強自動回報機

制，並即時掌握政府政策與法規

變化等，才是防範風險、樹立良

好形象與維繫顧客關係、邁向永

續經營之道。

儘管各國金融法規與發展有所不同，

借鏡國外監理機關治理要點與實務經驗，

有助台灣業者了解金融機構對風險治理的承諾，

重新檢視風險治理架構與發展，

提升風險治理品質。

內部控制三道防線架構

風
險
管
理
資
訊

第 1道防線應進行「管理控制」及「內部控制措施」，
第 2道防線則檢查財務控制、風險管理、法令遵循等面向，
第 3道防線是「內部稽核」，而後內部稽核人員將報告送至
董（理）事會和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 高階主管階層

第1道防線

各業務單位
確保符合風
險管理規範

第 2道防線

風險管理單
位獨立管理
及監控風險

第 3道防線

稽核單位獨
立執行稽核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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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展台灣金融科技發展，俗稱金融監理沙盒的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於 2017年 12月
29日經立法院順利三讀通過，讓台灣成為繼英國、
新加坡、澳洲、香港後，第 5個實行金融監理沙盒

❶�本會「金融科技創新創業及人才培育計畫」第 3
梯次新創團隊募集，經本會於 2017年 11月 30日
召開金融科技發展基金管委會進行最終審議，總

計核定獲補助型培育資格之團隊為 6組，獲一般
型培育資格之團隊為10組，補助金額1,000萬元。

❷�本會於 2017年 11月 12日至 18日舉辦新加坡
金融科技創新趨勢考察團，包括主管機關金管會

及金融業代表總計 25名團員，參訪金融科技嘉
年華，與東南亞金融科技網路（ASEAN Fintech 
Network）成立大會，本次活動主要達成兩大效
益，包括：一、借鏡新加坡 FinTech發展脈絡，
掌握金融科技的世界趨勢；二、發掘國際合作機

會。

FinTech
動態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
三讀通過

FinTech 近期重要活動與講座

❸�本會 FinTechBase於 2017年 11月帶領 4家培育
團隊至香港參加 Finovate Asia活動，進行品牌推
廣與國際發表。

❹�本會受邀與台灣金融研訓院於 2017年 11月 28
日、29日聯合主辦之「金融科技前瞻高峰會暨創
新創意資源展」（FinTech Days）活動，並引介
所培育之新創團隊共計 11家於展覽會場設置實體
攤位，而其中 6家於交流討論會上進行 40分鐘之
展演，介紹各團隊之金融科技服務。

❺�為培育金融科技人才，由本會主辦、以金融創新服
務及金融科技為主軸之「2017金融科技系列創新講
座」活動，於 12月上旬圓滿結束，總計整年度創
新講座共舉辦 68場次、參與總人次 4,3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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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國家。在這部攸關台灣金融科技發展的法令

中明定，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准辦理創新實驗期間以

1年為限，可延長 1次，最長不超過 6個月，若涉
及修法則不限，但全部創新實驗期間不得超過 3年。

金融科技前瞻高峰會暨創新
創意資源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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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屆第1次臨時會員大會
      與第 2 次理事會

會 務 訊 息

時間 會員代表所屬單位名稱 職稱 新任代表 原任代表

2017/11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許璋瑤 施俊吉

2017/1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副總經理 楊俊偉 蔡慶年

2017/12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林志成 蔡蒔銓

2017/12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林銘寬 雷仲達

2017/12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雷仲達 廖燦昌

2017/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博怡 朱潤逢

2017/12 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瑞斌 蔡慶年

2017/12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程明乾 朱士廷

本
會業於 2017年 11月 24日召開第 5屆第1次臨
時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 12月26日召開第 5

屆臨時會員大會補選 1名理事及5名候補理事。

本會隨即於 12月 26日召開第 5屆第 1次臨時會
員代表大會，由本會代理事長暨副理事長黃調貴先

生主持，順利補選出 1席理事，由臺灣證券交易所
許璋瑤董事長當選，並補選出 5席候補理事，包括富邦
人壽陳俊伴總經理、泰安產險董事長李松季、統一證券

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林寬成、保險經紀人公會理事長鄭祥

人及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李滿治。大會結束後隨即

召開理事會補選理事長，由許璋瑤董事長當選為本會第

5屆新任理事長；並在監事會召集人趙揚清董事長見證
下，與黃代理事長完成交接。

許理事長係政治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曾任行政

院主計處主計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台灣省政府主

席等，學養豐富，嫻熟國家財政與經濟數據意涵，

並具金融政務與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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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會員代表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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