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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篇　概　論

第一章　研究目的與過程

第一節　研究目的

國際清算銀行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1（BCBS）發布的有

效銀行監理核心原則明白指出，有效的銀行監理制度應包括實

地檢查與場外監控。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2（IOSCO）發布的

證券管理目標與原則亦表明，監理機關應有全面性的檢查、調

查與監視能力，以確保執法之有效性。另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3

（IAIS）發布的保險核心原則與方法也揭櫫了同樣的原則。因

1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BCBS）成立之目的在

形成銀行監理準則與規範，以促進全球監理合作及風險管理實務。該委員會成員來

自美、日、英、德、中、香港等27個經濟體中央銀行及金融主管機關之代表。為因

應國際間金融機構跨業經營及金融商品日漸複雜化之趨勢，其於2004年6月所發布的

新版資本協定已成為國際之金融監理標準（金融海嘯後2009.10提出修正建議文件－

Basel III－預定2013年生效、2019年之前導入），亦為現行各國金融主管機構遵循之

圭臬，我國雖非會員國，惟為提昇本國銀行風險管理能力，亦宣布於2007年起實施

信用風險標準法及基礎內部評等法，以及作業風險基本指標法與標準法。
2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Th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o f  S e c u r i t i e s 

Commissions,IOSCO）創設於1974年，最早為一個區域性（限於西半球）的證券主管

機關與相關證券機構共同組成之組織，在1983年4月於厄瓜多之基多市所舉行之年

會正式允許非西半球之管理者成為會員。其為證券業最重要之國際證券主管機關組

織，成立目的為追求及維護市場之公平性與效率性，同時在國際及各國國內市場之管

理準繩範圍內，相互合作以確保市場之妥善管理。我國在1985年加入成為正式會員

（財政部證期會），金管會成立後於96年6月成為IOSCO多邊監理與資訊交換備忘錄

（IOSCO MMOU）之B級會員，臺灣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與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皆屬於IOSCO附屬會員（Affiliate Member）。
3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成立於

1994年，為保險業最重要之政府間國際組織，會員來自190個國家地區，另有約120

個觀察員，我國係該協會之創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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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金融檢查工作實為金融監理不可或缺、至為重要的一

環。

我國金融檢查制度自93年7月實施金檢一元化政策，整合中

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及原財政部金融局、保險司、證券

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之檢查人力，成立專業的金融檢查機構－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後，已開啟了另一個新的里程碑。

檢查局成立以來，致力於參酌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有

效銀行監理核心原則」及歐美等先進國家之金融監理檢查制

度，改變過去傳統定時定點模式之檢查方式，逐步調整為以風

險為導向之金融檢查架構，以有效配置檢查資源，達到提昇金

融檢查效能之目的。例如，逐步建置金融機構單一申報資料窗

口系統，督促並驗證金融機構申報監理資料的正確性；規劃推

動銀行業金融檢查評等制度，落實以風險為導向之金融檢查；

配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實施，培訓檢查人員辨識與評估風險

之能力；建置各業別金融機構表報稽核分析機制，運用申報資

料產出監理資訊，分析金融機構經營良窳，作為擬訂金融檢查

頻率之參考；逐步建立各業別的差異化檢查機制，以提升金融

檢查之效能。

隨著金融產業在金融創新方面的蓬勃發展，跨國界的金融

活動日益頻繁，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良窳更顯重要，其風險管

理模式多朝向整合性、複雜化及專業化之趨勢發展，雖各國金

融監理機關秉持審慎的金融監理原則，紛紛採行以風險為導向

之監理檢查制度，建構不同之風險評估架構（如英國金融服

務總署之ARROW，美國金融監理機關對國內商業銀行採行之

CAMELS），然而在近年來全球性通貨膨脹壓力、次級房貸風暴

等一波波的金融海嘯下，金融機構面臨流動性及信用危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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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歷史悠久的重量級金融機構受到重創，英美等金融主管機關

紛紛採行多項改革措施以因應此衝擊。

雖然相關的討論不多，但本次金融海嘯也相當程度的顯示

出了各國監理機關的金融檢查功能似乎仍有不足之處。因此，

對於金融監理主管機關在組織架構、金融檢查制度及與各相關

政府機構之協調聯繫等如何調整以因應此新金融情勢之挑戰，

及金融監理機關如何加強監理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金融檢查

人員能否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以適時查核發現金融機構風險管理

的適當性，列為本計畫主要的關心重點。並藉著研究美國、英

國及日本等具有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之主要國家的金融監理發

展，規劃建構具國際化且適合國內金融環境的新金融檢查制

度。

本研究的另一個重點，係有鑒於金融犯罪案件之查處中，

金融監理機關移送認定標準、檢調機關偵辦方式迭有爭議，常

成為社會矚目事件。這樣的爭議其實多肇因於金融業務具有複

雜性、專業性與敏感性，且疑似金融不法案件的查處方式對金

融市場亦會有相當程度的衝擊，金融監理機關實應有更審慎周

延辦理金融不法案件的查處、加強與檢調機關聯繫的必要，以

提高案件偵結率及支持率。另一方面，在打擊金融不法犯罪的

同時，亦能兼顧對相關犯罪嫌疑人毋枉毋縱，與迎合存款人、

投資人對金融市場誠信的期待等二者之間的衡平處理。因此，

本計畫係就美國、英國及日本之金融主管機關對金融不法案件

之查處作法、與司法機關如何共同合作以打擊不法金融犯罪進

行瞭解，以做為檢查局強化查處金融違法案件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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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過程及研究限制

本計畫研究過程，係透過相關文獻整理及出國考察，蒐集

美國、英國及日本對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之金融檢查制

度、金融監理體系架構，及金融海嘯後各國陸續採行金融改革

措施中與金融檢查制度變革有關的資料，在與我國現行之金融

查制度相互比較、分析後，提出對我國金融檢查制度之具體改

進建議。

資料蒐集過程中，部分金融檢查主管機關要求本計畫研究

人員承諾，除其已對外公開者外，相關訪談資料係基於雙方金

檢業務之交流，尚不宜對外提供。因此，本研究報告將偏重於

金融檢查制度面之介紹及探討，細部執行細節及相關篩選標準

囿於業務機密，將不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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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海嘯後之新監理趨勢

第一節　金融海嘯之起因

多數學者專家認為金融海嘯的起因，應可推自2000年美國

網路泡沫化，使美國聯準會自2001年1月起陸續採取低利率的

寬鬆貨幣政策（美國聯邦資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由6.5%降至

2003年6月的1%），創造了美國境內的高消費及房地產市場的

榮景，而同時間亞洲各國多採取出口導向政策發展區域經濟，

累積鉅額外匯存底後，又將資金投入歐美金融體系4，造成資金

寬鬆環境。低廉的資金助長金融機構積極發展高風險、高報酬

的複雜金融商品，因此金融海嘯可以說是國際貿易整合、金融

市場全球化之共振現象5。

對於金融海嘯的起因，另有一較嚴厲的批判認為6，美國

自雷根總統以來，五項錯誤的財經關鍵決定導致此次的金融海

嘯，其中兩項與金融監理有關，一為放任市場自由競爭的監理

制度，另一為廢止格拉斯法案（Glass-Steagall Act）。

前者係各國為提升金融業競爭力而爭相進行法規鬆綁（de-

regulation）競賽，監理哲學為高度仰賴業者自律及市場監督機

4 依美國財政部2010.4.30更新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reasury International 

Capital）顯示，2010.2持有美國國債（US Treasury bills, bonds ,and notes）之前二十

大經濟體中屬亞洲經濟體者依次為：中國、日本、石油輸出國、香港、台灣、新加

坡、泰國、韓國、印度。
5 證券櫃檯月刊，2009.2，第139期「專訪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葉委員銀華『後

金融海嘯時期，如何建立金融新秩序』」。
6 摘自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在2008年12月發表在「浮華世

界」（Vanity Fair）月刊的「Capitalist Fools」文章。五大錯誤關鍵決定包括：革除主

張市場應予規範的Paul Volcker而改任命奉行市場自由競爭的Alan Greenspan擔任聯準

會主席、廢止格拉斯法案、大幅減輕富人資本利得稅及利息支出抵稅、未徹底解決認

股權制度導致的會計假帳問題及不當的金融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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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府避免介入而影響金融創新與效率。然而，這樣的監理

哲學卻使得金融監理制度漸流於寬鬆，在金融業者未能充分自

律及主管機關對日益壯大的非存款金融體系（影子銀行、平行

金融體系）的刻意忽視監理且未擴大金融安全網下7，終於導致

全球金融大災難。

後者的廢止，則使得商業銀行得以透過控股公司方式跨業

經營投資銀行、保險等業務，這些業務及風險本質各異，在追

求綜效的目標下，使得金融集團間的防火牆逐漸喪失。而該法

案原本的制定目的就是在區隔以貸款為主的商業銀行業務和以

安排債券和股權銷售的投資銀行業務，此種區隔係考量商業銀

行的資金來源為收受客戶存款，理應保守經營；而投資銀行的

業務重點則在於替個別客戶理財及籌募資金，追求高報酬的同

時也承擔高風險，兩種業務本質上即有其互相衝突之處，為保

護存款人及投資人的權益，實有區隔之必要。

第二節　金融海嘯發生經過

由於美國市場資金過於寬鬆，貸款利率水準低，消費者只

需支付較少的利息，即可享有房價未來上漲後的資本利得，

再加上自柯林頓政府開始推行的「容易負擔的房屋政策」

（affordable housing）及布希政府「特別容易負擔的貸款」

（special affordable loan）等造福弱勢族群的房屋政策8，使得

信用較差或信用有問題的購屋者紛紛向次級房貸業者申請房

屋貸款。而金融機構為賺取較高利差，並避免承擔過度授信風

7 參閱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2009，「面對失靈的年代」（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頁209~225。
8 台灣經濟論衡，2009.7，第7卷第7期，葉秋南，“美國政府的房屋政策與次貸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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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就將這些不動產放款證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包裝成複雜的金融商品（如：擔保債券憑證－CDO，信

用違約交換－CDS），將授信風險層層分散、擴散。此種過度的

槓桿化，造成房地產、金融、消費景氣的泡沫化。

隨著美國聯準會自2004年6月以來的連續升息（由1%調升

至2006年6月的5.254%），及房地產景氣降溫，房貸違約率陸

續攀升，尤其是約80%為利率調整型的次級房貸9（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違約率升幅明顯高於一般房貸，使得次級抵押

貸款公司紛紛面臨財務危機10。

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自2007年6月開始蔓延全球，貝爾斯登

旗下基金及雷曼兄弟集團陸續於2007年8月及2008年9月倒閉，

引發金融海嘯，重擊全球金融市場。

此波金融海嘯期間的重大事件經彙整如下表：

9 次級房貸（subprime mortgage）係指房貸對象為次級借戶（subprime borrowers）。依

美國聯邦銀行監理機關（FRB,OCC,OTS,FEDIC,NCUA）於2007.6.29共同發布之次級房

貸指導原則（Statement on Subprime Mortgage Lending），利率調整型房貸通常具以

下特性：（1）放款初期以極低之固定利率計息，至一段期間後，借款利率將調整為

浮動利率計息。（2）未對借戶要求或僅要求提供極少之所得證明資料。（3）如提

前還款須支付鉅額之違約金（prepayment penalties）。而次級房貸戶通常具有以下風

險特徵：（1）過去一年內有一次以上本金利息延滯30天以上之紀錄或過去兩年內有

一次以上本金利息延滯60天以上之紀錄（2）過去兩年內抵押之房屋曾遭法院拍賣

（3）過去五年內曾申請破產（4）高信用違約率（5）借款/收入比率達50%以上。
10 至2007.6.30止，計有24家次級房貸公司宣告破產，其中美國第二大次貸抵押貸款公

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 於2007.4.2宣告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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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期間大事紀（貝爾斯登瀕臨破產→二房危機→雷曼兄弟破產→冰島破產）

時  間 事  件  內  容

2007.4.2 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抵押貸款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

宣告破產。

2007.8.1 美國第五大投資公司－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宣布旗下兩檔

投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商品的基金倒閉，投資人總共損失逾

15億美元。

2007.9.14 英國北岩銀行9.13向英格蘭銀行申請融資，消息傳出引發擠兌

的流動性危機。

2008.3.14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以下簡稱聯準會，FRB）依聯準法規

定（section 13(3)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ct）11 同意紐約聯邦

準備銀行融資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以收購貝爾斯

登，緩解該公司的流動性危機。這是自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

條以來，美聯準會首次向非商業銀行提供應急資金。

2008.9.7 1. 美國聯邦住宅金融署（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接管

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

2.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宣布收購美林（Merr i l l 

Lynch）。

2008.9.14 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宣布破

產。美國聯準會聯合十大銀行成立700億美元平準基金，為存

在破產風險金融機構提供資金保障。

2008.9.17 1. 美國聯準會授權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緊急貸款美國國際集團

（AIG）850億美元，取得AIG 79.9%之股權(equity interest)，

並有權否決AIG普通股及特別股股利之分配。【AIG必須以

出售特定資產及所發行債券或權益證券之所得為還款來源；

AIG將新發行可轉換參加特別股並交付信託，信託受益人為

美國財政部。特別股具79.9%之投票權，且可參與普通股股

利分配，惟分配之股利不超過總分配股利之79.9%。紐約聯

 

11　Section 13(3): In unusual and exigent circumstances,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y the affirmative vote of not less than five members, may authorize 

any Federal reserve bank, during such periods as the said board may determine, at rates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4, subdivision (d), of this Act, to 

discount for any individual,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notes, drafts, and bills of exchange 

when such notes, drafts, and bills of exchange are indorsed or otherwise secur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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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事  件  內  容

 邦準備銀行認為，上開融資條件旨在提供AIG穩定的流動

性，並使AIG可採適當方式處分其特定資產。將可能使美國

人民因而獲利。】

2. 美國證管會執法部門(SEC, Enforcement Division)向避險基金

與機構投資人調閱相關文件，以確認是否有操縱股價之情

形。

3. 美國證管會宣佈防範無券放空(naked short selling)之措施。

2008.9.19 1.美國證管會繼英國金融監理總署（FSA）18日之宣布後，於

股市開盤前發布禁止放空(short selling)交易相關措施，以保護

投資人。2.美國證管會宣布將與NYSE Regulation與美國金融產

業監理組織（FINRA)之檢查人員共同對不同經紀商與自營商就

近期辦理之放空交易執行實地檢查，若發現有相關違反規定之

情事，將立即予以起訴。

2008.9.21 美國聯準會宣布核准Goldman Sachs及Morgan Stanley申請成為

銀行控股公司案件，該二金融機構在成為銀行控股公司後，除

可自行吸收存款外，亦可直接向聯邦準備銀行融資，未來此二

家機構將由聯邦準備銀行擔任主要監理機關，美國證管會則仍

係其證券子公司之監理機關。

2008.9.29 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三國政府聯合注資富通銀行（Fortis）

122億歐元。

2008.10.3 1.美國眾議院通過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2008年緊急經濟

穩定法案（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

【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Board, 

FSOB)；授權財政部長設立「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以立即購買金融機構問題資產；存

款保險額由10萬美元提高至25萬美元，惟2009年12月31日起

保險額將回復至10萬美元；對參與本計劃金融機構高階經理人

之報酬發放予以限制；財政部長應向參與此計劃之金融機構取

得其無表決權之股票權證或優先債權，以降低長期成本並增進

納稅人最大利益。】該法案適用之金融機構包括依美國法令設

立並受監管，且於美國有顯著營運之銀行、存儲機構、信用合

作社、證券經紀與自營商、保險公司等，但不包括中央銀行及

外國政府擁有之金融機構。2.因上開法案之通過，美國證管會

宣佈提前於2008.10.8終止暫時性禁止對金融股放空交易之緊

急命令。

2008.10.7 冰島總理哈德宣布冰島接近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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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事  件  內  容

2008.10.10 日本大和生命保險公司聲請破產。冰島最大銀行Kaupthing遭

政府接管。

2008.10.13 英國政府分別注資RBS、HBOS、Lloyds TSB、Barclay等四家銀

行共350億英鎊，其中並成為RBS、HBOS兩銀行最大股東參與

董事會運作。此舉開啟了金融海嘯期間各國政府陸續將問題金

融機構國有化的風潮。

2008.10.14 美國宣布從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roub l ed  Ass e t  Re l i e f 

Program,TARP）提撥2500億美元購買花旗、BOA、高盛、美

林、摩根史坦利、富國等九大銀行之優先特別股。

2008.10.21 法國政府宣布將動用105億歐元購買巴黎、興業等六大銀行之

次順位債券，但將不取得其股權或投票權。

2008.11.24 美國聯準會、財政部及聯邦存款保險司聯合發佈新聞，美國政

府擬與花旗集團簽定協議，對花旗集團資產提供3,060億美元

保證額度，並購買其股權200億美元。財政部前於10月間已經

使用「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ARP)之資金購買花旗集團股權

250億美元。

2008.12.19 美國政府宣布將從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ARP）撥出174億

美元，救助美國二大汽車製造公司（通用GM及克萊斯勒

Chrysler）

2009.2.10 繼美國財政部於2009.2.10宣佈將設立「資本協助計畫」

(Capital Assistant Program, CAP)機制，由銀行監理機關先對金

融機構進行資本評估及壓力測試，若金融機構需要額外資本以

應付未來可能更嚴峻之經濟衰退環境，金融機構可向財政部申

請使用CAP機制。

2009.2.25 四大聯邦監理機關（財政部通貨監理局(OCC)、儲貸監理局

(OTS)、聯邦準備理事會(FRB)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聯合宣佈監理資本評估計畫（SCAP，The Supervisory Capital 

Assessment Program），將即對19家合併資產總額超過1,000億

美元之銀行控股公司進行前瞻式資本評估。

2009.3.17 美國財政部宣布向19家銀行注資14.6億美元。

2009.5.7 美國聯準會公布對19家大型銀行控股公司進行SCAP評估結

果，預估需額外增資者10家，總計746億美元，TARP剩餘資

金尚足支應需增資銀行之資金缺口。此評估結果的公布為市場

普遍對金融體系的擔憂畫下休止符。

資料來源：綜合彙整自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及自由時報等媒體報導、銀行公會委託金融
研訓院研究報告「建置國際金融海嘯後預警機制之研究」，20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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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金融監理趨勢

雖然這次的金融海嘯各國紛紛採行注資、降息、金融機構

國有化及全額存款保險等多項措施以促進金融穩定，然而在金

融海嘯後期，各國金融監理機關也開始反思如何進行金融改革

以避免金融海嘯再度發生。

如前所述，金融海嘯發生後，過去推崇市場自由化和解除

監管的思考模式已被世界各國監理機關及國際金融組織重新檢

討。美國財政部部長Timothy Geithner 為催生金融改革法案，曾

於2010年4月13日投稿華盛頓郵報，於專欄中提到，美國政府

從本次金融危機中學習到，依賴市場自律的結果，最後仍須由

政府出面收拾殘局。於是提出金融改革法案，除擬成立消費金

融保護機構外，另以更嚴謹的資本適足、流動性要求等規範，

使金融機構遵守相關槓桿及風險承受限制。12 此外，2010年5月

20日英國新任首相David Cameron（保守黨）與副首相Nick Clegg

（自民黨）發布的聯合政府施政計畫13，其未來英國五年施政綱

領中之金融政策已提及：將成立獨立委員會研議將銀行零售及

投資業務分離，以降低金融體系之系統性風險。

由 此 看 來 ， 金 融 監 理 制 度 和 金 融 體 系 重 返 嚴 格 監 理

的 時代 已 無法 避 免。 金 融 監理 思維 逐 漸 由金 融 法規 鬆 綁

（deregulation）轉變為金融法規合理化（re-regulation），亦深

刻體認到加強跨國監理合作的急迫性。

金融海嘯後，美國、英國、歐盟及國際組織所提出之強化

金融監理重點，摘要整理如下：

12 全文詳見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4/12/

AR2010041203341.html。
13 詳見“The Coalition: our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一、美國 

時 間 名 稱 改 革 重 點

2010.7.21 金融改革法案 14（陶德

－法藍克華爾街改革

及消費者保護法）

一、新設「金融穩定監視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

(一) 辨識及應付大型複雜金融機構、商

品及業務可能引起之系統性危機；

(二) 協調各金融監理機構對系統性重要

金融機構及其子公司之功能性監

理；

(三) 當金融機構成長過大且複雜而對美

國金融穩定構成威脅時，FSOC 將

對聯準會提出強化監理之建議（在

資本適足性、財務槓桿、流動性及

風險管理方面訂定更嚴格規定）；

(四) 得指定系統性非銀行機構由聯準會

監理；

(五) 在財政部下設金融研究局，進行金

融資料蒐集及經濟分析，協助FSOC
之工作；

(六) FSOC 由財政部長（將擔任主席）、

聯準會主席、通貨監理局（OCC）
局長、證管會（SEC）主席、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主席、聯

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主席、聯

邦住宅貸款局（FHFA）局長、全國

信用合作社監理局（NCUA）局長、

金融消費者保護局（CFPB）局長及

總統任命之專任委員等 10 名委員

組成。

二、終結大到不能倒迷思：

(一) 由 FDIC 據以清理具重要性之大型

金融機構，損失由股東及無擔保債

權人負擔，FDIC 並得追繳應負責高

階經理人最多二年之薪酬；

14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 參 考 網 址 ：

http://banking.senate.gov/public/_files/ChairmansMarkofHR4173forConference.pdf。

�� 金融檢查制度與金融犯罪查處機制之新趨勢

14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參考網址：http://banking.

senate.gov/public/_files/ChairmansMarkofHR4173forConference.pdf。



一、美國 

時 間 名 稱 改 革 重 點

2010.7.21 金融改革法案 14（陶德

－法藍克華爾街改革

及消費者保護法）

一、新設「金融穩定監視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

(一) 辨識及應付大型複雜金融機構、商

品及業務可能引起之系統性危機；

(二) 協調各金融監理機構對系統性重要

金融機構及其子公司之功能性監

理；

(三) 當金融機構成長過大且複雜而對美

國金融穩定構成威脅時，FSOC 將

對聯準會提出強化監理之建議（在

資本適足性、財務槓桿、流動性及

風險管理方面訂定更嚴格規定）；

(四) 得指定系統性非銀行機構由聯準會

監理；

(五) 在財政部下設金融研究局，進行金

融資料蒐集及經濟分析，協助FSOC
之工作；

(六) FSOC 由財政部長（將擔任主席）、

聯準會主席、通貨監理局（OCC）
局長、證管會（SEC）主席、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主席、聯

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主席、聯

邦住宅貸款局（FHFA）局長、全國

信用合作社監理局（NCUA）局長、

金融消費者保護局（CFPB）局長及

總統任命之專任委員等 10 名委員

組成。

二、終結大到不能倒迷思：

(一) 由 FDIC 據以清理具重要性之大型

金融機構，損失由股東及無擔保債

權人負擔，FDIC 並得追繳應負責高

階經理人最多二年之薪酬；

14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 參 考 網 址 ：

http://banking.senate.gov/public/_files/ChairmansMarkofHR4173forConference.pdf。

(二) 向財政部借入營運資金以執行清

算，清算所得資金優先償還財政部

借款，不足額部分由財政部向具系

統重要性之大型金融機構徵收特別

費補足；該金融機構經理人將被解

職。

三、改革聯邦準備體系：

(一) 授權由隸屬於國會之政府審計局

（GAO）對聯準會於 �00� 年以來

之緊急融通計畫，及聯準會之公司

治理（包括現行聯邦準備體系之運

作設計有無利益衝突）等進行一次

性之查核，不包括定期監督。

(二) 得在充分擔保情形下資金融通整體

金融體系，但不再援救個別機構。

擔保品須充足以保護納稅人免於損

失。

(三) 強化聯準會之公司治理，由 GAO
研究現行董事之任命程序，以確保

是否有效代表公眾意見及有無利益

衝突。由轄區會員銀行選任之董事

將不再具有選舉各聯邦準備銀行總

裁及第一副總裁之權利 ��。

四、調整銀行監理機關職權：為使各監理

機關之權責更分明，保護並支持社區

銀行之雙軌銀行監理制度。對各銀行

監理機關之分工規定如下：

(一) 聯準會：監理資產逾 �00 億美元以

上之最大型、最複雜之金融機構，

以確保政府了解上開機構對整體經

濟可能造成之風險；經 FSOC 指定

之非銀行系統性重要金融機構；銀

�� 依紐約聯邦準備銀行 �0�0.��.�� 公布之董事會職權相關規定，其九名董事中 A 類董事

代表轄區會員銀行之利益，B 類（轄區會員銀行選任）、C 類（聯準會指定）董事則為

公益董事，代表公眾利益。A 類董事除不得對總裁及第一副總裁具有選任權外，亦限

制其不得參加提名暨公司治理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作業風險委員會，並不得干預銀

行監理部門之預算及主管之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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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紐約聯邦準備銀行2010.12.22公布之董事會職權相關規定，其九名董事中A類董事

代表轄區會員銀行之利益，B類（轄區會員銀行選任）、C類（聯準會指定）董事則

為公益董事，代表公眾利益。A類董事除不得對總裁及第一副總裁具有選任權外，亦

限制其不得參加提名暨公司治理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作業風險委員會，並不得干預

銀行監理部門之預算及主管之選任。



行、金融及儲貸控股公司及其子公

司；聯邦準備體系會員銀行（含州

註冊會員銀行）。

(二) 聯邦存款保險公司：負責監理州註

冊非會員的要保銀行、州註冊儲貸

協會。

(三) 儲貸監理局：本法案生效後 �� 個月

內解散，所屬業務併入 OCC、FRB、
FDIC。

(四) 通貨監理局：負責監理所有聯邦註

冊銀行、聯邦註冊儲貸協會。

(五) 各州政府：繼續監理所轄州註冊銀

行（即維持聯邦及州之銀行監理制

度）

五、新設金融消費者保護局（Consumer
F�nanc�al Protect�on Bureau,CFPB）：置

於聯準會之下，該局設有金融教育辦

公室及免付費之消費者申訴熱線；該

局掌管所有提供消費者金融服務或商

品之銀行及非銀行之消費者保護及法

規訂定，監督所有消費者可及之產品

（例如抵押房貸及信用卡），具有法案

之提案及執法權力，並合併目前由聯

準會、通貨監理局（OCC）、儲貸監理

局（OTS）、聯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全國信用合作社監理局

（NCUA）、證管會（SEC）及商品期

貨交易委員會（CFTC）等 � 個聯邦金

融監理機關之消費者保護職權，以消

除目前因多頭馬車致權責不明之現

象；對資產逾 �00 億美元之銀行及信

用合作社、所有房貸業（含放款人、

服務商、經紀人、法拍抵押品之執行

人等）、大型非銀行金融公司（含應急

放款人、債務催收業者、消費者信用

報告機構）等執行檢查，資產低於 �00
億美元之銀行則由銀行監理機關檢

查；在檢查銀行方面須與相關之銀行

�� 金融檢查制度與金融犯罪查處機制之新趨勢



行、金融及儲貸控股公司及其子公

司；聯邦準備體系會員銀行（含州

註冊會員銀行）。

(二) 聯邦存款保險公司：負責監理州註

冊非會員的要保銀行、州註冊儲貸

協會。

(三) 儲貸監理局：本法案生效後 �� 個月

內解散，所屬業務併入 OCC、FRB、
FDIC。

(四) 通貨監理局：負責監理所有聯邦註

冊銀行、聯邦註冊儲貸協會。

(五) 各州政府：繼續監理所轄州註冊銀

行（即維持聯邦及州之銀行監理制

度）

五、新設金融消費者保護局（Consumer
F�nanc�al Protect�on Bureau,CFPB）：置

於聯準會之下，該局設有金融教育辦

公室及免付費之消費者申訴熱線；該

局掌管所有提供消費者金融服務或商

品之銀行及非銀行之消費者保護及法

規訂定，監督所有消費者可及之產品

（例如抵押房貸及信用卡），具有法案

之提案及執法權力，並合併目前由聯

準會、通貨監理局（OCC）、儲貸監理

局（OTS）、聯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全國信用合作社監理局

（NCUA）、證管會（SEC）及商品期

貨交易委員會（CFTC）等 � 個聯邦金

融監理機關之消費者保護職權，以消

除目前因多頭馬車致權責不明之現

象；對資產逾 �00 億美元之銀行及信

用合作社、所有房貸業（含放款人、

服務商、經紀人、法拍抵押品之執行

人等）、大型非銀行金融公司（含應急

放款人、債務催收業者、消費者信用

報告機構）等執行檢查，資產低於 �00
億美元之銀行則由銀行監理機關檢

查；在檢查銀行方面須與相關之銀行

監理機關互相協調，以消除不必要之

監理負擔；在制訂法規前須徵詢各銀

行監理機關之意見；各銀行監理機關

如認為該局所訂法規有危及銀行體系

之安全性、健全性或金融體系之穩定

性時，得向該局提出法規修正要求。

六、衍生性商品：對目前櫃檯買賣（OTC）
之衍生性商品作以下改革：大多數的

店頭衍生性商品須透過中央結算機構

進行清算並於交易所交易。由監理機

關及中央結算機構共同決定何種商品

須於中央結算機構結算，並由 SEC 及

CFTC 事前核定。所有店頭衍生性商品

均須申報，以利監理機關監視整體市

場風險；強制規定任何大型商業銀行

如向聯邦準備銀行之貼現窗口申請貼

現，須將其衍生性商品交易業務分割

出去；店頭衍生性商品由 SEC 及 CFTC
監理，並共同訂定相關法規，如該等

機關意見不一致時，由 FSOC 介入協

調；未平倉交易將須遵守保證金規

定，交換（swaps）交易商及主要參與

者將須遵守資本適足性規定。

七、銀行資本標準：強制規定銀行資產超

過 �,�00 億美元者須符合較高之風險

及規模基礎資本標準（r�sk and 
s�ze-based cap�tal standards）。

八、抵押房貸風險：規定金融機構將抵押

房貸及其他放款證券化（即包裝為可

銷售證券）時，須於其資產負債表上

持有一定比率之信用風險（風險自留

條款）。但主管機關應建立「較低風險

房貸產品」（less-r�sky mortgage 
products）之認定標準，以豁免主要為

固定利率、完全分期房貸（fully 
amort�z�ng loans，即不約定寬限期，非

利率調整型之傳統性長期房貸）適用

該風險自留條款；發行人須分析及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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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更多有關標的資產品質之資訊。

九、避險基金：管理資產超過 � 億美元之

避險基金（現行規定為管理資產超過 �
千 � 百萬美元之避險基金），其投資顧

問須向 SEC 登記，並揭露其財務資訊

（包括交易量及投資部位），上開資訊

將由 SEC 及系統性風險監理機關（包

括聯準會及 FSOC）分享，俾監視系統

性風險及保護投資人，並由 SEC 每年

向國會報告其資訊使用情形以保護投

資人並維護市場正義；此新規定將使

由州政府監理之投資顧問人數增加約

��%，使 SEC 得將監理資源轉至上開

新增之避險基金監理業務。

十、公司治理：賦予股東對高階主管薪酬

及公司治理事務表達意見之權力，及

對高階主管薪酬之非強制性表決權；

授權 SEC 得賦予合格股東直接提名公

司董事候選人之權力；要求董事選舉

如為同額競選，亦須取得多數股權之

同意。

十一、保險監理：於財政部下設立聯邦保

險局（Federal Insurance Off�ce, FIO）

以監視保險業，尚無執法權。其職

掌包括：負責向 FSOC 推薦具系統

重要性之保險公司；協調國際保險

議題；對保險法規之現代化進行研

究並向國會提出建議。

十二、信用評等機構：於 SEC 之下設立信

用評等局，以管理信用評等機構之

法規及經營實務；該委員會之設立

目的為消除現行制度之利益衝突現

象，爰明訂結構型金融商品之初始

信用評等由該委員會指定之信用評

等機構提供；授權 SEC 得對信用評

等機構處以罰鍰，每年至少檢查「全

國認可之統計評等組織」

（NRSROs，主要為 Moody’s 

�� 金融檢查制度與金融犯罪查處機制之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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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對保險法規之現代化進行研

究並向國會提出建議。

十二、信用評等機構：於 SEC 之下設立信

用評等局，以管理信用評等機構之

法規及經營實務；該委員會之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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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SROs，主要為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 及 Standard &
Poor's）一次，並公布主要發現。16

十三、加強投資人保護：於 SEC 之下設立

一專案計畫以防範投資詐騙，檢舉

獎金上限達追回詐騙所得之 30%；

於 SEC 之下設立由投資人組成之投

資顧問委員會（Investment Advisory
Committee）及投資人保護局（Office
of Investor Advocate），前者就 SEC
之監理優先目標及實務提出建議。

後者之職責為辨識投資人向 SEC 申

請案件時所發生之主要問題，並協

助投資人。

十四、伏爾克條款（Volcker Rule）：授權監

理機關訂定禁止銀行、銀行之關係

企業、銀行控股公司、由聯準會監

理之非銀行金融機構等投資及資助

避險基金及私募股權基金之規定；

授權監理機關訂定禁止銀行、銀行

之關係企業、銀行控股公司以自有

資金辦理自營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包括衍生性商品交易）。

二、英國 

時 間 發 表 場 合 改 革 重 點

2009.3.18 FSA 主席 Lord Turner
發布金融監理改革措

施 報 告 (Turner
Review: A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lobal
banking crisis)

確切執行 FSA 之「強化金融監理計畫」

(Supervisory Enhancement Programme，簡稱

SEP)，包括：

(一) 加強對高風險企業（high impact firms）
之監理，尤其是大型且複雜之銀行。

(二) 著重於營運模式、策略、風險及績效

之監理。

(三) 對高階管理人適格性之審視將著重於

16 依 2008.7 美國證管會發布之「證管會人員檢查信用評等機構發現事項報告」，信用評

等機構主要有下列問題：信評作業缺乏可信度（商品發行量大或複雜度增加時，信評

技術及資源無法有效因應、未完整留存工作底稿、評等流程監督機制不健全）；評等資

訊欠缺透明、利益衝突管理有重大缺失、各信評機構之內部稽核作業差異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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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2008.7美國證管會發布之「證管會人員檢查信用評等機構發現事項報告」，信用

評等機構主要有下列問題：信評作業缺乏可信度（商品發行量大或複雜度增加時，信

評技術及資源無法有效因應、未完整留存工作底稿、評等流程監督機制不健全）；評

等資訊欠缺透明、利益衝突管理有重大缺失、各信評機構之內部稽核作業差異過大。



專業技能及誠實清廉度。

(四) 以地區及比較之方式分析公司之獲利

表現。

(五) 培養專業人員之技能（如流動性風險

分析等）。

(六) 計算主要風險之資訊取得。

(七) 薪酬制度之制定。

(八) 發展總體經濟面之審慎分析能力。

(九) 對銀行財報及所使用之會計準則進行

檢視。

�0�0.�.�� 英國女王國會演說 未來英國政府的立法方向，包括：提出金

融服務監理草案，將賦予英格蘭銀行（BoE）
負責總體審慎監理及監督個別金融機構審

慎監理之權力，以確保經濟之整體風險及

失衡狀況被適當監督與管理，維持金融穩

定。

�0�0.�.�� 英國財政大臣

於倫敦金融

城市長晚宴餐會之演

說

將廢除目前之三方監理制度（包括將英國

金融監理總署 之大部分權責轉移至

英格蘭銀行(BoE)），預計改革將於 �0�� 年

完成，主要重點如下：

一、成立新的審慎監理機關：將在 BoE 下

設立新的審慎監理機關，負責銀行、

投資銀行、房貸合作社及保險公司等

金融機構之個別金融機構審慎監理。

二、成立金融政策委員會(F�nanc�al Pol�cy 
Comm�ttee)：將於 BoE 成立金融政策

委員會以監督可能危害經濟與金融穩

定之總體經濟審視議題並對此採取解

決方案。

三、成立消費者保護暨市場總署(Consumer
Protect�on and Markets Author�ty)：負責

監理英國金融機構及金融服務市場行

為，以強化消費者保護。

四、成立單一打擊重大經濟犯罪機關：目

前打擊重大經濟犯罪相關管理散佈於

數個政府部門與機關，英國政府將整

合相關單位以成立單一打擊重大經濟

犯罪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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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將廢除目前之三方監理制度（包括將英國

金融監理總署 之大部分權責轉移至

英格蘭銀行(BoE)），預計改革將於 �0�� 年

完成，主要重點如下：

一、成立新的審慎監理機關：將在 BoE 下

設立新的審慎監理機關，負責銀行、

投資銀行、房貸合作社及保險公司等

金融機構之個別金融機構審慎監理。

二、成立金融政策委員會(F�nanc�al Pol�cy 
Comm�ttee)：將於 BoE 成立金融政策

委員會以監督可能危害經濟與金融穩

定之總體經濟審視議題並對此採取解

決方案。

三、成立消費者保護暨市場總署(Consumer
Protect�on and Markets Author�ty)：負責

監理英國金融機構及金融服務市場行

為，以強化消費者保護。

四、成立單一打擊重大經濟犯罪機關：目

前打擊重大經濟犯罪相關管理散佈於

數個政府部門與機關，英國政府將整

合相關單位以成立單一打擊重大經濟

犯罪機關。

五、成立銀行委員會(Commission on
Banking)：該委員會將負責研究銀行系

統之改革及促進金融穩定與競爭力，

其中包括是否將投資銀行業務分離之

議題，並將於 2011 年 9 月提出相關研

究報告結果。（該委員會必須向由財政

大臣 George Osborne 擔任主席之內閣

銀行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on
Banking）報告）

2010.7.26 財政部發佈「金融管

理新方式－判斷、聚

焦與穩定」諮詢報告

(A New Approach to
Financial Regulation-
judgement, focus and
stability)17

於英格蘭銀行下設三單位：

一、金融政策委員會，負責總體審慎監理。

二、審慎監理總署，負責個別金融機構審

慎監理。

三、消費者保護暨市場總署，監理金融機

構及金融服務市場業務行為及強化消

費者保護。

三、歐盟 

時 間 名 稱 監 理 重 點

2009.9.23 強化歐盟層級金融監

理

成立「歐洲系統風險委員會」（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ESRB）及「歐洲金融

監理機關體系」（ 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ors, ESFS）：
一、歐洲系統風險委員會負責歐洲金融體

系之總體審慎監理，監督及評估金融

體系整體之風險與穩定性，並對系統

風險提出預警資訊及建議風險因應措

施。

二、歐洲金融監理機關體系

(一) 歐 洲 銀 行 監 理 總 署 （ 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EBA）－取代歐

洲銀行監理委員會（CEBS）之功

能。

(二) 歐洲保險及職業年金監理總署

（ 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17 詳 http://www.hm-treasury.gov.uk/d/consult_financial_regulation_condo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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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OPA）－取代歐洲保險及職業年

金監理委員會（CEIOPS）之功能。

(三) 歐 洲 證 券 及 市 場 監 理 總 署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ESMA）－取代歐洲證券

監理委員會（CESR）之功能。

四、G20高峰會議 

時 間 與 金 融 監 理 有 關 之 共 識

2008.11.15
華盛頓峰會

一、加強透明度及可課責性

(一) 加強對複雜金融商品之資訊揭露及確保金融機構能完整

且正確的揭露其財務狀況。

(二) 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機構應合作制定全球一體適用之評價

準則及對缺乏流動性商品之評價方式。

二、強化健全監理

(一) 各國應加強本身之審慎監理機制及風險管理，並確保所有

金融市場、商品及市場參與者皆受到適當的監理。

(二) 各國應加強對信用評等機構之監理，將要求信用評等機構

必須向監理機關註冊登記。

(三) 建議建置對信用違約交換集中結算制度，以降低系統性風

險。

三、促進金融市場之完備

防止利益衝突及市場操縱行為、詐欺及濫用情事，各國並加

強彼此間監理資訊之分享。

四、強化國際合作

各國同意建立一監理協會，以整合對跨國金融機構之監理。

2009.4.2
倫敦峰會

一、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FSB，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取代

金融穩定論壇（FSF，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並強化其功

能。

二、FSB 將與 IMF 合作建立總體經濟及金融風險之早期預警機制

。

三、改造監理制度，使監理機關有辨識總體經濟面風險之審慎分

析能力。

四、擴大金錢、商品及市場之監理範圍（包括對沖基金）。

五、遵守 FSF 新制定之薪酬制度準則。

2009.9.25
匹茲堡峰會

一、強化 FSB 之功能，要求其持續監督監理制度改革之進度。

二、整體審慎監理與個體審慎監理應取得平衡，並建置工具以監

督評估金融系統整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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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化國際合作

各國同意建立一監理協會，以整合對跨國金融機構之監理。

2009.4.2
倫敦峰會

一、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FSB，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取代

金融穩定論壇（FSF，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並強化其功

能。

二、FSB 將與 IMF 合作建立總體經濟及金融風險之早期預警機制

。

三、改造監理制度，使監理機關有辨識總體經濟面風險之審慎分

析能力。

四、擴大金錢、商品及市場之監理範圍（包括對沖基金）。

五、遵守 FSF 新制定之薪酬制度準則。

2009.9.25
匹茲堡峰會

一、強化 FSB 之功能，要求其持續監督監理制度改革之進度。

二、整體審慎監理與個體審慎監理應取得平衡，並建置工具以監

督評估金融系統整體風險。

三、大型金融機構應接受一致性且合併監理，且應有更嚴格的監

理標準。

四、於2010年底前改善跨國與具系統性影響機構之破產處理機制。

五、強化對店頭衍生性商品及市場、信用評等機構及避險基金之

監理。另證券化業務之創始機構應持有相關資產以共同承擔

風險。

六、改革薪酬制度以維持金融穩定，支持 FSB 的薪酬標準。

七、要求銀行將更多盈餘提撥為資本。

八、建構高品質的資本規範以因應循環性風險。

九、呼籲制定會計準則單位應於 2011 年 6 月前完成單一會計準則

之整合。

十、各國將就增進消費者保護與提升監理品質採行一致性規範，

以避免監理套利。

2009.11.7
財長及央行

總裁會議

各國將與 FSB 共同合作以達成下列之改革：

一、巴塞爾委員會在 2010 年底前應制定更審慎之準則，並於 2012
年底前實施。監理機關應確保銀行保留更多盈餘以建立充足

之資本。

二、各國將要求金融機構立即實施 FSB 之薪酬制度準則。

三、各國同意 IMF、BIS 及 FSB 對系統有重要影響之金融機構提

出新的評估報告。並在 2010 年底前各國將發展出一套復原及

處置計畫之共識。

四、強化稅務資訊透明化及資訊交換，另持續對不合作之國家採

取必要措施，全球論壇、FSB 及國際防制洗錢行動工作組織

並將完成有效之檢視制度。

五、金融穩定論壇
18
 

時 間 報 告 名 稱 主 要 內 容

2008.4 提升金融市場與金融

機構抵禦能力

依 G72007.10 會議決議，要求金融穩定論

壇針對次貸風暴進行研析並提出改進建

議。

一、金融危機發生原因

二、金融體系存在之問題

(一) 寬鬆的授信標準

18 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係由七大工業國（美、日、德、英、法、

加、義）於 1999 年 4 月所成立，主要任務在評估影響全球金融穩定之潛在問題，並研

擬解決問題之行動建議。於 2009 年 4 月的 G20 倫敦高峰會中各國已達共識，將由金

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取代金融穩定論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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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FSF）係由七大工業國（美、日、德、英、

法、加、義）於1999年4月所成立，主要任務在評估影響全球金融穩定之潛在問題，

並研擬解決問題之行動建議。於2009年4月的G20倫敦高峰會中各國已達共識，將由

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取代金融穩定論壇的功能。



(二) 風險管理的缺失

(三) 投資人未妥善運用實地查核

(四) 信用評等機構未善盡審核

(五) 誘因的扭曲

三、創始至分配模型（the originate to
distribute model, OTD）基礎的檢討

四、強化對資本、流動性及風險管理之審

慎監理

(一) 資本要求

(二) 流動性管理

(三) 銀行風險管理之監理，含表外機構

(四) 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運作機制

五、強化資訊透明度及評價機制

六、信用評等角色運用之改變

七、強化主管機關危機應變之能力

八、強化處理金融緊急狀態之能力

(一) 中央銀行應變機制

應建立一套常態性資金調度機制；

各國央行應考慮建立彼此間之常態

換匯額度，以處理外幣流動性問題。

(二) 處理弱質銀行之能力

監理機關於國內應強化法制架構，

明確劃分各金融安全網成員於處理

問題金融機構時應擔任之角色；各

國監理機關應加速對問題金融機構

跨國性處置問題之資訊分享。

六、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 

時 間 報 告 名 稱 主 要 內 容

2010.6.10 修正「證券監理目標

與原則」19
新增八項監理原則：

一、監理機關應於其法規權限內制定監

視、降低及管理系統風險之程序。

二、監理機關應制定定期檢視法規監理範

圍妥適性之程序。

三、監理機關應確保避免發生利益衝突或

不當誘因情事發生之可能，若無法完

19 http://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1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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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強化處理金融緊急狀態之能力

(一) 中央銀行應變機制

應建立一套常態性資金調度機制；

各國央行應考慮建立彼此間之常態

換匯額度，以處理外幣流動性問題。

(二) 處理弱質銀行之能力

監理機關於國內應強化法制架構，

明確劃分各金融安全網成員於處理

問題金融機構時應擔任之角色；各

國監理機關應加速對問題金融機構

跨國性處置問題之資訊分享。

六、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 

時 間 報 告 名 稱 主 要 內 容

2010.6.10 修正「證券監理目標

與原則」19
新增八項監理原則：

一、監理機關應於其法規權限內制定監

視、降低及管理系統風險之程序。

二、監理機關應制定定期檢視法規監理範

圍妥適性之程序。

三、監理機關應確保避免發生利益衝突或

不當誘因情事發生之可能，若無法完

19 http://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188.pdf。

全避免，應以降低發生之機會、揭露

或有效管理以為因應。

四、會計師及審計人員應受適當之監督與

管理。

五、會計師及審計人員與受查核公司應具

獨立性。

六、信用評等機構應受適當監督。監理系

統應要求該出具受監理規範信用評等

報告之信用評等機構，申請註冊登記

並持續監督。

七、其他提供投資人分析、評價服務之公

司，監理機關應依其營業活動對市場

之影響或監理系統對其之依賴程度做

適當管理。

八、監理機關應確保對沖基金、其經理人

及顧問受適當監督。

第壹篇　概　論 ��

此外，英、美等國及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對跨國銀行之

總行財務健全能力、各地分行暨子銀行之財務資源及總、分行

間資金往來調度等事項，開始重新予以檢視，並加強規範。20 

簡要言之，全球金融監理的新趨勢有下列特色，此亦為金

融檢查人員應加強關注之領域：

一、設立監督總體系統風險的專責監理機構，如：美國的金融

穩定監視委員會、英國英格蘭銀行下的金融政策委員會。

二、加強資本、流動性及風險管理。 

三、重視消費者保護，設立專責的消費者保護機構。

四、加強對衍生性金融商品及私募股權基金的監理。

五、增加對信用評等機構的監理強度。

20 參閱“The Basel Committee's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report to the G20”，http://

www.bis.org/publ/bcbs1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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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監理準則中的金融檢查

各國的金融檢查制度原則上多依循國際組織對金融檢查相

關的管理原則，以下各節分別就銀行、保險、證券之國際監理

檢查準則說明。

第一節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一、有效銀行監理核心原則（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健全的銀行監理不僅有助於國內的金融發展，亦可以促進

全球的金融穩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於1997年9月發布「有

效銀行核心監理原則」，主要供各國金融監理機關做為對評估

其金融監理體系品質好壞之自我檢測標準，並做為各國擬訂未

來健全監理實務的工作方向。

此核心監理原則於1997年9月首度發布後，隨即於1999

年公布符合每一原則更詳細的個別核心原則實施方法（Core 

Principles Methodology），以利各國遵循。核心監理原則及實施

方法於實施一段期間後，於2006年10月再次修正，以因應監理

環境的大幅變動。

雖然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希望各國完全遵守這些監理原

則（可以依各國不同的環境採行不同的監理方法），然而和其

他國際監理原則制定機構（IAIS, IOSCO, FATF, CPSS等）一樣，

此有效核心監理原則仍是達到健全金融監理實務最低標準的自

願性遵守架構。縱然如此，目前這些核心監理原則仍成為國際

貨幣組織（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金融部門評鑑計劃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中瞭解各國金融監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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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與實務的主要評估項目。

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認為，這些核心原則的遵循確有助

於整體金融穩定，但其並不能避免個別銀行的倒閉。同樣的，

銀行監理不能，也無法保證銀行不會倒。在市場經濟裡，銀

行倒閉僅僅是風險承擔的一部分。有效的金融監理體系包括

二十五項核心監理原則，其中與金融檢查有關之原則為原則

二十、二十一、二十四及二十五：

1. 一個有效的銀行監理體系應該包含實地及場外監理，

以及和銀行定期的接觸。（原則二十，監理方式）

2. 監理機關基於單一與合併監理的目的，必須要有收

集、審視及分析監理報告及銀行回報之統計資料的方

法，亦要有透過金融檢查或外部專家來獨立確認這些

報告的方法。（原則二十一，監理報告）

3. 銀行監理的關鍵內容之一，為監理機關對銀行集團進

行合併監理。監理機關應對銀行集團於全球之各項業

務，實施合併監理及適足之監督，並對其採用適當之

管理標準。（原則二十四，合併監理）

4. 為強化跨國合併監理，母國監理機關應與地主國監理

機關進行密切合作與資訊交換，監理機關應對外國銀

行採取與本國銀行相同之業務規範，以符合監理一致

與公平性（原則二十五，母國與地主國之關係）

由上述這些和金融檢查有關的核心原則可歸納出，金融檢

查的主要功能在於透過實地檢查金融機構來瞭解和發現相關的

監理風險所在，並能客觀驗證監理資料的正確性，以利監理機

關制定有效的監理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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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併監理原則

由於國際性銀行集團複雜程度日益增加，巴塞爾銀行監理

委員會強調母國監理當局必須具備國際銀行集團及其所有海內

外分支機構合併監理能力，執行有效之合併監理。該會於1992

年揭示四項最低標準如下21：

1. 所有國際性銀行集團及國際性銀行均必須被一個具有

合併監理能力之母國監理當局監理。為符合此標準，

母國監理當局應可取得國際性銀行集團全球營運之合

併財務及監理資訊，並可透過對海外分支機構之實地

檢查，確認該等資料之正確性。

2. 跨國分支機構之設立必須經母國與地主國監理當局事

先允許。

3. 母國監理當局應蒐集跨國銀行分支機構之資訊。

4. 地主國監理當局若認為跨國銀行機構未能符合上述三

項標準，得限制或禁止跨國銀行申請設立。

前開所稱的銀行海外分支機構類型包含分行、子行及合資

機構等三種。子行係指國外母行100%持有或持有多數股權之獨

立經營個體。銀行集團則包括國內外銀行、辦事處、子行、附

屬機構、合資銀行等，其範圍超過會計上的合併基礎，只要銀

行集團所承擔的風險都應納入考量。

依「核心原則實施方法」，欲執行有效之跨國監理，母國

監理當局有權監理所轄銀行之外國業務（包括分行及子行），

且應依國外營業規模與風險概況所決定之訪查頻率，定期訪

查所轄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依「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之監理原

21 參閱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Groups And Their Cross-Border Establishments” (Jul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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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22，海外子行（subsidiaries）之清償能力監理責任，為地主

國監理當局負責其境內設立之外國子行清償能力，而母國監理

當局應評估母行清償能力是否受到其海外子行營運之影響。

金融海嘯後，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針對相關銀行監理原

則（包含總體審慎監理及個別金融機構之改革措施）亦重新審

視23，有效銀行核心監理原則及實施方法，亦刻依金融海嘯期間

銀行監理委員會陸續發布之相關監理準則與報告文件24，並納入

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之監理等新的領域，重新檢討修正中，預

計2011年上半年發布。

第二節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Insurance.Supervisors,.IAIS）

依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2003年10月之保險核心原則與

方法（Insurance Cor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的原則十三

（ICP13），實地檢查主要的目的在於查核保險業務及其是否

遵循法令及監理要求。實地檢查可提供保險業者申報主管機關

分析資料以外的補充資訊，以協助保險監理機關分析判斷保險

業當時及未來之清償能力。其檢查範圍可以是全面性的（full-

scale），也可以是聚焦式的（on a focused basis）。全面式的檢

22 參閱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Principles for the Supervision of Banks’ Foreign 

Establish”（May 1983）。
23 參閱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The Basel Committee's response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report to the G20”（October 2010），該委員會近年陸續修正新資本協定中有關資本

的定義、對複雜商品及Tier 1資本之最低資本要求，以提高金融機構損失承受能力。
24 如：2008.9發布之“Principles for Sound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2009.4發布之“Supervisory guidance for assessing banks’financial 

instrument fair value practices”；2010.1發布之“Compensation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2010.10發布之“Principles for 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及2010.10發布之“Good Practice Principles on Supervisor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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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在風險管理方面至少要包括下列重點：

一、經營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的評估

一、保險活動本質的評估

二、保險業務中保單負債、再保險覆蓋程度及安全性等事項的

評估

三、與委外機構及同集團關係企業等外部單位的往來關係

四、保險機構財務強度的評定

五、公司治理規定的遵循情形

在保險業務方面，全面式的檢查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提供給消費者之資訊是否充足

二、檢視支付時間是否及時

三、檢視訴訟頻率及內容

四、評估市場自律規則及消費者保護規定是否妥適

保險主管機關對檢查發現之缺失應及時與保險業者溝通，

並要求其採取改善措施。而保險業者之改善情形，主管機關應

予追蹤瞭解。（ICP13）

此外，1999年發布之跨國保險監理準則（Princ ip l e s 

Applicable to the Supervision of International Insurers and Insurance 

Groups and Their Cross-Border Business Operations）揭示，任何

形式之國外據點呈現，都須透過母國或地主國之保險監理機關

予以適當監理，但子公司與合資公司係依據當地之法規組織、

登記與營運，原則上應依循地主國之監理；而海外分公司之監

理，除非在歐盟國家間有相互認可之機制，通常是以地主國之

監理為原則。惟分公司之清償能力部分，則同時為母國與地主

國之監理機關會予以進行評估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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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自1998年通過「證券管理目標及

原則」，積極推動其會員體採行。IOSCO訂定證券管理三大目

標為（一）保護投資人；（二）確保公平、效率及透明化的市

場（三）降低系統風險，並基於此三大目標，界定出三十項原

則，作為證券管理機構有效運作的標準，以提供會員體自我參

考或評估應改進之處的依據。此三十項原則共分為八部分，前

四部分原則主要與主管機關所扮演角色有關，包括主管機關、

自律機構、執法及合作；後四部分原則主要規範其他特定市場

參與者，如發行公司、集合投資、市場中介機構、次級市場

等。25 

依據前述IOSCO「證券管理目標及原則」第三部分所揭櫫關

於監理機關執法原則（Principle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為：

一、監理者應有全面性的檢查、調查與監視能力；

二、監理者應有全面性的執法能力；

三、監理系統應能確保有效及可靠的運用檢查、調查、監視及

執法權力，並建置有效的法令遵循制度。

在上述原則下，透過檢查與監視來管理市場中介者之業務

操作，將有助於投資人之保護。其中，要求提供資訊為不可或

缺之能力。在業務保密原則下，主管機關可由自己或透過其他

自律機構來執行檢查。且相關檢查必須有適當的工具及科技輔

助，例如對交易資訊的調查，但對像證券經紀商的業務檢查就

必須實地檢查與書面查核併行。在進行實地檢查時可採行輪流

25 參閱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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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業務風險、客訴情形為篩選指標之檢查。選案檢查時應考

量宜具有市場代表性、投資人風險及整體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影

響程度。

而所謂的全面性執法能力，指的是具有獲取資料、文件的

管道及權力；可對不法行為進行發動與追訴的能力；及對可疑

交易採取行動的能力等。這些執法能力不一定限於單一主管機

關，可以是與其他政府部門或證券自律機構共同來辦理。

第四節　三大國際組織之間的協調合作

為加強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及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等三大銀行、證券及保險國際組織之間

的協調合作，這三大國際組織自1996年起定期舉行聯合論壇

（Joint Forum），討論三大金融產業監理所面臨的共同關心議題

（如：風險管理、避免法規套利、公司治理）及金融集團的監

理規範等。另外，這三大國際組織亦共同成立常態性的協調工

作小組（Coordination Group），從事監理準則的訂定，每年開三

次會議，以交換對相關矚目議題訂定監理準則及其優先順序的

看法，成員包括三大國際組織的美、英、日、德等十三個國家

代表，及聯合論壇的主席及秘書長，相關秘書幕僚工作則由該

三大國際組織之秘書單位輪流負責（兩年一任）並擔任主席。

另為瞭解各國銀行、證券及保險監理機關是否落實巴塞爾

銀行監理委員會、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

會所分別訂定之核心監理原則情形，並回應1990年代金融危

機，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於1999

年開始聯合推動金融業評鑑計畫（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FSAP），已有2/3以上會員國自願辦理評鑑（美國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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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後，於2010年首度辦理）。金融海嘯後，國際貨幣基

金再重新評估檢討此評鑑計畫的有效性並修正相關評鑑項目26。

26 參閱國際貨幣基金網站，2009.8.28，“The 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 After 

Ten Years: Experience and Reforms for the Next De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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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監理機制因其歷史因素，係採分業監理模式：銀

行、證券、保險業各有其主管機關，各業別主管機關亦因金融

機構於州政府註冊或於聯邦註冊而有所不同。自1999年之金

融服務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 of 1999，GLB，廢

止格拉斯法案）開放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及廢除銀行業與證券業

不得跨業經營之限制後，美國金融監理制度也配合進行部分修

正。即結合傘狀監理（umbrella supervision）與功能性監理：聯

準會為控股公司之主管機關，為傘狀核心－金融控股公司－的

監理機構，至於控股公司所屬子公司或關係企業則由所屬業務

的主管機關負責，即為所謂之功能性監理。因此，原則上聯準

會係以尊重功能性監理機關的前提下，簡化對金控公司所屬子

公司之監理，以免發生監理疊床架屋之情形。

然而，金融海嘯的發生暴露出這種監理模式雖輔以各監理

機關間的聯繫及資訊分享，實務執行上仍使聯準會對金控子公

司或其關係企業的監理強度有所不足，因此美國2010年通過的

金改法案乃大幅擴增聯準會的監理職權。（詳第壹篇第二章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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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銀行業金融檢查制度

第一節　監理機關

一、監理機關之分工：美國銀行業之金融檢查分由多個監理機

關負責，其主管機關在金融海嘯前後的變化經整理如下：

主要職責
受監理機構

金融海嘯前 金融海嘯後

金融穩定監

視 委 員 會

（FSOC）

1. 辨識及應付大型複雜金融機

構、商品及業務可能引起之

系統性危機。

2. 協調各金融監理機構對系統

性重要金融機構及其子公司

之功能性監理。

N/A 負責監理系統性

風險；就資本和

槓桿標準向聯準

會提出建議。

聯 準 會

（FRB）

1. 監理與檢查受監理之金融機

構。

2. 聯邦準備體系下之12個區

域聯邦準備銀行為半公營機

構，其登記為民間機構，不

須受預算審計法令之限制，

故較能獨立運作。

3. 聯邦準備銀行執行貨幣政

策、支付系統運作、防範金

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維護金

融體系穩定。 

1. 州立案銀行

（屬FRB會

員者）

2. 金融控股公

司

3. 外國銀行在

美分支機構

1. 資 產 大 於

五 百 億 美 元 以

上 的 金 融 機

構。

2. 經 F S O C 指 定

的 非 銀 行 系 統

性 重 要 金 融 機

構。

3. 銀 行 、 金 融 及

儲 貸 控 股 公

司。

4. 聯 準 會 會 員 銀

行 （ 含 州 立 案

銀行）。

財 政 部 通

貨 監 理 局

（OCC）

1. 負責制訂整體金融政策，並

維護金融體系穩定。

2. 制訂金融法規並監理與檢查

聯邦立案之全國性銀行。

聯 邦 立 案 銀

行：大部分之

大型銀行係聯

邦立案銀行，

因為法規較有

利聯邦立案銀

行。

1. 聯 邦 立 案 銀

行。

2. 聯 邦 立 案 儲 貸

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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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部 儲

貸 監 理 局

（OTS）

監理與檢查聯邦及州立案儲貸

機構。

儲貸機構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

於 金 融 改 革

法 案 生 效

（2010.7.21）後

15個月內解散，

所屬業務分拆至

聯準會、通貨監

理 局 及 存 保 公

司。

聯 邦 存 款

保 險 公 司

（FDIC）

1. 辦理銀行與存儲機構存款保

險相關業務。

2. 監理與檢查州立案之非聯邦

準備體系會員要保銀行及外

國銀行在美分支機構。

3. 維護金融體系穩定。

州 立 案 銀 行

（非為FRB會

員者）工業貸

款公司

（Industrial 

Loan 

Companies）

1. 州 立 案 非 聯 準

會 會 員 的 要 保

機構。

2. 州 立 案 的 儲 貸

協會。

州政府銀行

（金融）局

監理與檢查州立案銀行及外國

銀行在美分支機構。

州立案銀行：

州 政 府 銀 行

(金融)局與聯

邦 監 理 機 關

(FRB或FDIC)

採隔年交替檢

查方式辦理。

同左。

財政部全國

信 用 合 作

社 監 理 局

（NCUA）

監理與檢查聯邦及州立案信用

合作社。

信合社。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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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費者

保護局

(CFPB)

負責對提供金融服務或商品之

銀行及非銀行業之消費者保護

工作。（以2011.7.21為OCC,O

TS,FDIC,FRB,NCUA,DHUD,FTC

等七個聯邦機關消費者執法權

力正式職權移轉日）

N/A 資產逾一百億美

元之FDIC要保銀

行 及 信 用 合 作

社、房貸業（含

放 款 人 、 服 務

商、鑑價機構、

貸款經紀人、法

拍抵押品之執行

人等）、大型非

銀 行 金 融 公 司

（ 含 應 急 放 款

人 、 學 貸 放 款

人、基金保管機

構、債務催收業

者、消費者信用

報告機構）等執

行檢查，資產低

於100億美元之銀

行則由銀行監理

機關檢查。

二、聯繫機制

(一) 為建立各監理機關對金融檢查之原則、標準及檢查報告

格式之一致性，並提出建議以促進各主管機關監理的一

致性，美國依據1978年公布之「金融機構監理與利率

控制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gulatory and Interest Rate 

Control Act)」第X章（title X）規定，於1979年3月10日

成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該委員會

目前成員包括OCC、FRB、FDIC、OTS、NCUA。

(二) FFIEC下設有由州銀行監理官協會(CSBS)、州儲貸監理官

協會(ACSSS)及州信用合作社監理官協會(NASCUS)五位代

表共同組成之州聯繫委員會(State Liaison Committee)，該

委員會係依房屋社區發展法第340條規定協助大眾取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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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揭露法案所規定存款機構應揭露之資訊及年度房屋抵

押資料，並對相關處理事宜提供建議諮詢。27  

(三) 聯邦監理機關建立關係經理人(relationship manager)或中

央聯絡人(central-point-of-contact)機制，每一個檢查循環

(examination cycle) 中央聯絡人應至少與州監理人員會面

一次，以利監理人員有效掌握所需資訊28。

(四)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各地區辦公室主管會定期與該區之

州銀行局局長及高階監理主管召開會議，以交換監理重

點等資訊。

(五) 在聯邦監理機關與州監理單位交替查核後之檢討會(exit 

meeting)，必要時，州與聯邦監理機關監理與檢查人員可

共同出席，以瞭解該次檢查所發現之重要缺失事項，另

聯合金融檢查時，州與聯邦檢查人員則均會出席該檢討

會。

(六) 監理機關在進行檢查前一般會先與銀行的外部稽核召開

會議，此時其他監理機關的監理或檢查人員亦可出席就

相關議題交換意見。

三、監理資訊分享機制

(一) 法令依據：

1. 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第B章（Subtitle B）第111條

授權聯準會得向控股公司之銀行、證券及保險子公司

27 The Council was given additional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by section 340 of the 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of 1980 to facilitate public access to data that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must disclose under the 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 of 1975 (HMDA) and 

the aggregation of annual HMDA data, by census tract, for each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MSA).
28 依聯邦準備銀行商業銀行檢查手冊1000.1章第2頁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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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功能性監理機關索取所需報告，得向控股公司子

公司的功能性監理機關索取檢查報告。 

2.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第115條規定，證管會應在聯邦銀行

監理機關請求下，提供其檢查報告、監理報告及相關

資料，以利該等聯邦銀行監理機關執行其相關監理業

務。29 

3. 聯邦銀行監理機關與州銀行局、全國保險監理官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NAIC）

及證管會簽訂資訊交換備忘錄(MOU)以利監理資訊交換

作業。

(二) 全國資訊中心(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NIC) 

各聯邦與州監理機關平時就其負責之特定金融機構

執行監理檢查業務，必要時得透過聯邦準備理事會所建

構與維護之「全國資訊中心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NIC)」，取得其他監理機關之相關監理資訊。

1. N I C 之 架 構 ： 包 括 銀 行 基 本 資 料 系 統 ( S t r u c t u r e 

Data System, SDS)及全國檢查資料庫系統(National 

Examination Database, NED)。SDS之內容包括金融機構

之基本資料與財務業務資料，該等資訊也同時提供一

般社會大眾查詢下載；NED則儲存各機構之相關監理與

29 美證管會主席Mr. Cox於2008.9.26發表聲明， SEC交易與市場部門於2004年開始施行

之自願性「整合監理機構計劃(Consolidated Supervised Entities program, CSE)」，因缺

乏相關法令授權，致無法定期取得投資銀行控股公司相關監理資訊，且因其得自由選

擇加入或退出此監理計劃，亦嚴重影響該計劃之有效性；鑑於CSE計劃之主要投資銀

行控股公司均已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且由聯邦準備體系負責監理，SEC的CSE計劃將

即刻中止施行。未來SEC將著重對銀行控股公司旗下之證券經紀與自營商子公司之監

理工作，並將依據2008.7與聯準會簽訂之合作備忘錄，請求聯準會提供相關銀行控

股公司之監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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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資訊，包括檢查報告、檢查工作底稿、檢查評等

與海外監理機關聯繫資料等。

2. 金融機構：包括所有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控股公司、

全國性與州立案本國商業銀行、外國銀行在美分支機

構、信託公司、儲貸機構、信用合作社及儲蓄銀行。

其中非由聯準會負責監理機構的監理資訊，係由相關

監理機關提供。

(三) 其他分享監理資訊管道：

1.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與各州監理機關建立資訊交換機

制，州銀行監理機關得向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申請提供

相關監理資訊。

2. 聯準會對保險、證券公司之監理係透過原監理之銀行

控股公司及銀行之中央聯絡官（CPC）瞭解該等金融機

構之相關保險、證券公司之財務、業務資訊，或是協

調與其他監理機關之合作及資訊分享（即以CPC為監理

資訊分享窗口）。一般檢查如果需要證管會或州保險

局提供監理資訊，則會提出需求。

第二節　風險聚焦之銀行檢查

由於科技的創新及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通過（廢

止格拉斯法案），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之業務不斷擴張與複雜

化，金融創新使得商品多樣化，銀行風險不斷提高，致監理機

關有必要改變其傳統以定點財務報表、交易測試係驗證資產存

在與價值為主的金融檢查，調整為以風險聚焦、交易測試係驗

證內部控制有效性及風險管理過程良窳的金融檢查－風險聚焦

的銀行檢查（Risk-focused Bank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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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監理機關自1995年開始陸續提出以風險為導向之

監理檢查策略，不再僅瞭解金融機構某一時點的安全與穩健情

形，而轉為關注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能否有效控制其經營風

險。

惟此風險聚焦檢查之有效性，依美國會計總署2000年向國

會提交之報告，仍有賴於檢查人員的專業性、客觀獨立性，及

監理機關在個別金融機構檢查中對整體產業風險的瞭解程度而

定30。因此，採風險聚焦之檢查對監理機關的主要挑戰如下：

一、檢查人員囿於必要性資訊不見得完全掌握與可預測，不易

辨識出銀行業務面中應特別關注之風險。

二、監理機關如何從個別金融機構檢查中掌握對整體產業的風

險。

三、因為風險評估多仰賴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系統提供資料，

如何使檢查人員在風險評估過程中保持客觀獨立性，避免

受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制度之過度影響。

四、相較於集中式業務操作及管理的金融機構較適於風險聚焦

之檢查，分散式業務操作及管理之金融機構組織則會需要

更多檢查人力來進行風險評估。

風險聚焦之檢查與傳統之檢查差異情形，及各監理機關作

法如下31：

30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2000.1.24，”Risk-focused Bank Examination”，p.25
31 同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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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聚焦法 傳統定點法

監理計劃目標 評估銀行安全與穩健的程度，並辨識需採立即糾正措施的

不安全與不穩健的實務運作。

檢查程序方面 具前瞻性、交易測試係用來驗

證目前及未來風險之管理程

序。

歷史回顧、交易測試用以

驗證銀行資產的存在與價

值，並提供銀行在某時點

安全與穩健的保證。

檢查範圍 檢查聚焦於銀行主要活動、業

務別的風險管理系統及以集中

式為基礎。

檢查主要集中於反映其風

險管理實務的執照業務或

法人。

檢查計劃 金檢人員找出個別銀行關鍵風

險所在，並將檢查業務針對銀

行獨特的風險概況加以個別

化。

計畫經常未將金融機構個

別化，而是依檢查手冊中

的查核清單。

金檢人員之配置 對大型複雜銀行的檢查會分派

具有適當專業及機構知識的一

組穩定金檢人員。

檢查人員的分派經常未要

求需具有對該銀行之特定

認識。

銀行營運之監理 監理及評估持續進行，包括管

理報告覆審及經常與銀行關鍵

主管面談。專案檢查隨時辦

理，以評估內部控制及風險管

理系統。

監理主要基於每季申報的

監理報告，年度金融檢

查。

檢查結果溝通 金檢人員經常與銀行管理部門

透過會談、信函或年度檢查報

告做正式或非正式之溝通。

檢查期間以外或年度檢查

報告以外的溝通經常被視

為是不智的。

摘自美國會計總署（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2000.1”Risk-focused Bank 
Examination”

(一) 財政部通貨監理局

於1995年提出風險監理策略，建立風險評估制度

（Risk Assessment System, RAS）以評估銀行各類風險之

大小。使用風險評等表對各種風險之風險數量、風險管

理品質、總合風險32、未來風險變動方向，以高、中、低

方式予以評等。

32 依風險數量及風險管理品質形成風險矩陣（risk matrix）來評估總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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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準會

於1997年公布風險聚焦監理架構，其風險聚焦之檢

查程序如下：

檢查步驟

1. 瞭解受檢機構及收集資訊

2. 評估受檢機構風險及其風

險管理

3. 決定監理工作

4. 定義檢查活動

5. 實地檢查要求提供資訊

6. 進行檢查

7. 報告檢查發現

8. 持續監理

相關文件或行動

機構檔（Institutional Profile）

風險矩陣（Risk Matrix）及風險

評估（Risk Assessment）報告

監理規劃/檢查計劃（Supervisroy 

Plan/Examination Program）

檢查範圍備忘錄（Scope 

Memorandum）33 

檢查函（Entry Letter）

檢查模組化（Use of Examination 

Modules）；工作底稿（Work 

paper Program)

檢 查 報 告 或 其 他 彙 整 報 告 ；

美國營運報告（US Operations 

Letters）；與經營階層或董事會

進行溝通會議

更新風險聚焦文件；監理與監

控；管理會議

 

第三節　金融檢查作業

以下分別介紹聯邦準備銀行等金融監理機構的檢查作業：

33 備忘錄依金融機構情況而異，一般包括檢查目標、檢查範圍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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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邦準備銀行

(一) 聯準會透過監理通函（supervision letter） 之發布及聯

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發布的檢查程序（例

如：FFIEC Task Force on Consumer Compliance approved 

examination procedures to be used when determining 

compliance with the Servicemembers Civil Relief Act 

(SCRA)－CA09-2），來一致規範各地區聯邦準備銀行檢

查標準的一致性。

(二) 檢查工作係由關係經理人（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及

銀行監理部門（Bank Supervision Group）之檢查人員負責

檢查（其日常監理與檢查執行係由同一部門負責）。一

般檢查期間約二至三個月（如為外國銀行當地分行則較

為縮短），檢查基準日訂為最近期之財務報表基準日(年

度財務報告、半年度財務報告或季報)，授信部分則為最

近一個月編製之放款試算表。

(三) 檢查報告之處理: 於檢查結束後二至三個月內由關係經理

人函送檢查報告。

1. 在出具檢查報告前，對檢查發現之缺失皆先與受檢金

融機構之管理階層及董事會充分溝通，如提列檢查意

見於檢查報告者，則需檢附佐證的工作底稿等資料。

如有必要，內部會先討論建議之執法行動（enforcement 

action）。

2. 檢查意見之提列依FED 2008.1 superv is ion and 

regulation letter SR08-1/CA08-1規定，分為三類處理

建議－應立即注意事項（Matters Requiring 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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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MRIA）34、應注意事項（Matters Requiring 

Attention, MRA）35 及建議事項（Observations）。

3. 依FFIEC訂定的商業銀行檢查報告格式，聯邦準備銀

行與州銀行局檢查商業銀行後所出具之檢查報告格式

分為兩種，一為公開部分Open Section, 一為機密部分

Confidential Section。前者係提供給受檢銀行作為缺失

改善之依據，後者則僅供內部監理參考，但可由全國

資訊中心（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的全國檢查資

料庫系統(National Examination Database, NED)與其他聯

邦監理機關進行資訊分享。其內容如下36：

 Mandatory（強制）

 /Optional（任意） Report Page Title（報告標題）

OPEN SECTION（公開部分）

 Mandatory Table of Contents（目錄）

 Mandatory Scope（檢查範圍）

 Mandatory Matters Requiring Board Attention（董事會

應注意事項）

 Mandatory Examination Conclusions and Comments（檢

查結論與評註）

 Optional* Compliance with Enforcement Actions（裁

34 應立即注意事項（MRIA）：該等聯邦準備銀行檢查發現缺失，包括對受檢機構安全

與穩健經營有重大影響、重大違反法令規定（含消費者保護法規之遵循）、重覆發生

之缺失遲未能注意改善者。屬應優先處理之監理事項。
35 應注意事項（MRA）：包括聯邦準備銀行認為銀行機構應逐步解決的重要議題，其

處理先後順序低於MRIA提出之缺失，但仍應逐步處理，以免演變為重大缺失。（一

般限期管理階層應於180天內完成改善）
36 詳參聯準會商業銀行檢查手冊：Commercial Bank Examination Manual，Section 6000，

“Instruction for the Report of Examination”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

supmanual/cbem/0005cbem.pdf



第貳篇　美國金融檢查制度 ��

罰之遵循情形）

 Mandatory Comparative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Condition（財務狀況比較表）

 Mandatory Capital Adequacy（資本適足）

 Mandatory Capital Calculations（資本計提）

 Mandatory Asset Quality（資產品質）

 Mandatory Summary of Items Subject to Adverse    

Classification/Summary of Items Listed as 

Special Mention（分類及應予注意事項）

 Mandatory Loans and Lease-Financing Receivables/Past-

Due and Nonaccrual Loans and Leases（放

款及應收融資款/逾期放款及租賃）

 Mandatory 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管理）

 Mandatory Viola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違規

事項）

 Mandatory Earnings（獲利狀況）

 Mandatory Analysis of Earnings（獲利分析）

 Mandatory Liquidity/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流

動性及資產負債管理）

 Mandatory Sensitivity to Market Risk（市場風險敏感

度）

 Optional Other Matters（其他事項）

 Optional Concentrations（集中度）

 Optional* Items Subject to Adverse Classificatio（不

良分類事項）

 Optional* Items Listed for Special Mention（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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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Optional Assets with Credit-Data or Collateral-

Documentation Exceptions（例外有信用資

料或有抵押權的資產）

 Mandatory Signature of Directors（董事簽名）

CONFIDENTIAL SECTION（機密部分）

 Mandatory Directors（董事）

 Mandatory Executive Officers（主管）

 Mandatory Management and Control（管理及控制）

 Mandatory Ratings and General Information（評等）

4. 檢查報告一般包含：機構名稱、金檢開始及結束日

期、金檢基準日、目錄（金檢範圍與名詞簡稱、金檢

意見與結論、應注意事項、金檢評等/結果（CAMELS評

等，如為外國銀行當地分行則為ROCA評等）、違規事

項/監理措施。

5. 檢查報告封面皆依規定提醒受檢金融機構應負保密義

務。

例如：外國金融機構統一檢查報告之封面：「本報告

由聯邦準備銀行理事會遴選或指派之金檢人員

撰寫，為理事會之財產，供受檢銀行內部使

用。基於現行法律規定，本報告為機密文件，

除非符合法律12U.S.C.1817（a）與1831（m）

及理事會規則12C.F.R.261.20之規定，並經理

事會核准，否則不得以任何形式揭露。除非法

律與理事會另有規定，否則董事、行員、信託

人或獨立稽核不得揭露本報告之部分或全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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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任何未經核准之揭露將導致揭露資訊者與

接受資訊者受美國刑法641章（18 U.S.C.641）

之制裁。所有董事或信託人基於職權，應完全

瞭解本報告之內容，並瞭解本報告並非稽核報

告，亦不應視為稽核報告。」

6. 聯準會之受檢機構如為州立案銀行，其檢查報告將

會副知州銀行局銀行監理檢查員（Supervising Bank 

Examiner）；州銀行局之檢查報告會併副知聯邦準備

銀行（Relationship Manager, Financial Exami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7. 受檢機構應於收到檢查報告後45天內，就檢查報告所

提建議提出書面回覆，如有意見亦得提出。

(四) 檢查缺失之追蹤改善

1. 應立即注意事項（MRIA）：屬應立即改善事項，監

理官會與受檢機構管理階層溝通並對完成改善時間表

（timeframe）達成共識，該受檢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或

管理階層須以書面承諾改善措施或改善計畫的時間

表。對涉及金融機構經營安全與穩健事項，一般而言

不得逾一個檢查週期37；而涉及消費者法令遵循事項，

則不得逾十二個月。聯邦準備銀行對應立即注意事項

將持續追蹤其改善進度及完成時間，其追蹤方式可採

實地覆查或場外監視。未依承諾計畫完成改善者，受

檢金融機構將會面臨聯邦準備銀行正式或非正式或罰

37 所稱一個檢查週期係指：如屬受持續監理（ongoing supervision）之金融機構，一般

來說係指一年；如屬受定時檢查（point-in-time）之金融機構，則指兩次檢查的相距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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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處分38。

2. 應注意事項（MRA）：屬重要事項，聯邦準備銀行希

望受檢金融機構應予以正視。該受檢金融機構的董事

會或管理階層須以書面提出改善計畫的時間表。聯邦

準備銀行對應立即注意事項將持續追蹤期改善進度及

完成時間，其追蹤方式可採實地覆查或場外監視。未

依承諾計畫完成改善者，受檢金融機構將會面臨聯邦

準備銀行正式或非正式或罰鍰處分39。

3. 建議事項（Observations）：屬非正式、諮詢性的建議

事項。該等建議在於希望增進受檢金融機構營運作業

的效能。

(五) 對銀行控股公司、外國銀行集團之整合性監理架構

（SR08-09）

集團合併營運評估報告（Assessment of Combined U.S. 

Operations），該評估反映最近一年主管機關對外國金融

機構在美分支機構最新之金檢結果。（含營運分析、合

併營運評等、ROCA合併評等、SOSA評等）如對其整體

營運風險有疑慮，則會要求與該分支機構及其集團母公

司簽署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以確保集團對該金融機構在美分支機構財務及管理上

之支援強度，協助其健全運作。（Regulation Y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2C.F.R,

§225.4）），該備忘錄要求事項之執行情形該金融機構

38 依聯邦存款保險法第八章規定，違反銀行秘密法如未能立即採取行動改善，將會使聯

邦準備銀行理事會發出停業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
39 依聯邦存款保險法第八章規定，違反銀行秘密法如未能立即採取行動改善，將會使聯

邦準備銀行理事會發出停業命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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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應按季提出進度報告（Progress report）給聯邦準

備銀行。

二、州銀行局  Banking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一) 州立案銀行之檢查，外國銀行當地分行係由州銀行局與

地區聯邦準備銀行隔年交替檢查，外國銀行子行則由州

銀行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聯合檢查或隔年交替檢查，

各地區聯邦準備銀行則視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之檢查結果

而決定是否單獨發動檢查。

(二) 相關檢查作業與聯準會作法類同，一般檢查期間約二至

三個月(外國銀行當地分行約2-3週) 40。

(三) 州立案銀行海外子行之檢查：受限於預算，海外子行檢

查頻率與國內檢查頻率不同，紐約州銀行局僅赴持股較

高之重要子銀行所在地檢查，檢查頻率為每3至5年進行

一次，其餘則透過與當地主管機關建立之機制交換監理

資訊。而對海外子銀行之檢查重點為確認財務及監理資

訊的正確性，評估母行清償能力是否受海外子銀行營運

之影響，俾對國際性銀行集團進行有效之合併監理。

三、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一) 負責非聯準會會員州立案銀行的檢查。

40 伊利諾州金融及專業監理局（Illinois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Regulation）由銀行處（Division of Banking）之檢查人員負責檢查。受檢機構於收

到檢查報告後，就檢查報告所提要求行動事項（檢查意見分為三類處理建議－要

求行動事項（Required Actions）、宜採取行動事項（Expected Actions）及建議事項

（Observations））提出書面答覆。加州銀行局則於發送檢查報告後另以電子郵件檢

送檢查後續意見調查表（Post Examination Survey）給受檢機構經理人員填寫，以收

集對檢查作業之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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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檢查作業與聯準會作法類同。

(三) 檢查報告封面皆依規定提醒受檢金融機構應負保密義

務。

例如：「本報告由美國聯邦存保公司董事會核可之檢

查人員為銀行監理需求所撰寫。本報告屬於美

國聯邦存保公司之財產，並提供受檢銀行密

參。銀行任一董事、主管及員工等人員於所有

情況下均不得將檢查報告全部或部分揭露或公

開。若有傳票或其他法律程序須複製本報告

時，應立即告知聯邦存保公司當地辦事處，

並應告知法院或案關律師美國聯邦存保公司

Part309有關報告內容揭露限制之規定。」

(四) 依FDIC法規第309章規定，得要求受檢機構董事會簽署承

諾協議書（Consent Order），以載明受檢金融機構應遵守

之規定。

四、財政部通貨管理局 （OCC）

(一) 負責聯邦立案銀行之檢查，惟聯邦準備銀行與聯邦存款

保險公司亦有權執行檢查。

(二) 相關檢查作業與聯準會作法類同。

(三) 依據法規12U.S.C.& 1818(b)，透過指責通知（Notice of 

Charge）得對金融機構未達穩健狀況，發出停止和終止營

運通知（Cease and Desist），惟如該金融機構董事會同意

簽署承諾協議書（Consent Order）限期改善相關缺失時，

則不在此限。一般而言，承諾協議書中，OCC會對該金

融機構提出數項要求（如成立法規遵循委員會、資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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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款部位管理等），請其提出行動及改善方案，且

該金融機構董事會至少須通過並指導各項必要之行動方

案、監督並追蹤經理部門之執行情形。

(四) 檢查報告封面皆依規定提醒受檢金融機構應負保密義

務。

例如：「本檢查報告為美國通貨管理局（OCC）的財

產，其內容應嚴格保密。本報告內容任何內容

及綜合評等，未經授權一律禁止揭露；惟銀行

基於營運目的所需，准許將本檢查報告提供予

公務相關聯之個人或組織，如主管人員、董

事、員工、律師、稽核或外部獨立稽核，並得

提供銀行控股公司以及於特定情況下提供給銀

行所聘僱之顧問。相關禁止揭露之除外條款已

在美國貨幣監理署所制定的規則 12 CFR 4.37 

(b) (2)中說明。在未經美國貨幣監理署事前同意

下，任何對檢查報告或其內容之揭露視為違反 

12 CFR4.37 (b)之規定，且將會受到18 USC 641 

規範有關侵犯美國政府財產之刑罰。」

第四節　金融檢查評等制度

美國對各類金融機構及特定業務分別訂有統一檢查評等制

度，如：

一、商業銀行的CAMELS評等（SR96-38）；

二 、 外 國 銀 行 在 美 分 支 機 構 的 R O C A 評 等 及 S O S A 評 級

（SR00-14）；

三、信託投資公司的UITRS（Uniform Interagency Trust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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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評等41（SR98-37）；

四、銀行控股公司：RFI/C（D）評等（SR04-18）；

五、資訊業務的URSIT（Uniform Rating System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評等（SR99-8）42。

以下分別就CAMELS、ROCA、RFI/C（D）、SOSA評等簡要

介紹：

一、商業銀行CAMELS評等

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FFIEC）在1979年11月13日公

布建立統一金融機構評等制度(The Unifor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ating System，UFIRS，SR96-38)，各金融監理機關對所監理

的銀行評定1至5的等級。此評等簡稱為CAMEL, 是來自於資

產品質、管理能力、獲利性及流動性( Capital, Asset Quality, 

Management, Earnings and Liquidity)的英文字首縮寫。檢查人員

在實地檢查後對個別評估項目予以評等後，再對受檢金融機構

整體給予一綜合評等。第1級代表健全，第5級代表極不安全與

穩健。CAMEL評等除可供監理機關做為應加強關注並採取差異

化監理的參考外，也提供作為存款保險評估之指標。

為使CAMEL評等更能反映不斷變化的金融環境及日趨重要

的風險管理觀念43，FFIEC在1996年再修訂 UFIRS，增加對利率

和其他市場風險（如匯率、利率及價格變動風險）敏感性的評

等項目（Sensitivity）。因此CAMEL評等改為CAMELS評等44。

從過去學者就CAMELS（或CAMEL）評等對協助監理機關監

41 詳參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rletters/1998/SR9837.HTM
42 詳參FFIEC網站。
43 風險管理係指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監控及控制風險的過程。
44 詳參FDIC網站http://www.fdic.gov/regulations/laws/rules/5000-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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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金融機構之有效性相關研究結論來看，評等結果在一年半至

三年內對金融機構整體狀況的掌握是有效的45。

金融海嘯期間，CAMELS評等情形被用來幫助決定依2008年

緊急穩定法案購買問題資產之金融機構；金融海嘯後，對此內

部監理工具尚未聞對此六大個別評估項目有再次檢討修正之研

議，惟實務上檢查人員對評等等級之給予，應會取鏡發生問題

金融機構之案例，有更多面向及審慎之考量。

二、外國銀行ROCA評等

旨在評估外國銀行在美分支機構之狀況並辨識監理方面

應關注之重點。該評等包含綜合評等Composite rating及個別項

目評等Component ratings。個別項目評等則分為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作業控管Operational controls、法令遵循Compliance

及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等四項目：

1.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評估總行及分行管理階層對

於放款之控管、市場風險及分行經營活動其它固有風

險有效辨識、監督及控管能力；評估要素包括風險管

理制度之基本假設；授信管理、資本市場以及其他作

業細則、準則與限制之妥適性；管理資訊系統是否足

以正確的衡量、監控風險；總行及分行管理階層是否

充分知悉分行所承擔之風險，以及是否能辨識並控管

因推出新商品與環境變遷所產生之風險。

2. 作業控管Operational controls  係依據分行作業控管之效

益而評估，包括：會計、財務控管等項目。本項評估

主要為分行對作業程序、制度的遵循程度；依受檢分

45 詳參舊金山聯準會網站FRBSF Economic Letter，99-19; June 11, 1999，Jose A.Lopez 

“Using CAMELS Ratings to Monitor Bank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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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規模與所承擔風險之性質，其內、外部稽核之獨

立性、查核頻率、查核範圍是否充分；內部控管與專

案查核糾正事項適時追蹤改善情形，管理資訊表報的

妥適性與正確度；以及作業控管制度是否隨著營業計

畫及法規之變動進行調整等。

3. 法令遵循Compliance  係以受檢機構對州及聯邦政府相

關法規以及其他相關監理規定之遵循程度為依據。評

估要素包括書面遵循程度之效力；有無辦理負責法令

遵循人員的在職訓練；管理階層能否及時無誤的依規

定提送監理報表、能否辨識並改正法令遵循方面之缺

失，以及對於相關單位監理措施的遵循情形。

4. 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  評估受檢機構至檢查基準日止

之資產品質。評估要素包括資產負債表中資產項目與

表外項目被歸類具有信用風險及轉移風險之程度、結

構及嚴重性；列為應加強注意戶或具有其他風險移轉

之問題放款，以及逾期催收款項與重整資產。

三、外國金融機構在美支援強度SOSA（Strength of Support 

Assessment，SOSA ranking）評級

SOSA評級為外國金融機構對在美國營運的支持度，與ROCA

評等同為監理機關對外國銀行在美分支機構的監理工具。共分

1至3級，第1級代表監理疑慮最低，第3級代表監理疑慮最高。

SOSA評等之考量因素包括：財務狀況與前景、母國之金融與監

理制度。

四、銀行控股公司RFI/C（D）評等

係由1990年代的銀行業風險管理評等系統演進而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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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簡稱為BOPEC (Bank subsidiaries, Other subsidiaries, Parent, 

Earnings, Capital)。後因銀行業環境日趨複雜需綜合考量母公司

及關係企業等相互影響因子，因此重新修正銀行控股公司評等

制度（Bank Holding Company Rating System）。 

銀行控股公司評等包含一綜合評等，該評等係對受檢金

控公司之整體管理、財務狀況及其附屬存款機構未來潛在

之風險進行評等。此評等之個別評等項目為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R)、 財務狀況（Financial Condition －F)、控股

公司及其非存款子公司對存款子公司的潛在衝擊 （Potential 

Impact－I) 。最後的個別評等項目是針對銀行控股公司依規定應

對其附屬之存款機構負有支援義務，因此向下風險之評等項目

即是附屬存款機構（Depository Institution－D）, 如同BOPEC 評

等的銀行評等。

銀行控股公司之評等分為1至5級，第1級代表最佳績效及較

低的監理疑慮，第5級代表最不佳績效及較高的監理疑慮。

第五節　金融海嘯對檢查業務之影響

金融海嘯後，隨著金融改革方案措施的陸續提出，美國金

融檢查制度雖然在整體面尚未見重大改變，但在查核重點及加

強橫向聯繫方面仍有一些調整46：

一、由於本次金融海嘯起因於次級房貸市場的崩解，而美國對

非屬存款機構的房貸抵押貸款機構係採低度管理方式，金

46 美國勞工部在二○○九年底預測未來十年最夯的工作，其中金融檢查與稽核人員是熱

門的工作：受惠於日趨複雜的監管環境，銀行保險業與政府部門為了確保各公司符合

州政府與聯邦的規範法規，都須要這兩類人才。金融檢查人員估計在2008年至2018

年會暴增逾40%。受聘於政府監管部門與金融公司的稽核人員，也預計會在2018年前

激增31%，達34.1萬人。此外，會計師與稽核師也可望在十年內增加27.9萬人次，達

16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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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海嘯發生後，聯邦監理機關如FRB、OTS、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CSBS（Conference of State Banking 

Supervisors）、AARMR（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sidential 

Mortgage Regulators）於2007.7.17聯合發表聲明表示，聯邦

與各州監理機關將於2007年第4季起對非存款機構（包含銀

行及儲貸控股公司下之非存款房貸子公司及州註冊之房貸

仲介公司）之次級房貸業者進行聯合審查，審查重點包括

業者之徵授信標準、風險管理實務、房貸及消費者保護相

關法令遵循情形等。

二、監理機關對金融機構房貸、證券化商品等業務加強查核其

風險管理執行及對客戶保護相關法令之遵循情形。

三、除一般例行性檢查外，增加規劃水平式檢查（horizontal 

examination），以對特定業務項目在各金融機構的發展情

形有全面性的瞭解及掌握47。

四、將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風險辨認能力；承擔風險時，應

建立及時且有效的內部溝通程序，以利董事會及經營管理

階層充分瞭解所承擔的風險並能積極管理該等風險）列為

金融檢查加強查核重點。

五、聯準會下新設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其檢查業務的執行

及其未來如何與其他銀行監理機關區隔，尚待進一步觀

察。由於該局檢查範圍尚包括為數眾多且規模不一的非銀

行機構，故其勢必無法全面採行例行性檢查，而極可能將

消費者申訴數量納入選案標準之一。

47 參考聯準會主席Ben Bernanke於2010.3.17國會聽證會之說明：“…We are also 

augmenting our traditional supervisory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firm-by-firm examinations 

with greater use of horizontal reviews that look across a group of firms to identify common 

sources of risk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managing thos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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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證券業金融檢查制度

美國證券市場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股市亂象後，為強

化監理，對證券交易之管理分為聯邦及各州依藍天法案48 之監

理。原則上涉及跨州交易者由聯邦主管機關證管會（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SEC）管轄。

美國對證券業之監理架構分為證管會及自律組織(Self -

Regulation Organization, SRO)，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證管會（SEC）：

1. 證管會為證券業之主管機關，負責監理與檢查自律機

構（證券交易所、證券業公會等）、證券經紀商與自

營商、投顧公司及共同基金。

2. 由於自律機構較貼近市場，較可快速且有效回應市場

變化與趨勢，為增進市場運作之效率與效能，證管會

授權自律機構對市場與會員執行監理與檢查作業。

3. 證管會的遵循檢查辦公室（Office of  Compl iance 

Inspections and Examinations；OCIE）透過總部及位

於11個地區辦公室的檢查人員，定期對自律機構本

身（如FINRA，PCAOB）及受自律機構查核之證券商

（約6900家）、投資公司（ICs,約940家）、投資顧問

（IAs,約10,600家）、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等辦理檢

查，以保護投資人並確保自律機構的監理品質。

(二) 自律組織（SROs）：

48 Blue sky law，係指美國各州規範證券交易及證券商之法案，以保護投資人免於證券

詐欺。最早立法的州為堪薩斯州，此一名詞最早源於1910年堪薩斯州銀行委員J. N. 

Dolley為推動該州立法，稱當時該州所充斥毫無價值的投機性證券交易商品為"blue sky 

merchants"（以堪薩斯州的藍天為交易標的形容該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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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金融產業監理組織（FINRA）、紐約證券交易所

（NYSE）及其他地區性交易所，須向證管會註冊，主

要負責制訂各該證券市場運作之相關準則以避免舞弊

或人為操縱事件，另經由證管會授權，監督市場參與

者（含所屬自營商與經紀商會員）之法令遵循作業，

並建置處分機制以有效執法。

2. 自律組織可制訂較法令更嚴格細密之營業道德規範，

以維護市場之專業性與清廉度。

綜上，美國證券業自律組織之運作機制列表如下49：

項目 證券業

一、主管機關 證管會(SEC)

受監理機構 1. SROs（包括FINRA及NYSE、ASEX、CBOE等證券交

易所）。

2, 證券經紀與自營商。

3. 投顧公司。

4. 共同基金。

監理方式 1. 對證券交易進行市場監視。

2. 對受監理機構進行場外監控與實地檢查。

對自律組織之授權 1. 市場監視。

2. 對會員券商執行場外監控及實地檢查。

3. 對違反法規之機構與個人進行處分。

4. 對違反相關法令之機構與個人逕行起訴(民事)。

對自律組織之監督 1. 定期對SROs辦理檢查，以確保SROs之公司治理、內

控與法令遵循品質。

2. 為確認SRO之監理品質，SEC依據美「政府審計辦公

室」 (GAO)之要求，自SRO已完成之券商檢查案件

中抽選5%個案，並依據SRO之查核標準重新辦理查

核，以評估SRO之查核品質以及確認是否發現新的

缺失。

3. SRO所制訂之規則(rules)須呈送SEC核准，必要時SEC

得訂定SRO須遵循之規定。

49 摘自周鳴皋，97.12，“由美國證券自律組織「金融業監理機構」(FINRA)之運作對提

升金融監理效能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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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自律組織 金融產業監理組織（FINRA）

董事會 共23席，其中10席由會員擔任，11席為外部獨立董

事。

組織架構 1. 總部設於華府，並於紐約市等15個城市設有地區辦

公室。

2. FINRA下設有FINRA Regulation Inc.、FINRA Dispute 

Resolution Inc.及FINRA Investor Education Foundation

三個子公司(基金會)，分別負責會員券商與相關交

易所之監理與檢查、糾紛調解及投資人教育業務。

受監理機構 1. 負責監理與檢查約5,100家會員證券經紀與自營商

(證券投資顧問公司與證券投資信託公司係由SEC自

行負責監理與檢查)，以及其所屬172,000分公司與

676,000名註冊證券經紀人。

2. 對NASDAQ、Amex、ISE、CCE等交易所辦理市場監

視。

3. 負責監理證券OTC市場之運作。

主要業務 1. 證券自營與經紀商及其從業人員之監理（包括註冊

與撤照、證券業務規範之訂定、證券商之監理與檢

查、違反規定之處分、不法案件之調查與起訴(民

事)、相關交易所市場監視等）。

2. 證券交易糾紛之仲裁。

3. 投資人教育等業務。

員工數 約3,000名員工

營收來源 主要收入包括監理手續費、從業人員登記與考照費

用、調解費、系統使用費及合約服務費等；其中監理

手續費包括交易活動費及會員費。

第一節　美國證管會之檢查

一、查核方式：分為例行查核（routine examinations）、專案

查核（cause inspections to follow up on tips and 

complaints、limited-scope special inspections 

to probe emerging risk areas）及監督查核

（oversight examinations of broker-dealers to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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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and the quality of examinations by the 

FINRA）。

二、查核目標：

(一) 瞭解法令與實務配合程度，以作為修法之參考。

(二) 瞭解自律組織對證券商的查核品質，藉對證券商之檢查

結果與自律組織之查核報告比較，瞭解自律組織的查核

品質。

(三) 瞭解證券商、投資顧問及投資公司的法規遵循情形。

三、對證券商之檢查

採不定期檢查，對檢查缺失之處理係依缺失性質移請證管

會執行處（Enforcement Department）或自律組織處理。

四、對自律組織之檢查

每兩年對自律組織辦理例行檢查，檢查項目包含：

(一) 股票上市櫃審查及上市櫃管理；

(二) 市場監視及調查處分情形；

(三) 財務業務查核情形；

(四) 仲裁案件處理。

近年來，由於證券業務及新商品愈趨多樣化及複雜，與受

檢機構溝通並釐清問題所在需時甚久，依證管會之統計，結束

檢查後120天內完成報告的處理案件比率有逐年下滑之趨勢－

2007年79%、2008年79%、2009年65%、2010年48%。

金融海嘯後，為配合甫通過的美國金融改革法案新增證管

會之監理範圍及強制要求設立獨立的信用評等辦公室（Office 

of Credit Ratings, OCR）至少每半年檢查一次並公布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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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管會遵循檢查辦公室（OCIE）針對其檢查之策略、架構、人

力、訓練及科技等事項進行自我評估，重新檢討擬訂一套全

國檢查方案（National Exam Program）50。其中，風險基礎法

（Risk-Based Approach）加強提供檢查人員行前相關資訊收集的

管道，如：接受檢舉、申訴、與證管會風險/策略/金融創新部門

合作發展模型以期聚焦於高風險之證券機構或業務項目（預計

2011年完成建置51）；建立特殊項目專業檢查團隊（結構型商

品、評價、股權交易實務、固定收益證券、微型騙局、市場銷

售實務）；強化檢查人員之訓練（雇用產業專業人員、引進檢

查人員證照制度－如“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s”、與其他機構聯合訓練等）。

第二節　美國金融產業監理組織之查核

美國金融產業監理組織（FINRA）為全美最大的證券自律

組織。為增進自律組織對會員證券商監理之獨立性，並降低券

商對不同自律組織所定規範之遵循成本52，美國證管會於2007

年7月核准美國全國證券商公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與紐約證交所(NYSE)之監理部門進行合併53，成立

50 參閱SEC網站：http://www.sec.gov.tw/about/offices/ocie.shtml ,2011.2 ,“Examinations 

by the SEC's Office of Compliance Inspections and Examinations”
51 例如：針對占投資顧問家數三分之一的高風險投顧業者，未來規劃每三年辦理一次例

行性檢查，以保護投資人權益。
52 NYSE依證交法成為SRO，美券商公會(NASD)則係依Maloney法於1939年成立，並成為

第一個被賦予監督會員機構法令遵循情形並得以對違反法令之機構或個人進行處分之

SRO。NASD原負責監理約5000家會員證券商，其中約200家大型券商亦為NYSE之會

員，須同時接受NYSE之監理。由於NASD與NYSE之交易規範不盡相同，除造成該等券

商法令遵循成本之增加外，亦產生實務運作的困擾。
53 NYSE Regulation相關執法人員(enforcement)約470人以移撥方式併入FINRA，以執行證

券商監理相關業務，其餘約230人員則繼續留在N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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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證券監理自律組織「金融產業監理組織」(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54，負責執行會員證券商之日常監理

與查核業務、證券從業人員之訓練、考試及證照核發，並接受

各交易所委託辦理市場監視業務；原紐約證交所負責監理業務

的子公司NYSE Regulation則辦理市場監視及上市公司財報與公

司治理規範遵循之監理。

FINRA約有3,000名員工，主要配置於會員監理、市場監視

及執法等三大部門。營運處所包括華盛頓特區、紐約市及其他

15個地區辦公室(District Offices)，其中紐約辦公室負責檢查約

1,000家券商。

FINRA對會員證券商的檢查係由會員監理部負責。其查核頻

率係依其內部建置包含量化及質化指標的評等機制，將證券商

營業範圍（有無收取客戶交割款券、保管客戶款券及擔任造市

者等）、財務狀況、客訴情形、券商風險態樣(risk profile)區分

三等級，其檢查頻率分別為1、2或4年，每年針對2,500家券商

(包含總公司與分公司)辦理一般檢查(cycle inspections)（新加入

之會員券商於第一年辦理檢查）。另針對財業務比率未達法定

標準、風險評估顯示具高風險及客戶抱怨比率偏高等高風險券

商，每年辦理約500次之分公司專案檢查(sweep examination)。

另亦每年從投資人申訴(complaints)、內部人或同業檢舉(tips)、

其它監理單位移送(referrals)、場外監控警示事項(surveillance 

triggers)等案件中，挑選約6,500個案件辦理特定事項查核(cause 

examinations)。查核人力則依證券商之規模而定，由一、二名至

十名查核人員不等。查核期間為數天至一、二個月。查核缺失

54 FINRA董事會共23席，其中10席由會員擔任，11席為外部獨立董事（由學界、投資

人保護中心、資產管理機構等單位遴選，遴選單位不得與經紀或自營產業相關），另

2位為FINRA之董事長及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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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移由執法部依處分準則（Sanction Guidelines）處理。

受限於檢查資源，FINRA一般或專案檢查係查核高風險

項目，包括年度檢查重點(examination priorities)、業界近期熱

門議題、場外監理評估資訊所揭示之高風險項目等，相關查

核重點均於年初即告知各受檢機構，以利其強化內部管理作

業。一般查核之重點包括券商財務健全性、經紀業務(brokerage 

operations)、銷售作業(sales practices)、管理階層監督品質、洗錢

防制、從業人員之資格與登記、商品控管等。

檢查時除抽查券商對特定法規之遵循情形外，並針對券商

主要業務項目所隱含之各類風險(信用、市場、作業等)，查核機

構董事會與高階經理人之監督、政策與作業規範、風險管理機

制、內部控制及法令遵循機制之妥適性，即兼採法令遵循度檢

查與風險為導向的檢查方式。

在檢查人員訓練方面，為提昇訓練成效之ㄧ致性，並使學

員得以熟悉實務作業與最佳檢查流程，FINRA於2004年成立檢

查人員學院（Examiner University，EU)，負責檢查人員之訓練業

務。該學院之講師來自熟悉FINRA業務運作與業務實務之專任講

師、大學教授及FINRA主管55。

一、初任職訓練：FINRA以往每年約有100名新進檢查人員，初

期需較密集與大量訓練課程，以期快速提升其專業智能。

訓練課程主要先要求新進人員熟讀檢查手冊，再上電腦訓

練課程，最後並接受測驗，合格者由一位資深檢查人員擔

任在職訓練之導師(mentor)。

二、在職訓練：每位學員由一位資深檢查人員負責輔導，完成

特定階段之課程後，即透過實務操作以強化學習效果，每

55 同註49。



�� 金融檢查制度與金融犯罪查處機制之新趨勢

階段在職訓練不超過3個月，即須進行下一階段訓練課程，

如此交錯於一年內完成所有課程。

第三節　公開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之查核

在爆發財報醜聞的安隆案後，美國國會於2002年7月間通過

沙氏法案（Sarbanes-Oxley Act），希望透過該法案改善公司資

訊揭露及財務報導之品質，並強化會計師獨立性。該法案對會

計師的管理機制有重大深遠之影響：將以往對會計師管理由自

律為主之監理方式，新增加他律機制--透過聯邦政府授權成立的

公開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授權其制訂審計準則、品質控制、倫理、獨立

性及其他相關審計報告準則；要求查核簽證美國上市公司的會

計師事務所（包含美國境外的會計師事務所）必須向 PCAOB 註

冊並接受監督；PCAOB設置檢查部門以檢查會計師事務所、訂

定相關檢查頻率及對外公開檢查結果。此外，PCAOB對會計師

事務所或其員工除有調查權外並擁有懲處權（註銷登記、停止

執業、罰鍰、要求培訓進修等）。

PCAOB會對查核簽證公開發行公司及證券商的會計師事務

所辦理檢查56（包含對美國境外會計師事務所之檢查）。其對

查核簽證上開公司達一百家以上之會計師事務所每年辦理檢查

（以2011.2為基準共有九家會計師事務所），其餘未達一百家

者則每三年檢查一次。57 

PCAOB之查核範圍包含兩大部分：品質管制制度及簽證個

案審計缺失之查核。在金融風暴後，查核重點由品質管制之查

56 截至2011.1.18，約有850家會計師事務所應接受PCAOB之檢查。PCAOB自2003年開

始首先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部分檢查，至2004年則全面辦理檢查。
57 http://pcaobus.org/Inspections/Pages/InspectedFirm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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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轉變為著重於個案查核部分，而個案查核部分，從過去全面

檢視會計師工作底稿方式，轉而將查核重心著重於檢視特定重

大風險區塊之工作底稿，例如無形資產公平價值衡量、商譽

或特定資產減損提列、繼續經營假設、收入認列、併購交易處

理、財務重整會計處理、交易對手及供應商、客戶財務狀況是

否符合規定等；並加強對特定高風險產業之個案查核，如汽車

製造業、退休基金及工程建設業等，以利有效強化查核焦點及

提升查核有效性。另對個案查核之選案標準亦修正為：針對股

價大幅下挫之公司、審計收入及非審計收入比例異常公司、小

型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大型公司、特定會計準則爭議議題之

公司、財務報告有異常重編之公司及簽證會計師輪調頻繁之公

司等均列為高風險個案，列為選案標準。58 

在檢查結果之揭露方面，為更積極促使會計師事務所自我

檢測相關缺失及自發性改善查核品質，並督促監理機關發展更

謹慎之檢查技術及程序以處理其資訊公開之品質，PCAOB年度

檢查報告會公布個別事務所個別案件未依審計準則查核之缺

失，但不對事務所整體政策與程序表示意見（若事務所未於檢

查報告公開後12 個月內改善完竣者，則予以公開）59  。

58 證券期貨季刊，99.7.16出版，第二十八卷第七期，林秀美，國際間執行會計師事務

所檢查之發展經驗分享。
59 同註58，檢查結果個別揭露方式有：完全不公布檢查結果者，如：巴西；揭露個別

事務所缺失者，如：美國、英國；年度檢查報告僅對外公布年度綜合檢查結果之彙總

報告，不提及個別會計師事務所之檢查結果，大部分國家皆屬此類（含我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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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險業金融檢查制度

美國保險業自1851年以來即由各州負責監理，各州均設

有保險局以管理在州內從事保險業務之保險公司。1945年

McCarran-Ferguson法始確立州政府對保險業務之監理權。

至於聯邦政府監理權，1974年「受雇者退休收入安全法」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ERISA)賦予聯

邦政府對相關退休計劃之資料申報及強制執法權。2002年愛國

者法另賦予聯邦政府對保險業者辦理洗錢防制檢查之職權。雖

然2010年7月21日歐巴馬政府簽署生效的美國金融改革法案要

求在財政部下設立聯邦保險局（Federal Insurance Office, FIO），

並賦予該局：負責蒐集並分析保險監理資料，並向FSOC推薦具

系統重要性之保險公司以加強監理；協調並代表美國保險業參

與國際保險議題；對保險法規之現代化進行研究並向國會提出

建議。但因並無執法權，其監理功能尚待觀察。60 

為使各州之保險監理具一致性，各州保險局共同成立一個

非營利組織- 「全國州保險監理官協會」(NAIC)61，該機構主

要功能包括制定保險法規範本(Model Laws)予各州參考採用、

訂定保險監理標準並對各州保險局辦理監理認證(Accreditation 

60 依2011年1月10日insure.com的一篇文章“What good is the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認為聯邦保險局並無執法權，非為保險監理機關，其成立對保險業及保戶

的影響尚待觀察。
61 NAIC成立的宗旨在於保護保戶的權益，提供各州保險監理機構法規制定的協助以提

高保險市場的競爭力及對保戶平等的對待。NAIC於2008年採行「健全監理現代化計

劃」(Solvency Modernization initiative, SMI)，目的在重新檢視現有對保險公司財務要

求之妥適性，並配合世界與歐盟之最新規範。SMI主要涵蓋資本適足性要求、會計準

則、保險商品評價(準備提存)、再保險業務監理現代化及集團整體財務健全性規範

等。此外，NAIC財務分析工作小組(FAWG)建置18位資深財務專家，對1,600家具有全

國重要性之保險公司(合計市占率達85%)之年報與季報進行定期檢視，以確認各州財

務監理品質符合相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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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通過認證後每5年須再行覆檢一次，期間內每年仍應

作內部檢視報告)、保險監理資訊之集中蒐集與分析等。透過上

開機制，在重要監理事項上各州會採用NAIC之法規範本及監理

標準，以達到一定的監理水準，但各州仍保有一定的差異性以

符合各州市場之需要。

第一節　風險聚焦之保險檢查

NAIC於2000年成立風險評估工作小組（Risk Assessment 

Working Group），研擬如何在以資產負債表為主的財務監理檢

查外，導入風險評核的概念，俾將檢查資源配置於高風險的保

險公司，或較高風險的保險業務範圍。

其後，NAIC逐步推動62 各州執行「風險聚焦法」（Risk-

Focus Approach）之檢查，採用「風險評估矩陣」（Risk 

Assessment Matrix）作為檢查輔助工具，以引導檢查人員進行風

險評估程序及獲得評估結果，俾有效分配檢查資源。風險聚焦

的檢查包括七大步驟63：

一、瞭解受評的保險公司，辨識其主要業務活動：檢查人員透

過蒐集精算報告、會計師工作底稿、董事會議事錄、內部

作業手冊等資料，及訪談受評公司之各階層員工、精算人

員，瞭解公司業務活動內容及評估管理品質。

二、辨識並評估該等業務活動固有的風險（inherent risk）：

檢查人員仔細評估受查公司之主要營業活動之重要風險等

級，並由受查公司精算人員安排準備金提列程序的實地瞭

62 2004年公布風險監理計畫（Risk-focused Surveilance Framework）、2006年修訂檢查

手冊範本（NAIC Financial Condition Examiners Handbook）、2007~2009年採行雙軌檢

查模式（Dual examination approach）
63 摘自Melissa Greiner & Craig Moore , “NAIC Risk Focused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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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walk-throughs），以利檢查人員瞭解相關固有之準備金

風險（reserving risk）；另亦就相關程序、政策及風險來評

估訂價風險之控制。

三、辨認並評估其風險抵減策略及控制情形：檢查人員由相關

計畫及內部規定、作業程序來審視受查公司之內部控制環

境（包括資安環境）。亦會正式評估內部稽核及會計師之

查核品質，以決定是否信賴其查核結果

四、決定殘餘風險（residual risk）：由固有風險扣除上述內控

風險後，再加上檢查人員的些微調整，即可得出殘餘風

險。

五、進行檢查：依據剩餘風險評估結果來規劃檢查程序（準備

金驗證因業務規模、變化劇烈與否、新業務區域、新種業

務等因素而有不同）

六、更新優先監理計畫：監理人員協助擬訂監理建議、對資本

適足率（RBC）之影響及研判是否在下次檢查前加強監理。

七、提出檢查報告及致該保險公司管理階層信函：檢查報告得

對外公開，但致管理階層信函則應予保密。

此風險聚焦法自2010年正式實施。

第二節　檢查作業

依據NAIC之檢查規範（Model Law on Examination），每一

保險業至少每五年應檢查一次。因此，各州保險局大部分係採

三至五年內對保險公司辦理一次實地檢查，且檢查內容包括財

務健全性及市場行為(Market Conduct)兩大部分。檢查期間則因

保險公司規模大小而異，期間較長者可達一年半。

對保險公司之檢查，各州之做法各異，以康乃狄克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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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檢查方式為書面或實地審查。實地檢查時，由康乃狄克州

保險局檢查員帶領委任之會計師事務所查帳員執行檢查工作，

受檢單位以分公司為主，由州政府保險局出具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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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海嘯後之金融監理架構

英國係最早實行金融監理一元化制度的國家，依2000

年英國金融服務市場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FSMA），英國之金融監理總署（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成為英國唯一的金融監理機關64，對金融機構、金融市

場及服務於該市場之專業機構和個人的所有監管權力都由該署

單一行使，負責銀行、保險、投資等金融服務行為的核准、業

者監理及法規制定與執行處分，以改善原本雙層監管架構65 所

產生監理重疊現象。 金融監理總署則透過財政部（負責金融政

策）向英國國會負責，其經費來源為受監理機構繳交之年費及

檢查費。英格蘭銀行則負責金融穩定及支付系統。

金融海嘯後，英國政府體認到現行金融監理總署、英格蘭

銀行及財政部的三方監理制度（tripartite regulatory system）有下

64 霸菱銀行事件後，1997.5.20英國財政部長布朗宣布之金融監督管理改革方案所揭

櫫之重點原則－銀行業、證券業及保險業之監理機關單一化，由FSA合併監督管

理。推動時程分三階段進行：FSA原係於1997.10由證券投資局改制而成（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Board, SIB）；1998.6銀行監理權由英格蘭銀行監理局行使改為由

FSA負責；2001年證券期貨局（Securities and Futures Authority）、投資管理監理

組織（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ory Organization資產管理業務）、個人投資

局（Personal Investment Authority零售金融服務業務）、建屋協會委員會（Building 

Societies Commission建屋儲蓄業務）、互助協會、互助協會管理局（Friendly Societies 

Commission互助業務）、貿易與工業部保險業委員會（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保險公司）依FSMA併入FSA。
65 金融監理總署成立前，為減少監理重疊，英國各主管機關雖依所簽之備忘錄，以其

中一主管機關為「主要」主管機關（lead regulator），負責該金融機構財務狀況之管

理，惟對於業務管理則各主管機關仍有監督權。因此，英國對金融集團的合併監理仍

有雙層的監管架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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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一些制度上的根本問題，導致無專責機構負責辨識總體系統

風險並能及時處理，而有效的金融監理應該以更具深度的策略

性風險分析來取代原本勾選式的遵循法令（'tick-box' compliance 

with rules and directives）、能夠充分瞭解個別金融機構的商業

模式及策略，並能據以判斷對該金融機構或整體金融體系產生

之風險：

一、單一金融監理機關－金融監理總署－要處理的監理關注事

項太龐雜，有大型跨國金融機構的安全與穩健，也有小型

的投資顧問業務的消費者端實務問題，導致監理方式偏向

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作業面監理，而對金融機構

的策略及風險分析不足。

二、英格蘭銀行雖依2009年銀行法（The Baking Act 2009）具

有維持金融穩定的任務，但實際上缺乏適當工具以維護金

融穩定。

三、財政部負責法制架構但無明確職責處理金融危機等缺點。

上述結構性問題，雖然英國金融監理總署已擬定一套強化

監理措施66，但政黨輪替的新英國政府仍深信：改採判斷式、聚

焦式及穩定性金融監理新模式的必要性，縱然金融監理總署在

金融海嘯期間戮力化解問題金融機構危機並在事後提出檢討改

革計畫，然欲強化總體的審慎監理，個體審慎監理與總體審慎

監理單位應納入同一監理機關顯然更能發揮監理綜效。

財政大臣George Osborne於2010年6月16日宣布將廢除目前

66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之新監理方式如下：
  強勢監理及「強化金融監理計畫」(SEP)，係透過各業別之分析及不同專家之建議，

對個別金融機構實施整合式風險分析之監理方式；將採取更主動干預之手段(more 

intrusive approach)，強化金融監理程序，其中包括風險分析與研判、後續追蹤及落實

執法。全文詳見Financial Times網站：http://www.ft.com/cms/s/0/63c0b9c6-bf2b-11dd-

ae63-0000779fd18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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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方監理制度，於2012年前把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之大部分權

責轉移至英格蘭銀行(BoE)，預計將在BoE下設立新的審慎監理

總署（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PRA），負責銀行、投資

銀行、房貸合作社及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之個別金融機構審慎

監理。另同時設立金融政策委員會（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 

FPC）及消費者保護暨市場總署（Consumer Protec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PMA），分別負責總體審慎監理，維持金融

穩定及強化以往金融監理總署較無法顧及的金融市場業務行為

與消費者保護等事項。

此一重大金融監理組織及金融監理模式（judgement-based 

approach）的變革，對未來金融檢查制度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來

觀察：

一、為了提供監理機關正確瞭解個別金融機構完整的商業模

式，以做為金融監理判斷其可能風險及應如何導正，金融

檢查勢必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檢查人員必須要具備對總體或個體的策略評估及風險分析

的能力。

下圖為英國金融改革後，新監理機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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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銀行（BOE）

金融政策委員會

（FPC）Financial

Policy Committee

審慎監理總署（PR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消費者保護暨市場總

署（CPMA）Consume
r Protection and Ma
rkets Authority

負 責 審 核

PRA 之 預

算、薪酬制

度 及 績 效

評估

財政部

1.負責經濟

及金融政

策

2.金融危機

處理中涉

及國庫資

金啟用之

決策
任務：強化金融體系穩

定及審慎經營

監理範圍：銀行及其他

收取存款之機

構、證券商及保險

公司，共約 1500
~2000 家。

任務：強化消費者保護及

市場整合性

監理範圍：

1.所有金融機構之營業行

為、交易行為；

2.FOS（英國公評人服務機

構）、CFEB（消費者金融

教育機構）及 FSCS（英國

金融服務賠償機制）；

3.審慎監理未受 PRA 監理

之金融機構（約 2 萬家）

任務：辨識金融系統

之整體風險，

並對金融系統

脆弱之處採取

行動（如指導

PRA 使用總體

審慎監理工

具）

註：1. FPC及PRA之主席係由BOE總裁兼任；PRA及CPMA執行長皆為FPC成員。
2. FPC、PRA及CPMA將建立資訊交流機制。

資料來源：英國財政部「金融監理新模式－判斷、聚集及穩定」諮詢報告
 http://www.hm-treasury.gov.uk/d/consult-financial-regulation-condoc.pdf

在新的審慎監理署於2012年正式成立前，英國金融監理總

署於2009年10月1日重新架構其組織67，在增加雇用280位員工

後，總員工人數已達3000人左右：

(一) 金融機構監理部門(Supervision business unit)：整合自原

分別監理零售與批發金融機構之零售與批發監理部門，

以確保長期監理之一致性及彈性；其下設有5個單位，包

括主要金融集團(Major Retail Group)、批發業務金融機構

(Wholesale Firms)、零售業務金融機構(Retail Firms)、小

67 各部門業務說明詳FSA網站：http://www.fsa.gov.uk/Pages/About/Who/Management/

Retail/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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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金融機構(Small Firms and Contact)、核准、決策及報表

部門(Permissions, Decisions and Reporting)。「主要金融集

團」單位，其下再分別設有「保險」、「房貸銀行及合

作社」、「大型銀行集團」等3個單位，以監理所有之主

要金融集團。負責各大型集團之監理官約為10人左右，

其監理團隊並未區分何人監理該集團之銀行或保險業

務，而係以集團之整體運作及風險劃分（如資本相關議

題、流動性、營業行為及風險、集團策略及政策等），

監理官並負責檢查業務及風險評估，並與風險業務部門

(Risk business unit)人員及專業顧問討論並請其提供相關

意見或協助。

(二) 風險業務部門(Risk business unit)：整合自原風險辨識、

風險管理及政策等部門為「風險業務部門」。其下設有

6個單位，包括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營業行為政

策(Conduct Policy)、營業行為風險(Conduct Risk)、審慎政

策(Prudential Policy)、審慎風險(Prudential Risk)及市場部

(Market)。

(三) 營運部門（Operations Business Unit）：維持原來功能，

主要係處理及覆核金融機構所報之資訊並傳送至相關內

部單位、資訊系統、人事及會計等。

(四) 財務規劃能力部(Financial Capability division)：由原零

售市場部門中獨立出來，俾利其得以有效執行英國政

府2009年預算報告書中有關協助民眾理財服務之政策

(Money Guidance service)；該部門直接向FSA執行長報

告。

(五) 金融穩定部(Financial Stability Division)：擴大與提昇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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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融穩定小組之組織與功能，負責總體審慎監理之議

題(macro-prudential issues)，並負責與其他相關機關之聯

繫。

(六) 國際部(International division)：新成立國際部門以積極參

與並影響訂定金融法規之國際相關會議。

(七) 執法與金融犯罪部(Enforcement and Financial Crime 

Division)：將原有之執法部門與金融犯罪部門整合為一部

門，以利發揮綜效並加強FSA實施有效嚇阻政策(credible 

deterrence strategy)之能力。

在與其他金融主管機關的聯繫方面，過去英國金融監理總

署、財政部及英格蘭銀行依1997.10.28簽署之三方備忘錄，得

進行資訊交換並建立常設委員會，就金融市場穩定、系統性風

險與個別金融機構流動性問題處理等議題，定期召開會議研議

因應對策。在金融監理架構變動後，這樣的聯繫機制勢必加以

調整。此外，金融監理總署亦與會計業主管機關：貿易工業部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及其所屬之財務報告委

員會（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保持密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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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監理總署之檢查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之董事會成員係由英國財政部任命，

董事會主要負責訂定FSA整體政策。目前其董事會組成有主席

（Chairman）一名，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一名，執

行董事（managing director）二名，及非執行董事（non-executive 

director）十名（其中一位為副主席）。其中一位董事係由英格

蘭銀行副總裁擔任。68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委員會有：非執行董事

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其中，

非執行董事委員會負責督導FSA之營運執行是否符合效率與經濟

原則，並每年向財政部提出報告。69 

目前依2010年4月8日經國會修正通過並經女王御准之2010

年金融服務市場法，英國金融監理總署新的法定組織目標修改

為70：

(一) 金融穩定

(二) 消費者教育

(三) 強化金融監理總署執法權力

(四) 薪酬制度

(五) 消費者賠償機制

68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之董事長亦同時擔任英格蘭銀行之理事，這樣的制度設計係為促使

金融監理總署與英格蘭銀行間能更有效的溝通，以維護金融穩定。
69 參閱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Schedule I，財政部對金融監理總署有命

令權、稽核權及董事派任權。
70 摘自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Chapter 8, Part I, 2. 及FSA網站。而原來

的法定組織目標為：
  (一) 市場信心（market confidence）維持市場對金融體系的信心。
  (二) 大眾認知（public awareness）促進大眾對金融體系的了解。
  (三) 消費者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確保適當程度的消費者保護。

  (四) 降低金融犯罪（reduction of financial crime）減低金融機構被利用作為金融犯罪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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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法定組織目標，英國金融監理總署採行所謂的「良

好監理原則」（principles of good regulation）：

(一) 效率與經濟性：將資源做最有效率及經濟的分配，並責

由非執行董事委員會督導及每年向財政部提出報告。

(二) 重視管理階層應扮演的角色：賦與金融機構資深管理階

層應確保企業及其所屬員工遵循法規及控管企業風險的

責任。

(三) 比例原則：對金融業的任何規範皆會先利用成本效益分

析方法，以瞭解規範所造成金融機構之遵循成本與預期

規範效益是否成比例。（常見於零售及批發市場，監理

總署因其市場特性而各採行不同之監理要求。）

(四) 創新性71：透過不同方式的法令遵循規範，以避免抑制市

場參與者引進新種商品或創新服務項目。

(五) 國際性：重視金融業務的國際化特性，並力求維護英國

金融市場在國際上的競爭地位。

(六) 競爭力：避免監理法規削弱金融業的競爭力，阻礙企業

的自由進入市場或擴展業務。依FSMA之規定，英國財政

部、公平貿易署（Office of Fair Trading）及競爭力委員

會（Competition Commission）皆有權審視監理法規對競

爭力造成的衝擊程度72。

從英國金融監理總署手冊(Handbook)監理執行(Supervision, 

71 金融海嘯後，多數認為過度鼓勵創新性是導致監理失敗的原因之一，因此未來新成立

的審慎監理總署的法定組織目標將可能不再包含創新性乙項。
72 依FSMA規定及參照周鳴皋，2005.9，p.13，「英國金融監理架構與金融機構風險管

理機制之研究」。財政部無權對FSA之一般營運下達指示，惟對市場競爭與國際議題

保有特定指示權，若競爭力委員會認定其制定的規範對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財政部

得指示FSA採取特定作為或不作為；另若FSA違反英國對歐盟或國際所負責任，亦得

指示FSA採取特定作為或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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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章第1.4.5條之規定可知：對金融機構進行實地檢查(on-site 

inspections)73 是金融監理總署進行金融監理的工具之一。金融機

構於海外設立的分支機構亦包含其中。

金融監理總署之檢查係按ARROW風險評估模式（詳本篇

第三章），審視金融機構之政策擬定與落實情形、內部控制機

制、風險管理機制、會計政策、開戶與洗錢防制等作業為主，

所提列之缺失以制度缺失與可能之風險為主，後續之缺失改善

則著重於制度之建立與改善。

檢查進行程序如下：

一、依ARROW風險評估程序決定是否進行實地檢查74。

二、預先通知受檢機構將進行風險評估，並請其準備相關文

件。如屬海外分支機構（檢查頻率主要視集團大小及海外

子銀行之規模而定），則亦事前告知地主國監理機關，並

會洽詢地主國監理機關是否一同加入檢查，另檢查完畢後

亦會洽詢地主國監理機關是否一同加入與海外子銀行舉行

之檢討會議。

三、檢查主要項目係該行風險管理情形、資本適足性、公司治

理、內控制度及與集團風險相關之業務為主，另將視所經

營之業務重要性決定檢查項目。

四、FSA於受檢期間即會將檢查發現需要改進之項目告知高階經

理人，完成檢查之後一至二個月出具評估信函（assessment 

letter）予受檢金融機構之董事會，其信函主要內容乃說明

檢查結果及應改善之缺失，並對受檢機構提出風險減緩計

畫（risk mitigation programme）等。若涉及集團風險之項目

73 FSA手冊詳見網站http://fsahandbook.info/FSA/html/handbook/SUP/1/4。
74 對大型金融機構進行全面性檢查約需2星期至1個月，人力約 7-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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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缺失，FSA將出具信函予集團之董事會。原則上，評估信

函若無攸關性則並不主動提供予英格蘭銀行及財政部。

依據FSMA 2000第147條之規定75，金融監理總署要求金融

機構只能將該署之檢查報告提供給公司之稽核人員，若要揭露

予第三者應事先與金融監理總署討論，以確保內容不被誤解。

金融監理總署對保險公司之檢查，係二至三年一次。海外

檢查時，主要採問卷及與受檢單位主管面談為主，以風險控

管、內部控制及法令遵循為檢查重點。

金融海嘯後，為強化金融監理總署與其他外部查核人員

（簽證會計師）的有效合作，該署於2011年2月發布「外部稽

核人員與監理人員之關係實務準則」，將透過正式或非正式方

式與其溝通並交換查核資訊。例如：對經評估為高衝擊之重要

金融機構每年至少一次正式雙方會議（金融監理總署及會計

師）及一次正式三方會議（金融監理總署、會計師及該金融機

構）；另對經評估為極高衝擊之重要金融機構舉辦額外雙方會

議（規劃及完成年度稽核計畫時、進行ARROW風險評估期間與

主辦會計師舉行會議並分享評估缺失）。76  

75 法條內容詳見網站：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0/ukpga_20000008_en_12
76 摘自FSA網站, 2011.2,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 

auditor and the 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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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ARROW風險評估模型77 

為達到法定組織目標及符合良好監理原則，金融監理總署

之監理機制考量：

一、實務上金融監理並無法完全消除影響達成國會要求的法

定組織目標的任何風險（非零失誤法，non-zero failure 

approach）；

二、追求完全消除任何失誤的金融監理模式，將使對金融產業

及消費者的禁止成本（prohibitive costs）過高。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決定建立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模式，將

監理資源用在亟需關注的高風險金融機構或特定金融活動上，

亦可免除阻礙國際競爭的憂慮。此種以風險為基礎監理模式的

具體架構即為ARROWII（Advanced,Risk-Responsive, Operating 

frameWork）風險評估模型78。

ARROWII模型包含兩大部份，一為風險評估架構（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一為內部風險（Internal Risks）。前者

分別就個別金融機構風險及消費者/產業面風險進行評估；後者

則係對金融監理總署的組織架構、內部人員、財務狀況、監理

作業等因素對整體監理效能之影響進行分析。

ARROW之整體架構圖如下：

77 參考FSA網站：http://www.fsa.gov.uk/pubs/other/arrowguide.pdf，“The FSA's Risk-

Based Approach”, 2006.11 與 http://www.fsa.gov.uk/pubs/policy/bnr_firm-framework.pdf 

' The FSA's risk-assessment framework',2006.8
78 ARROW首先於2003年發布ARROW（The Firm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其後FSA

再持續檢討修正，於2006年發布ARRO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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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架構之個別金融機構風險評估，係指監理人員定

期（大約一至四年）辦理個別金融機構之風險評估（業務風險

及控制風險），以瞭解其風險現況並提出風險抵減計畫。監理

人員並透過觀察名單（Firms Watchlist）或個別評估報告（Ad-

hoc Report）來追蹤及檢視。

風險評估的作業方式係就受評金融機構對金融監理總

署達成法定目標的衝擊程度（impac t）與風險發生的機率

（probability）來評估決定。

首先，決定欲評估的金融機構（採重要業務單位為基礎、

金融集團內之機構採分業別或整體集團方式評估）。接著，進

行衝擊（impact）之衡量，衝擊程度的大小原則上依金融機構

所申報之業務規模及客戶規模來評估，不同產業亦有不同之權

重。以衝擊矩陣來算出衝擊評等（分為高、中高、中低、低共

四等級），其中仍保留監理人員專業判斷的空間。衝擊評等的

結果將影響採取ARROW個別金融機構評估的方法。ARROW個別

金融機構評估的方法有四種：



第參篇　英國金融檢查制度 ��

評估方法種類

佔所有受

監理機構

之比重

主要評估特性 主題式評估

A R R O W  S m a l l 

F i r m s （ 小 型 機

構，大部分為顧問

業，或信合社）

95% 著重在申報財務報表之分

析，或取得來自其他機構

之資訊（如英國金融評議

人服務機構，FOS）。

主要依據實地訪

查結果來聚焦於

主要趨勢及優先

順序。

ARROW Light（中

型機構，或對其較

無 監 理 必 要 之 機

構，如來自歐洲經

濟區域之機構）

3% 對核心業務進行實地訪查

（一般為一日）。

ARROW（高風險

之中型機構）

2% 對所有業務進行實地訪查

（一般為三日至一週）並

瞭解其產業變化情形。

ARROW（重要金

融機構，需密集與

持續監理者）

0.33% 同上，但評估時間更長。

會進行一系列的會議及評

估，以確認其主要控制功

能是否有效。

摘自FSA網站

接下來辦理機率評估，以環境評估及個別機構風險評估來

繪製風險圖（risk map）。評估過程中，除依相關申報資訊進行

量化分析外，亦辦理實地訪查（on-site visit）。最後將衝擊評等

及機率評等計算出風險等級（分為A、B、C、D四級），A級機

構（大型或高風險機構）須密切注意並持續監理，D級機構則僅

需基本監理即可79。

金融監理總署以十大風險群組項目來評估個別金融機構風

險發生之機率，每一風險群組揭分別給予高、中高、中低、低

共四等級之一。

79 對高風險群之金融機構採每一年或每兩年實地訪查；對低風險群之金融機構則採不定

期檢查方式，但僅對特定項目進行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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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產品

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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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

度功能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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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文化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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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對待客戶

及市場行為

Customer 

Trea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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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過程風

險Business 

Processes

財務及營

業控制制

度Financial 

&Operating 

Controls

營業風險

Operating

審慎風險（信

用、作業及市

場風險等）

Prudential

審慎風險控制

Prudential Risk 

Controls

（超額資本及

流動準備）

Excess Capital 

&Liquidity

財務健全性

Financial 

Soundness

摘自FSA網站

至於實地訪查，金融監理總署會事先通知受評金融機構準

備相關資料，並於訪查期間面談該金融機構之高層管理者、非

執行業務董事、基層員工及負責控制功能的人員。與非執行業

務董事面談，主要著重於其對該金融機構之公司治理及文化之

認知情形，及其採行何種方法去確認相關風險已適當的辨識、

衡量、追蹤及控管。

訪查結束後，依訪查結果與其進行溝通會與受評金融機構

管理階層討論，隨後撰寫風險評估報告及風險抵減計畫初稿。

受評機構得於收到初稿兩週內提出修正意見，金融監理總署斟

酌處理後寄出正式風險評估報告及風險抵減計畫給受評機構。

風險抵減計畫將會要求限期改善完畢，對重要缺失事項甚至會

要求其提董事會（大部分是需密切注意及持續監理之機構）報

告其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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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架構」之消費者/產業面風險評估，在風險辨識

時所採行的方法有市場研究、秘密消費（mystery shopping）、與

交易所等市場管理機構討論等。其評估作業需涵蓋整體經濟環

境評估及個別金融機構風險評估所發現涉及產業的重大問題。

金融風暴後英國金融總署對於大型集團之監理比以往採更

密集及干預之監理方式，除平日與金融機構之密切聯繫，於進

行ARROW風險實地評估時，除要求金融機構提供書面資料供其

審閱，主要仍以「面試會談」（interview）高階主管人員之方

式，以瞭解公司之整體營運模式、策略及內部控制等，及測試

須經核准人員（approved persons）是否有效管理其風險。故整

體而言， FSA於金融風暴後，對於ARROW風險評估模型之基本

架構雖未進行調整，然經檢討北岩銀行案件後80，在進行對大型

金融集團之風險評估時，將更著重於營運模式、策略、資本、

流動性風險及風險胃納之監理層面。

金融海嘯後，將於2012年成立之審慎監理總署，其風險評

估架構將調整如下：81  

80 FSA於2008年發布之北岩銀行監理檢討報告(The Supervision of Northern Rock：a 

lesson learned review)，檢討提出監理金融集團之強化重點如下：

(一) 集團之業務經營策略。

(二) 集團信用風險之規模是否與其風險胃納(risk appetite)一致。

(三) 資本來源(access to funding)之穩定性，特別是金融集團透過發行證券化商品

(securitization)之方式籌措資本。

(四) 壓力測試之結果。

(五) 風險管理架構是否遵循巴塞爾資本協定中相關規範。

(六) 集團業務快速發展所造成之營運風險(operational risk)。

(七) 公司內部重要人事異動是否造成公司內部控管風險。
81 英格蘭銀行與英國金融監理總署於2011.5.19共同發布「審慎監理總署--銀行監理

方式（The Bank of Engl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our approach to banking 

supervision）」，以補充說明英國財政部於2011.2.17發布之新金融監理體系諮詢文件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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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監理資源將集中於對英國金融體系有重要影響之金融機構

及議題，其風險評估架構將掌握3項要素：

1. 潛在影響（potential impact）：評估金融機構在壓力及

失敗情況下對金融體系可能造成之影響力；該影響力

將取決於金融機構之大小、所提供服務之可替代性及

與金融體系之相互連結性等。

2. 風險情境（risk context）：考量及評估外部總體經濟及

營業風險情境對金融機構營業模式之影響程度，監理

人員並必須對金融機構之營業模式有清楚之瞭解。

3. 風險抵減因子（mitigating factors）：綜合評估風險抵

減因子，包括風險管理、公司治理、財務實力（包括

資本及流動性）及可處置性（resolvability）等以決定

公司之健全性。

二、風險評估架構表如下圖：

總風險 健全性

1.
潛在影響
(Potential 
impact)

2.
風險情境

(Risk context)

3.
作業風險抵減

(Operational mitigation)

4.
財務風險抵減

(Financial 
Mitigation)

5.
結構風險抵減

(Structural 
mitigation)

在影響
(Potential 
impact)

外部風險
(External 
Context)

營業風險
(Business 
risks)

風險管理
與控制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s)

管理與
公司治理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流動性
(Liquidity)

資本
(Capital)

可處置性
(Resolv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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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篇　日本金融檢查制度

日本與我國地理及人文環境相近，我國資本市場多項重要

制度之規劃架構頗多取經於日本之證券管理制度（如：證券交

易法之起草、資訊公開制度及證券商資本適足性制度等）。

日本金融市場原係依循著長短期金融的劃分、信託與銀行業

務分離、銀行與證券業務分離等「銀行分業主義制度」進行嚴格

的金融管制。惟隨著證券業及保險公司等非存款金融機構逐漸成

為資金運用或籌措資金之管道，傳統銀行業務受到影響，於是在

1980年後半期，陸續開啟金融自由化等金融制度的改革--1992年

的金融制度改革及1997年的金融大改革。隨著金融控股公司法

於1997年12月5日通過（1998年3月11日正式施行），銀行、證

券及信託業相互介入彼此領域經營，金融監理機關因此也產生了

合併監理的需求。

1990年代至今，日本金融監理架構歷經多次的調整，經整

理如下82：

82 摘自日本金融廳網站：http://www.fsa.go.jp/common/about/suii/index.html
83　大藏省多年來以護送船團方式（為維持金融秩序，以各種業務管制措施限制金融機構

競爭，致全體金融機構依最不具效率步調前進之行政措施）管理金融機構，限制其自

由競爭，造成金融業長期缺乏競爭力，並屢屢發生人謀不臧現象。（摘自「美、日金

融改革比較及對我國之啟示」，經建會經濟研究第3期，許福添，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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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監 理 機 關 說     明

1998.6

以前

大藏省 1. 全權負責金融監理與金融政策的擬訂。

2. 下設銀行局（下設保險部）、證券局、大臣官房

（下設金融檢查部）、國際金融局及證券交易等

監視委員會。

1998.6～

2000.12

金融監督廳

（1998.6～

2000.6）

金融廳

（2000.7～

2000.12）

1. 為直屬於總理府下的金融單位（2000.7改名金

融廳），負責金融監理業務，達成獨立金檢之目

標。（係肇因於大藏省在管理金融機構弊端叢生

且欠獨立性83）（1998.12~2000.6係隸屬於內閣

府金融再生委員會下）（2000.7~2001.1係隸屬

於總理府金融再生委員會下）

2. 下設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

大藏省 1. 負責金融企劃業務（金融制度的規劃及法案擬

訂）。

2. 下設國際金融局、金融局（銀行局、證券局合

併）

2001.1～

2004.3

金融廳 1. 金融廳承接大藏省（更名為財務省）之金融企劃

業務，改隸於內閣府下。確立金融廳獨立行使金

融監理與金融行政之職權。

2. 下設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

財務省 大臣官房信用機構課負責制定處理金融危機暨倒閉

金融機構之制度與政策、維持金融體系安定。

2004.3～ 金融廳 增設會計師審計監理委員會。

財務省 大臣官房信用機構課負責制定處理金融危機暨倒閉

金融機構之制度與政策、維持金融體系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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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廳之檢查

第一節　金融廳

日本金融廳係2000年7月成立之單一金融監理機關，負責

金融政策與金融法令之制定、銀行、保險、證券等業之設立准

駁、市場規劃、制定證券市場交易規則及商業會計準則、日常

監理及實際檢查業務。依金融廳設置法第三條規定，金融廳之

檢查及監督範圍包括：銀行、信託業者、金融控股公司、信用

金庫、信合社、農漁會、保險業、證券業、投信、期貨業者。

金融廳除了確保金融系統穩定及保護存款人、投資人等消

費者外，也致力於訂定可信賴及透明的金融法規及採取有力措

施，以強化日本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競爭力。

金融廳之組織採功能別而非產業別之架構，其首長為部長

級之特命金融擔當大臣（Minister for Financial Services），另設

有金融廳長官（Commissioner）負責督導總務企劃局、檢查局、

監督局及審判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金融廳另設有證

券交易監視委員會（Securities Exchange Surveillance Commission, 

SESC）負責證券業實地檢查、交易市場監視、證券相關民事

罰鍰案件及刑事案件之調查。亦設有會計師審計監理委員會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nd Auditing Oversight Board, 

CPAAOB）負責會計師資格考試之實施、會計師事務所之檢查及

監督並檢查日本會計師協會對會計師事務所辦理品質控制審核

之情形。

金融海嘯期間，日本並未如歐美各國採行注資、金融機構

國有化等較緊急性的措施，其金融監理仍堅持鼓勵金融創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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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未有太多調整措施，然日本金融廳仍宣示84，金融監理未來

將著重於六大面向：加強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導正不良的商

業模式誘因（如證券化過程的不透明、信用評等機構不佳的表

現、薪酬制度等）、強化金融市場的誠信與透明度、從監理系

統風險的角度去擴大監理範圍、加強與各國監理機關的聯繫與

合作、總體審慎監理的思維。

84 摘自日本金融廳長官Takafurni Sato於2009.6.10在 The 4th Japan Investment Forum專題

演講內容：“Global reform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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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金融廳組織架構圖

                       

 74

資料來源：日本金融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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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融廳檢查局

金融廳檢查局負責檢查銀行業、保險業及信用卡公司。證

券商之檢查則由檢查局、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及交易所分別負

責檢查，其中檢查局之檢查焦點係以機構整體健全性與風險管

理能力為主，而後兩者之檢查則著重在交易面之法令遵循情

形85。此外，地區性金融機構之檢查業務係由金融廳委託財務省

的11個地區財務局（Local Financial Bureau, LFB）86辦理，由其

配置檢查人員，金融廳長官就委託事項具監督權。

金融廳檢查局人員四百餘人87，檢查人員多數係經公務人

員考試通過之大學畢業新生。另外，金融廳為配合日本政府於

1998年及2000年分別採行之「民間與政府人力交流」及「以

固定期限聘用民間專業人力」等計畫，陸續自會計師與律師事

務所聘用相關專業人力，交流聘用期間三年，最長得延長至五

年，期滿後該等人員得依原協議返回企業繼續任職。

檢查人員之訓練，新進人員受訓約一至三個月，其他人員

則每年進行一至二週專業訓練（夏季一至二週，冬季二至三

日）。一般檢查人員則二至三年會輪調（不包含檢查領隊或有

會計師、律師、資訊等特殊專長之檢查人員）。檢查領隊須有

豐富的檢查經驗，除專業能力外，管理溝通能力亦同等重要。

檢查局之組織除局長及審議官外，主要分為前台（Front 

85 自2005年開始，證券業之檢查主要由證券監視委員會辦理，檢查局僅於必要時針對

金融集團之證券業風險管理進行檢查。
86 分別為：北海道財務局、東北財務局、關東財務局、北陸財務局、東海財務局、近畿

財務局、中国財務局、四国財務局、福岡財務支局、九州財務局、沖繩總合事務局。
87 依金融廳年度概算書，檢查局平成18年預算員額454人，平成19年預算員額451人，

平成20年預算員額441人。此外，各地區財務局之檢查人員則分別為：535人、519

人及5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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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與後台（Back Office）單位。前台單位有：檢查監理

官、市場風險檢查室長（主要銀行部、地方銀行部、保險部、

機動部）。後台單位有：總務課（企劃/分析室長、檢查指導

官、調查室長、評定審查官）、審查課（審查企劃官）。

日本金融廳檢查局於平成十七年（2005年）發布金融檢查

基本指針88，該檢查基本指針的主要內容在對外公布其金融檢查

標準作業程序，藉此告知檢查人員及受檢金融機構，在檢查中

的受檢義務範圍和檢查實施手續的大概判斷標準，以加強雙方

的瞭解。其亦強調不要讓檢查作業程序的運用淪為機械性、千

篇一率，及與受檢機構溝通的重要。

基本指針明確指出金融檢查的使命，在於確保金融機關業

務的健全及適當性，檢查各金融機關的法規遵循及各種風險管

理情形，在找出問題點的同時，也確認金融機關的認知。為達

到這個使命，其要求金檢人員要有以下的認識：

1. 在金融業務現場，必須早期且確實地掌握新的實際狀

況。必須不斷看清金融機構或金融體系的未來，確實

掌握金融機構潛在的風險。

2. 金融檢查無法代替這些金融機構來做經營的決定。金

融檢查的職責只能在旁邊盯緊金融機構的風險，對所

發現的問題點向金融機構發出警告。而在進行中必須

做好雙向溝通，確實掌握事實，客觀的說明問題點後

充分聽取金融機構的主張，以確認受檢機構充分的理

解及認知。

3. 金檢的責任並非將金融機構的風險降低到最小限度，

而是在檢查中瞭解各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經營實況

88 詳見日本金融廳網站http://www.fsa.go.jp/news/newsj/17/f-20050701-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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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否已有適當的風險管理。

4. 由於實地檢查對金融機構會有較大的負擔，因此，實

地檢查必須集中焦點於現場實地確認必要性高的項目

上。金融主管機關必須考慮如何將實地檢查與非實地

檢查有效果的活用、聯合，致力於選擇有效率的檢查

方法。

原則上，金融檢查必須依照利用者觀點原則（為保護存款

人等一般利用者、金融體系安定及國民經濟的健全發展，而進

行的檢查，並非為金融機構的經營者、股東利益為目的來進行

檢查）、補強性原則（檢查是以金融機關自律及會計監察人等

嚴格的外部監查為前提，補強「市場規律」；著重金融機構自

律或外部監察機能的強化，促使金融機關改善自身經營）、效

率性原則（充分運用金融機構稽核機能，為評估內部稽核、監

察職務、會計監察人等監察機能的有效性，必須要盡力運用；

充分運用場外監控資訊，依各金融機關的經營實況決定檢查頻

率、範圍，實施重點式、機動式的檢查；對檢查時發現的問題

點將對各金融機構經營造成何種形式、程度的影響，必須能做

出果斷明確的指摘）、實效性原則（確實掌握金融機構所負擔

的各式風險，並能和採取監督措施的監督機關進行緊密的合

作，以促使金融機構適時、適當的經營改善）及程序確認原則

（不僅只注意個別案例處理的適當性，甚至要擴展視野到金融

機構管理個別案例處理的態度。若對金融機構經營的健全性、

風險管理等有嚴重疑慮，也要從程序確認的觀點來做深入的個

別交易檢查）等基本原則來實施。

檢查人員的行為規範則以下列觀念來要求：

1. 對國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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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抱有檢查是為了國民，是根據國民託付的

權限所進行的自覺，對這個使命感到驕傲，努力實施

公正、公平的檢查。

2. 合法過程

必須抱有檢查是對私人企業行使實地檢查的認

知，在實施檢查時除了確保合法的檢查過程，還要致

力於有效率、有效果的檢查，還要不斷重新評估是否

有不需照著法律所定範圍調查的不必要部份。

3. 信賴的釀成

必須要有檢查的生命是信用和信賴的自覺，徹底

堅守綱紀、品格及保密。還有，努力以穩健冷靜的態

度和對方作雙向討論。

4. 不斷學習

檢查人員必須對於金融相關的各規定、檢查作業

程序手續有正確的理解，在努力學習金融相關知識和

檢查實務的同時，必須抱有檢查基礎經濟金融的自

覺，養成對社會、經濟的廣闊視野。

5. 團隊合作的精神

必須有檢查品質決定於各檢查人員、銀行職員合

作的自覺，以「for the team」的精神來進行檢查。

依檢查局的金融檢查基本方針及檢查基本計畫，其

會彈性採用兩種檢查方式之一來執行檢查計畫：

1. 綜合檢查

對於法律遵循、各種風險管理適當性及金融機構

的經營實況進行綜合檢查。

2. 部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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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律遵循、各種風險管理的適當性及金融機

關的經營實況，將重點放在特定領域及焦點事項來進

行檢查。

檢查作業程序如下89：

一、實地檢查開始前

(一) 預先通知

除非有必要進行突擊檢查，原則上在實地檢查開始

前會對受檢金融機構進行預先通知。此外，對如有確保

利用者保護及提升利用者便利性之必要時，檢查局會在

其檢查情報受理窗口網站上，公佈受檢查機構名稱、從

預先通知日到實地檢查結束日期等(採突擊檢查的情況則

從實地檢查日開始)，讓大眾能夠廣泛知道被檢查金融機

構相關訊息情報。檢查局的用意是歡迎民眾檢舉與該金

融機構有關事項，以協助檢查人員發現舞弊案件，以強

化檢查效能。原則上，對紛至沓來的檢舉事項，檢查人

員會判斷是否和受檢機構之財務業務及風險管理相關，

而進行必要之瞭解。

(二) 從預告日到實地檢查開始為止的這段期間

發送預告給受檢機構時，會選擇檢查機關及受檢金

融機構雙方都能做好準備的日期做為實地檢查開始日。

另外，在發出正式檢查通知書(在檢查通知書中無明確記

載實地檢查日時，則為檢查實施連絡書)時，也要告知檢

查人員姓名(在檢查進行途中若有變更，則再依其情況進

行告知)。

89 摘自日本金融廳檢查局對外公布之金融檢查基本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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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求資料

領隊（主任檢查官）於進行預告後、實地檢查開始

之前，可對受檢金融機構要求對事前搜集的資料記載內

容進行說明（只要這些資料上記載了所要求的必要內

容，須不論格式全部受理；只要不對執行檢查產生阻

礙，也能認可藉由電子媒體提出、收受資料，或放置於

檢查會場）另外，必要時，可要求由受檢金融機構進行

經營狀況概要的說明。

二、實地檢查中

(一) 提示檢查命令書

檢查領隊在進行突擊式的檢查時須對受檢金融機構

人員出示檢查命令書及配戴的身份證明證件，並告知進

行檢查的宗旨。此時，也要告知進行實地檢查的檢查人

員名單。此外，不論有無進行預先通知，若遇到關係人

要求，則需出示配戴的身分證明證件。

(二) 內部稽核、稽核主管和稽核的關係

根據「補強性原則」，在實施檢查時藉由下列事項

來確認受檢金融機構內部稽核的有效性：

1. 前次檢查結果。

2. 貫徹追蹤檢查結果及內部稽核相關的場外監控內容。

3. 檢查過程的(包含實地檢查開始前)驗證。

如對內部稽核的有效性存有疑義，檢查人員可對受

檢金融機構的健全性進行全面重點式的檢查。

(三) 和會計師的意見交換

在實施檢查時，從有效率地、實效性的掌握實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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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來看，必要的話，善用外部查核的結果。在檢查中若

有必要，亦可與會計師進行意見交換。若會計師有提出

要求，從充實受檢金融機構的稽核功能觀點來看，即使

沒有特別的情況也接受交換意見。與會計師交換意見的

方式如下：

1. 得到被檢查金融機關及會計監察人的同意。

2. 在實施意見交換之前，要確認在該意見交換現場會計

師與受檢金融機構間已解除守密義務。

3. 在意見交換時

在實地檢查初期，確認對受檢金融機構的外部查

核狀況和會計師對經營實況的認識。在檢查發展階

段，檢查組將掌握到的問題點及其判斷根據告知會計

師，並直接確認會計師的看法，雙方進行充分的意見

交換。

4. 以受檢金融機構的財務報表查核和檢查為共通對象進

行意見交換。

(四) 尋求資料時的注意事項

檢查人員為掌握受檢金融機構的業務實況，隨時都

可以要求提供資料。至於資料的提供方式，只要不對執

行檢查產生阻礙，也可藉由電子媒體提出、收受資料，

或是於檢查會場放置。還有，檢查人員在要求提供資料

時，雖然是以受檢機構既有資料為原則，但也要考慮以

下情形，在檢查領隊的同意下進行：

1. 確實檢討資料的必要性或重複的情況，掌握在必要的

限度。

2. 要求提出的資料，只要是記載檢查需要的內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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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

3. 在設定資料提出期限時，要考慮到受檢機構的對應能

力與事務負擔。若受檢金融機關的負責人在沒有合理

理由的情況下延遲資料的提出，檢查領隊可要求受檢

機關改善。

(五) 檢查

檢查人員在進行實地檢查時，要注意下列事項：

1. 充分明白與受檢機構間雙向溝通的重要性，除了必須

好好傾聽對方的說明及意見，在傳達檢查見解時也需

提出根據來說明。

2. 檢查領隊對受檢金融機構進行指摘，或是確認受檢金

融機關對該指摘的認知時，為了把其指摘和認知明確

化，需利用書面的功能。

3. 檢查領隊在對受檢機構進行違反法律等重大指摘時，

需事前對檢查局總務課進行照會。

4. 進行指摘時，注意不要干預到將來的融資判斷，注意

不要造成今後固定的經營判斷或行為。

(六) 實地調查

為了掌握受檢機構實況或進行有效果的業務適當性

檢查，檢查人員可以直接前往受檢機構員工執行業務的

設施或是資料保管場所，一邊適當的取出、閱覽原始資

料，一邊實施業務營運調查。在實施實地調查時，要注

意檢查是根據受檢機構提供的協助進行，在閱覽受檢機

構的資料，或是接受資料提出時，在得到同意之後，根

據以下的要領進行檢查：

1. 實地檢查時，從實施有效果的檢查觀點來看，以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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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為原則。但是，酌量過檢查上的必要性、事務

量、上次檢查結果之後，關於對象場所、日程等，可

事先通知被檢查金融機關。

2. 檢查領隊在實施實地調查時，要讓檢查人員注意下列

事項：

實施實地調查時，注意儘量不要對受檢機構的營業

產生影響。

對於有關職員隱私的個人所有物或是和業務無相關

的物件，不要求閱覽。有難以判斷是否和業務相關

的物件時，可在獲得對方的同意之後， 進行做出判

斷需要限度的確認，再來進行判斷。

若有多位檢查人員同時在進行調查，在場需會同一

人以上的受檢機構負責人。

3. 在實施實地調查時，從放置在對象設施中全部業務相

關物件中，適當的取出檢查必要的原始資料，要求閱

覽。

4. 在上述3.項要求閱覽的原始資料，若有要帶出實地檢查

設施場所的情況，需用管理簿等作適當的管理。

(七) 實地檢查結束手續

檢查領隊在實地檢查結束時，需和受檢機構員工進

行以下的對應。

1. 包含根據上述(五)的規定進行的書面交換，確認和受檢

機構間的討論。

2. 對在實地檢查過程中掌握到的事實，雙方進行充分確

認對其內容認知有無差異。

3. 傳達在實地檢查時掌握的問題點，聽取金融機關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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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點的認知，這時須確認檢查領隊及受檢機構之間是

否有認知的差異。在確認的時候，以利用書面使之明

確化為原則。

4. 藉由檢查結果通知表示身為檢查機關最後的見解，和

通知受檢機構即使實地檢查結束了檢查還是會持續到

檢查結果通知為止。此外，若檢查領隊和受檢機構間

有認知差異的項目(以下稱「意見差異項目」)情況，依

意見申訴制度進行充分的說明。

(八)其他注意事項

1. 檢查領隊在實地檢查時，定期和受檢機構就下列事項

進行雙向的資訊及意見交換：

檢查的進展狀況

受檢金融機構的檢查對應狀況

實施檢查相關的要求事項 另外，檢查領隊可回應受

檢機構的要求，在能夠預測實地檢查結束的階段，

表示對實地檢查結束的估計。

2. 在實施檢查時，對應其狀況的變化，致力於事務分擔

的變更及檢查人員互相協助，注意臨機應變的處理。

另外，同一金融集團內的金融機構同時受檢時，各檢

查組需相互進行必要的合作，以利有效率及有效的檢

查。

3. 對受檢金融機構提出申訴所進行的實地檢查應有第三

者會同。

4. 對受檢機構員工的詢問或資料索取，以在職員上班時

間進行為原則。

5. 檢查領隊可對應受檢金融機構經營的健全性、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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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等，在進行實地調查、自我查定檢查時，檢討

提取範圍的處理。

6. 檢查領隊若是可能遇見拒絕回答、不實回答、拒絕檢

查、妨礙檢查或是規避檢查等情況時，應迅速向檢查

局總務課長報告並請求指示。另外，檢查領隊須對受

檢金融機構說明，若對實地檢查中保存資料的銷毀等

有疑問，可以與檢查領隊進行確認。

(九) 檢查監測

為確保檢查基本指針的適當運用，並避免檢查程序

淪為機械性、一律性運用，必要時，由檢查局、財務局

幹部直接聽取受檢金融機構之意見。（可透過電子郵件

的方式）

三、 實地檢查結束後

(一) 意見申訴制度

為加強金融檢查的品質水準及判斷的適當性，確保

對金融檢查的信賴，實施「意見申訴制度」。對無法達

成共識的檢查發現項目，由受檢金融機構向檢查局長提

出意見申訴，由檢查局的意見申訴審理會來進行審理。90

意見申訴審理會是由進行實地檢查人員以外的檢查

局幹部及外部的專家站在專業及中立的立場進行審理。 

檢查領隊在實地檢查開始前，向受檢金融機構說明

制度的內容，並在實地檢查結束時和受檢金融機構確認

有無檢查意見未達共識的項目。

(二) 檢查報告的發送

90 意見申訴審理會之委員於平成17年增加外部專家，於平成21年外部專家數額再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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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領隊在實地檢查結束後，須盡速地將檢查時掌

握的事項、問題點等彙整做成檢查報告書(檢查結果通知

案)。檢查局長需審查該報告及其檢查內容，如果有上述

意見申訴審理結果，也要充分的根據其審理結論，做成

檢查報告，發送受檢金融機構。(另外，對受檢金融機構

的金融母公司，必要時亦發送受檢金融機構的檢查報告)

檢查報告的交付，以實地檢查結束後約三個月內為

原則。

(三) 檢查結果缺失改進追蹤及核處

交由金融廳監督局負責缺失改善追蹤及核處，檢查

局只負責檢查工作，並於下一次檢查再實地覆查受檢單

位是否對檢查缺失辦理改善。

四、資訊管理

(一) 個別檢查等內容不公開理由

對個別金融機關檢查內容，因以下的理由不公開：

1. 為受檢金融機關或其交易對手的權利、競爭上的地位

或有可能危害到正當利益。

2. 對未來檢查可能會讓正確的事實變得難掌握，或是可

能損害檢查的實效性。

3. 不僅對受檢金融機構帶來極大的影響，也有可能對金

融情勢全面造成不測的影響，無法確保金融體系全體

的安定性。

(二) 檢查資訊管理注意事項

檢查人員需依照行政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律、

一般行政文書管理相關規定等，來適當的管理檢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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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這時候要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不可洩漏在實施檢查時得知的秘密。

2. 除法律上的正當行為時可以使用外，不可將檢查等相

關情報使用在檢查、監督以外的目的。

3. 在處理金融機構的秘密事項及顧客個人隱私資訊時，

要細心的注意。

(三) 主任文書管理者等的實況掌握

主任文書管理者及領隊，必要時得對檢查人員是否

有掌握適當的資訊管理採取適當的措施。

(四) 檢查關係情報及檢查報告內容的處理

因為檢查關係情報及檢查報告內容包含了「檢查機

關的判斷」，應有保密義務，檢查機關有責任要進行管

理。因此領隊在實地檢查前，應對受檢金融機構說明，

檢查相關資料及檢查報告內容若未經領隊（實地調查結

束前）或檢查局審核課長（實地調查結束後）事前同

意，則不可對檢查、監督機關或是受檢金融機構以外的

第三者公開。

(五) 檢查資訊公開

為增進金融監理透明度與可預測性，檢查局會定期

公布其檢查人員查核所發現重要缺失案例及其行政處分

案例；另亦定期將對特定法規之解釋與發生疑義案件納

入問答集中。

五、其他

(一) 和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的合作

包含證券公司、投資信託委託業者、或是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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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業者等不同企業情況的金融機構形成金融聯合企業

的情況下，從對這些集團全體的綜合風險管理狀況進行

確實且有效率的檢查觀點來看，和證券交易監察委員會

間，必須進行合作實施同時檢查。

(二) 和日本銀行的合作

在實施檢查時，和日本銀行實施的考察之間，須充

分考慮確保適當的合作。

在檢查頻率方面，一般而言，係依受檢單位規模大

小而異，例如：三井住友、三菱東京UFJ及瑞穗等全國性

大型銀行，每年皆辦理檢查且每次約20位檢查人員，檢

查期間約2個月，並於檢查總行期間同時對其國內及海

外分行調閱相關資料進行檢查，故其對國內分行之檢查

大部分係依據檢查目的篩選分行辦理檢查；地區性銀行

檢查頻率約二至三年，外國銀行在日分行則約二至六年

（視前次檢查結果而調整）。而同一金融集團之各子公

司及母公司並未一定採同步檢查方式辦理。

而對保險公司之檢查頻率，主要亦視其營業規模而

定。原則上，大型保險公司每三至四年檢查一次，而小

型保險公司則每七至八年才檢查一次。至於海外分支機

構的檢查，則視預算及檢查人力而定，受檢單位包括子

公司、分公司及代表處。海外檢查由金融廳檢查人員四

至五人執行檢查工作，檢查時間約為一至二週。

自平成17年（西元2005年）起，檢查局每年均會

公布年度檢查基本方針，說明其檢查重點及年度檢查計

畫。以2010年8月27日（平成22年）公布之該年度檢查

基本方針（日本之年度為三月制）為例，其主要內容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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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平成21年之檢查重點在瞭解金融機構面對金融海嘯

之劇烈變化如何充分發揮其中介者功能與發展健全的風

險管理。而本（平成22年）年度之檢查目標則在瞭解金

融機構是否在資金融通及提供良好品質的金融商品方面

有扮演好應有的角色，以及具有足夠的財務基礎與健全

良好的風險管理。

檢查的基本政策：

(一) 促進落實執行檢查手冊所揭櫫的五大原則：即(i)聚焦於

重要風險事項 (ii)深入釐清與分析問題的原因並尋求根本

上的改善(iii)辨識問題、評估有無適當的力求改善、靜態

與動態層面的檢查(iv) 評等事項及問題的充分說明、應改

善項目的確認(v) 對檢查結果的正確瞭解。

(二) 發展較佳監理模式的各項措施：

1. 實施全面性的行動方案91。

2. 加強與其他監理機關的合作，如：與日本銀行、國外

監理機關間相關監理資訊的分享。

3. 加強與外部稽核人員的合作

由於外部稽核在查核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的功能日益重要，金融廳將加強與外部稽核人員之

合作。

4. 減少金融機構的負擔

鑒於以往實務檢查情形及業者之反映意見，將承襲

去年度之檢查政策，繼續減少金融機構檢查前須提供之

91 即：實施及強化較佳監理方案、加強與金融機構之對話及強化相關資訊的面向、增進

檢查能力、增加檢查人力、有系統的鼓勵金融機構自我改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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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檢查的基本架構：

1. 加強實地檢查與場外監控的整合

金融廳將整合檢查局實地檢查所獲金融機構經營

風險資料與分析情形與監督局場外監控所收集之資料

與分析結果。如該分析結果涉及法令規定之檢討與認

定則亦將與總務企劃局分享資訊。

2. 金融機構的檢查：

主要銀行

規劃辦理檢查時，由每兩年更換的領隊搭配助

理人員進行檢查行前分析工作。金融廳對主要銀行

的檢查係採專案檢查方式聚焦於部分業務，必要時

進行特定項目的主題式專案檢查。

地區性金融機構

金融廳將深化各地財政局的行前分析，並視金

融機構之規模與業務特性辦理更聚焦之專案檢查或

簡易檢查。

外國銀行

金融廳將視金融機構之規模與業務特性辦理更

聚焦之專案檢查或簡易檢查。另外，檢查局也將與

監督局合作舉辦場外公聽會以更加瞭解及掌握外國

銀行實際狀況。

保險公司

將於近期修正檢查手冊（具行政指導性質）另

外，檢查局也將與監督局合作舉辦場外公聽會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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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楚瞭解保險公司的實際狀況。

融資公司

金融廳將依法辦理對融資公司之檢查。由於融

資公司係向地方財務局註冊，檢查局將會加強對地

方財務局受託辦理對融資公司金融檢查之監督。

大型金融集團之檢查

金融集團檢查

金融廳將會查核該金融集團整體公司治理及

風險管理制度、利益衝突管理與客戶資料處理相

關之內部控制制度。必要時將與證券監視委員會

合作辦理。

全球性務擴展之回應

金融廳將與國外金融監理機關合作，辦理日

本國際金融集團或大型外國金融機構之檢查，以

注意其國際財務狀況。對於證券監視委員會辦理

國際性證券公司之檢查，檢查局於必要時亦將派

員協助。金融廳將藉派遣檢查局人員或運用海外

當地檢查人員，儘可能於早期分辨出全球性風

險。

委外機構之檢查

隨著金融機構委外業務（電腦系統相關事務）

或代理機構（保險業務）的不斷增加，除加強檢查

金融機構對該等委外業務機構之管理外，金融亦將

積極的對該等委外或代理機構辦理檢查。

對清算機構之檢查

金融廳將辦理清算機構之檢查，特別針對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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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安全之風險管理是否允當予以瞭解。

優先檢查項目

1. 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情形

為善盡金融機構融通中介之功能，管理階層對相

關業務之領導與承諾非常重要。金融廳不僅透過與金

融機構管理階層之對話，亦於必要時透過對其分行辦

理檢查的方式來瞭解金融機構在法令遵循、客戶保護

及對各種風險之管理是否確能落實融通中介之功能。

金融機構是否完整、理性、持續的分析並發展其

策略目標？所設定之策略性目標是否與其風險管理政

策一致？能具體的推動至所有營業單位？

是否能確保內部稽核制度的有效性？董事與內部

稽核是否能透過董事會持續的討論並善盡監督管理之

責？ 

2. 促進融資

過去幾年金融廳之檢查多注重金融機構是否已建

立適當的程序與安排，在適度的風險管理下，對於中

小企業及個人之實際狀況能以前瞻性角度予以支持，

以發揮其資金中介者功能。本年度亦將繼續關注。

確保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及個人（房貸）充分發揮

資金中介功能

對中小企業提供管理輔導與諮詢的支持

金融廳將查核金融機構是否已建立內部程序，

在每日基礎上持續對中小企業客戶訪視並提供各經

營階段的管理諮詢與輔導。其辦理成效將反映在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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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評等上，如有特殊優良輔導事績並將列為參考範

例。

3. 風險管理制度發展情形

整合性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管理

集團風險管理

保險公司之風險管理制度

鑒於金融海嘯期間保險公司發生之問題，金融

廳將特別針對保險公司之資產管理風險、保險承銷

風險及保單責任準備金管理制度進行查核。此外，

金融廳亦將瞭解保險公司是否建立整合性風險管理

制度，並進行壓力測試及依壓力測試結果調整公司

之管理。

資訊技術風險管理

金融廳將瞭解：金融機構管理階層是否致力於

資訊技術風險管理，而非僅將其委於資訊專家？對

電腦系統升級或整合等專案管理是否足夠？對系統

發生問題之緊急處理程序是否適當有效？金融廳亦

將對委外之電腦系統管理機構進行檢查。

4. 客戶保護及使用者方便性

良好的客戶保護及使用者方便性不僅有助於經濟

健全發展，也在顧客的信賴度提高下促進金融體系的

穩定。金融廳對本項之查核重點如下，必要時，亦將

與消費者事務部合作：

客戶保護

金融廳將瞭解金融機構之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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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之個人資料及企業相關資料建立嚴謹之控管程

序，以避免金融機構受僱人不當運用。

確保金融交易的安全與穩當。

對諮詢要求或申訴之適當回應

金融廳將會特別注意金融機構對客戶之諮詢

要求或申訴之處理是否適當，並能進一步檢討分

析發生之原因、採取適當措施以避免類似情形再

次發生。

對客戶的適當說明

由於金融商品愈來愈複雜與多樣化，金融機

構在銷售此類產品時應充分告知客戶產品特性及

其風險所在。金融廳除上述查核重點外，亦將注

意金融機構銷售時是否充分瞭解客戶之投資專業

知識、經驗及對風險的瞭解程度；是否在時間及

作業程序上加重客戶過多的負擔。金融廳也特別

對保險代理公司之銷售管理系統是否已妥適建置

及保險公司對保險代理人之管理是否允當，均將

予以瞭解。

使用者方便性

隨著社會大眾對金融機構之期待與要求的標準

日益提高，金融機構應在金融商品及服務上更努力

提高使用者的便利性。金融廳將就此部分持續正面

評估優秀金融機構所做的努力。

金融廳平成19年度之檢查計畫及檢查重點則

係以增進金融檢查品質為目標辦理金融檢查，以

呼應「較佳監理」的政策（“better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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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該廳採取優先導向法（priority-driven 

approach），特別聚焦於金融機構日益複雜與分散的

經營風險。

在檢查評等方面，檢查局於2008年1月全面推動實施金融檢

查評等制度（Financial Inspection Rating System）：

一、金融廳檢查局為落實風險為導向之監理與檢查、有效運用

檢查人力以提升檢查效能，並促使金融機構自動追求管理

上的進步及與監理檢查人員的對話溝通，規劃建置金融檢

查評等制度。該制度於2005年7月完成草案並於2006年1月

開始辦理試評後，於2007年4月1日起針對主要銀行先行實

施，其他機構（外銀分行、地區性銀行及信用合作社）則

自2008年1月開始實施之新檢查制度92。

二、該評等制度包括經營管理、法令遵循、客戶保護、綜和風

險管理、資本管理、信用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流動

性風險管理、資產評估管理、作業風險管理等十個評等項

目，評等等級分ABCD四個等級，並無綜合評等之設計。其

未設計綜合評等等級主要理由是認為，評等的目的主要是

瞭解金融機構在各評等項目的良窳，以作為監理檢查金融

機構之重點，綜合評等對如何聚焦該金融機構經營風險之

所在並無太大意義，且綜合評等如未妥善保密，恐將容易

引發金融機構的信譽風險。

三、對各評等項目並無檢查細項指標，檢查人員主要係參考檢

查手冊及該局所訂之「評定階段應注意事項」。檢查評等

初步結果會在檢查結束時的溝通檢討會中向受檢機構說

92 日本金融廳對試評階段及第一年的實施情形曾分別公布評等統計資料，詳參http://

www.fsa.go.jp/en/newsletter/2009/01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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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受檢機構對檢查評等結果如有異議，當場和檢查人員

討論後仍無一致看法時，可另向檢查局正式提出申訴。

四、檢查評等結果將反映在檢查局後續對該金融機構的檢查頻

率、範圍及深度上。

第三節　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

金融廳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主席下有次長二名，設有事

務局，負責證券檢查（證券檢查課）、犯罪調查（特別調查

課）、課徵金調查資訊揭露檢查（課徵金、揭露檢查課）。

自平成17年（西元2005年）起，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事務

局（證券檢查課）每年公布對證券業檢查的基本指針93，詳細說

明檢查相關作業要點，以增加檢查資訊的透明度。

依平成20年（西元2008年）修正公布的證券業檢查基本指

針，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以下簡稱「證券監視委」）的檢查

目的在於從事公益或保護投資者。依法對受檢證券業之業務或

財務狀況進行查核，以確實掌握經營管理及業務狀況。檢查結

果除將通知受檢機構外，必要時請求內閣總理大臣（金融廳長

官）提出適切的措施或提供必要之資訊等給監督部、局（對受

檢者具有監督權限者）。該檢查基本指針重要內容如下：

一、檢查人員應有下列態度：

(一) 認識檢查目的

檢查人員要將檢查的目的是為了公益或保護投資人

的理念放在心上。經常抱持著此一問題意識，努力的做

檢查。

93 參閱日本金融廳網站http://www.fsa.go.jp/sesc/kensa/sis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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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效的執行

檢查人員要衡量檢查事務的輕重及檢查日數，本著

依序、分擔的原則，有效率的執行檢查工作。

(三) 保持信用

檢查人員要努力維護品位與信用，不得洩漏執行檢

查業務時所得知之秘密。

(四) 掌握實況

檢查人員要經常保持穩健、冷靜的態度。慎重的聽

取受檢者的說明與答辯，掌握正確的實況並致力於解明

事實。

(五) 自我鑽研

檢查人員要充分理解金融、證券相關法令、各項規

則、金融商品市場動向、新的金融商品等，並努力習得

交易方法。

二、與相關部門的合作

證券監視委對財務局（指財務局、財務支局及沖繩綜合事

務局，以下同）做適當的指揮監督之同時，為了有效率且有效

果的從事檢查，證券監視委與財務局間、或財務局與財務局間

相互傳達必要之資訊或派遣檢查人員從事檢查的工作。

金融廳檢查局或監督局（財務局則為理財部或財務部）相

關部局間要尊重各自的獨立性並適當的合作。

三、與自律機構的資訊交換

1. 為了能夠與認可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等自律團體的檢

查部門交換資訊，應努力掌握業界及受檢者的實況。

2. 掌握自律機構業務檢查實施狀況，必要時做業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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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藉以提高自律機構的功能。

四、檢查程序

(一) 檢查種類

1. 一般檢查

與受檢者有關的業務營運等全盤性有關者，根據

各種資訊、 前次檢查的結果及檢查週期等綜合性的考

量之後實施檢查。

2. 特別檢查

針對受檢對象的業務營運等其中的一部份，根據

資訊做機動性的檢查。

(二) 檢查方式

檢查原則上是前往受檢者的總部、分店或其他營

業場所等訪問、檢查帳簿文件等（以下稱「臨店檢

查」）。94 

(三) 檢查預告

證券監視委及財務檢查原則上採無預告制。（依受

檢機構之業務特性及檢查重點，在檢查效率等因素的考

慮下得採事先預告制95）

(四) 檢查基準日

檢查基準日是以開始實施檢查為基準的特定日，原

94 現物檢查：為瞭解受檢機構的實際狀況及執行各項業務是否妥適，主任檢查官判斷有

必要者，得讓檢查人員赴受檢機構職員執行業務之辦公室或資料保管處，適當抽選相

關資料並進行閱覽。
  從客戶端的反面調查：經主任檢查官判斷，為瞭解客戶與受檢機構間交易情形，於證

券檢查科長（在財務局的證券監視官等）的指示下進行相關調查。
95 證券監視委自2009.4開始實施預告制度，初期僅適用大型證券業者。而對追查違法

案件之檢查則仍採非預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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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是開始臨店檢查的前一日。

(五) 實施檢查時的留意事項

1. 提示「檢查命令書」及說明事項

主任檢查官於著手前往臨店檢查時，需對受檢者

的負責人提示「檢查命令書」及檢查證，並說明以下

事項：

檢查的權限及目的

請求協助檢查

檢查監控（monitor）的概要

意見申復制度概要

其他必要的事項

2. 考量受檢者的就業時間

主任檢查官要留意不要妨礙到受檢者的業務等。

檢查原則上以受檢者的工作時間內為之。即使是

取得了受檢者的同意，但若無合理的理由仍不宜在一

般的就業時間外做檢查。

3. 從事有效率且有效果的檢查

主任檢查官在臨店檢查期間，與受檢者間就檢查

的進度、受檢者對應檢查的狀況、適度的意見交換，

致力於從事有效率且有效果的檢查。主任檢查官可藉

由與受檢者的意見交換來討論檢查官的檢查方法等，

藉以做到高效率的檢查。

4. 檢查的基本方針及檢查手冊的處理

檢查人員於實施檢查時，需以「檢查基本方針」

為依據，靈活運用「檢查手冊」，努力掌握受檢者的

實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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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檢查手冊」所列舉的確認項目僅僅是以

列舉的方式，對受檢者模擬所要確認的事項而已，仍

應充分考量受檢者的規模、 業務狀況、所處理的商品

內容等。留意對各項目的監察，避免流於機械性、畫

一性的檢証。

再者，實施檢查時也要參考「監督方針」。

5. 意見聽取

檢查官要與幹部面談時，若受檢單位提出希望其

他幹部列席之要求時，檢查官可在不妨礙檢查的前提

下答應其要求。

若不允許其同席受訪時，應向受檢者做合理的說

明。

6. 記錄事實及過程

檢查人員透過訪談或對帳簿、其他票證文件的調

查、檢討，確實掌握問題點並向主任檢查官報告

後，可要求受檢者提出書面文件作為事實的確認。

檢查人員必要時可將記載著該事實及過程之文件，

經受檢者確認後記載下來。

7. 掌握業務營運的基本問題

檢查人員於檢查時所提出之業務營運上的問題，

透過詳細的事實或過程關係分析，不僅要檢驗有無抵

觸法令規定，還要檢討內部管理或風險管理等管理上

問題之相關性，追究業務營運上的問題發生原因。再

者，透過業務營運上的相互關連性，掌握經營管理上

的基本問題。

8. 問題發生時的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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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官於從事檢查時碰到有拒絕受檢、妨礙檢

查、規避檢查及其他重大事故以致無法順利進行檢查

時，應努力說服受檢者，同時將其事故發生過程及事

實等相關事項詳細記載，立即向證券監視委事務局檢

查課長（以下稱「證券檢查課長」。財務局等則為證

券交易等檢查官）報告並接受指示。

此時，要對受檢單位的負責人做事實確認，同時

要求出具拒絕受檢的理由文件。

(六) 徵求檢查資料

1. 有效利用既有的資料

檢查人員原則上要利用受檢者既有的資料以減輕

受檢單位的負擔。又需徵求既有資料之外的資料時，

要充分檢討要求提供該資料的必要性。

受檢者若希望以電子媒體提供資料時，檢查官應

在不妨礙檢查業務進行的狀況下答應其要求。

2. 資料徵求的迅速化

檢查人員要求受檢單位提供資料時，原則上須透

過內部管理部門等做單一的窗口，適切說明所要求提

供的資料內容概要。

3. 資料的歸還等

檢查人員於臨店檢查期間，要求帶出或歸還時受

檢者的業務相關資料時，應在不妨礙檢查的範圍內允

許從檢查場所帶出或歸還。

(七) 檢查監測（Monitor）

所謂檢查監測（Monitor）係指透過聽取受檢者的

意見掌握檢查的實際狀況。證券監視委及財務局應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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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實施之同時，為了提高檢查的效率而採取以下的做

法：

1. 向受檢者說明

主任檢查官原則上於檢查日要向受檢單位的負責

人說明檢查監測概要。

2. 檢查監測概要

檢查監測概要可透過「意見聽取」及「受理意

見」兩個方法來實施。意見僅限於檢查官的檢查方

法。

聽取意見

實施者

實施者若為證券監視委事務局則是證券監視

委事務局總務課長（以下稱「 總務課長」）或總

務課長所指定者。

在財務局原則上是證券交易監視官或證券交

易監視官所指定者（必要時事證券監視委事務局

的實施者）。

實施方法

實施者判斷是屬於確保檢查的適切性所必要

者時，在檢查期間可訪問受檢者，針對檢查人員

的檢查手法聽取負責人的意見。

受理意見

意見提出方法

透過電子郵件或郵送

提出對象

提出對象，證券監視委檢查者提給總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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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財務局等檢查者原則上提給證券交易監視

官，但亦可提給總務課長。

受理期間

從臨店檢查開始之日起到檢查終了日（交付

檢查結果通知書之日）的1個月後（從檢查終了日

次日起算30日內）。

處理

從受檢單位所獲得的意見有助於適當且高效率

的檢查，對掌握檢查的實況有所幫助，必要時可由

主任檢查官來指示。

(八) 講評

1. 主任檢查官針對檢查期間所認定的事實，與受檢者充

分討論，臨店檢查終了時要確認與受檢者間的事實認

知是否有出入。96 

2. 主任檢查官於臨店檢查後，整理好指責事項階段，透

過以下的方法向受檢單位的負責人做該次檢查的講

評：

證券檢查課長（在財務局則為證券交易等監視

官）判斷對公益或投資者保護上有緊急性時，亦可以

不做講評。

傳達檢查所認定的事實中，有違反法令或公益或在

投資者保護上有問題的業務或財產狀況（以下稱

「法令違反事項」）

確認上述中，意見不同的事項（以下稱「意見不

96 實地檢查結束後，在整理檢查結果之際，除確實掌握每個案例之事實情形外，也要準

確的掌握是什麼原因造成案例的特徵及現象，點出問題點並加以整理。



第肆篇　日本金融檢查制度 ���

同事項」）

3. 主任檢查官針對講評內容有所變化，必要時可說明另

做講評。

4. 講評時的出席者

當局

原則上除主任檢查官外，配置1名承辦檢查人

員。

受檢者

受檢單位的負責人必須出席。負責人若希望受

檢單位的其他幹部、職員出席時，在不妨礙檢查的

情況下，可讓其出席。

5. 講評方法

講評由主任檢察官以口頭方式傳達給負責人。

(九) 意見申復制度

意見申復制度是為了維持或提高證券監視委或財務

局等的檢查水準，確保檢查手續的透明性、公正性，所

採取的以下措施：

1. 向受檢者說明

主任檢察官原則上於著手檢查時及講評時向受檢

的負責人說明意見申復制度。

2. 意見申復制度的概要

意見申復書的提出等

經確認不同意見的事項，將相關事實及申復者

（受檢者的代表人）的意見記載於意見申復書

上，並附上必要的附件資料，以申復者的名義直

接或經由主任檢察官提給證券監視委事務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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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認識不同的過程、意見不同的事項、

以及與檢察官討論的過程用書面提出。

意見申復，原則上僅限於意見不同事項。

意見申復書的提出期間，從向對負責人做檢查講

評結束之日起3天內（從講評結束後的次日算起，

不含行政機構的休假日）提出。但若要求延長提

出日（從講評終了日起3日內）者，可再延長2日

（扣除行政機構的休假日）。若以郵寄的方式提

出者以郵戳日（延長時亦同）為憑。

意見申復書的附件未能於提出期限內備齊者可於

事後補送。

意見申復者若要撤回意見申復書時，應提出「撤

銷申請書」請求撤回意見申復書。

審理手續等

意見申復書根據證券監視委事務局（證券檢查課以

外的課）所做成的審查結果（草案）交由證券監視

委審理。

審理結果反映在檢查結果通知書。

審理結果的回答方法

審理結果以「檢查結果通知書」形式處理。

(十) 檢查結果的通知

檢查結果，經證券監視委的表決後迅速的以證券監

視委主席名義（若是財務局等則由財務局長說明後迅速

以財務局長名義）交付給受檢單位的負責人。

(十一) 檢查結果的公布

1. 檢查結果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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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證券監視委的事務營運透明性，達到公正

的事務處理藉以保護投資人，證券監視委及財務局等

所做之檢查事務處理狀況，本著國家公務員的守密義

務，以下列方式公布在網站上：

屬於勸告程度（行政處分）的案件97，於檢查結束後

隨即公布。原則上同時公布受檢者名稱。

即使未到勸告程度的案件，但認定有必要公布者亦

得適當的公布。惟原則上不公布受檢者名稱。

有關證券監視委的檢查事務處理狀況每年彙總一

次。惟若從公益或對投資者影響的觀點而言不適合

公布者，則可以不予公布。

2. 有關受檢對象的公布

為了檢証法律遵循狀況，希望能有更多受檢者的

相關資訊時，原則上可於臨店檢查期間中（若屬於預

告檢查，則是從預告日起至臨店檢查終了的期間）將

受檢者公布於網路上。

97 檢查結果如涉違反法規，則由金融廳監督局證券課進行行政處分。檢查時，監督局亦

會提供相關場外（off-site）分析資訊予證券監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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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檢查流程圖詳如下表 98：

98 摘自證券監視委員會網站公布之證券業檢查基本指針之附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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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事務局需於每一年度開始，依

效率與效能原則，並充分考量監督局之監督政策與金融商品的

環境變化，制定「檢查基本政策」與「檢查基本計畫」後對外

公布。

以2009年8月7日公布之該年度檢查基本政策及檢查計畫

（日本之年度為三月制）為例，當年度之檢查重點主要係配合

日本金融商品法修訂所擴大之檢查範圍，並呼應全球金融危機

所產生的應予關注事項，重點摘要如下：

一、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的檢查應該是依受檢機構規模大小與

風險圖像而異的以風險為基礎的檢查；其檢查使金融商品

機構能認知其係確保金融與資本市場公正與健全的守門者

角色；且檢查對整合性風險採用前瞻性作法，以便為未來

預做準備。

二、有效能的檢查能促使受檢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不斷的進

步。

三、為使檢查更具效率與效能所採取的措施：試行預先通知機

制、檢查期間的加強對話溝通、採行風險聚焦方式選定受

檢金融機構及檢查重點項目、藉公布檢查手冊使檢查程序

更加透明化及增加檢查的可預測性。

四、有效率與效能的檢查重點如下：

(一) 確認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二) 鑑於近期發生的次貸危機，查核重點將放在證券化的過

程，如承銷的查核、風險管理及其他金融機構在安排、

承銷及銷售證券化商品等的系統。

(三) 配合金融商品交易法修訂，在防止利益衝突的內部控制

制度加強下，得放寬證券、銀行及其他業間的防火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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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對此部分的遵守情形亦將與以

瞭解。對全球性的金融機構會特別瞭解其整體風險管理

品質。

該年度（平成21年）檢查政策全文摘錄如下：

1. 基本想法

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的使命是確保市場的公正

性、透明性以及為保護投資人而做的市場監視。證券

檢查是為了達成上述使命而賦予證券監視委的重要手

段之一。

近年來隨著受檢業者範圍的擴大以及此次全球性

金融危機的來臨，而感到有更進一步詳細檢查的必要

性。包含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在內的法令歷經多次修正

的結果，證券監視委的檢查對象由幾百家證券公司增

加到9千多家，還包含各種行業，金融商品交易業者

大幅增加。在此一情況下，檢查手法不能再沿用一體

適用的方法。證券檢查要依據行業特性、各業者的規

模與風險採取所謂以風險為考量（Risk Base）的彈性

手法，以更進一步提高證券檢查的效率與實效性。確

保交易的公正性是基本要求外，要將確保公益投資人

保護放在心上更進一步充實以內部管理機制為主的檢

查。

希望作為市場仲介者守門人（Gatekeeper）的金融

商品交易業者能更進一步發揮公共的角色，也希望證

券監視委扮演守門人之同時更深入、更廣泛發揮市場

監視的功能亦即發揮重視對話的（Better Regulation）

監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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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顯現出有更一步充實對

資本市場或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做檢查、 監督的必要

性。在全球市場活動中的金融商品交易業者一旦發生

經營破綻將引起市場的大混亂，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

風險。更有甚者今日的資本市場的功能發揮深刻地仰

賴著IT（資訊）系統。在證券檢查方面，包含金融商

品交易業者的財務健全性在內，希望有更廣泛的風險

管理機制。

為了因應此一大幅度的變化，證券監視委需比過

去更有效率、更有效果的追求檢查。

證券監視委去年（平成20年）九月成立了「證券

檢查相關業務點檢計畫（Project）」共討論了10個議

題。去年12月25日公佈了該計畫的檢討狀況。在該計

畫中為了提高更有效率、更有效果的證券檢查，而嘗試

引進預告檢查、加強檢查中的意見交換、檢查的品質管

理等。從今年度起，能付諸實施者將儘快付諸實施。

試行引進預告檢查或與經營階層的對話（exit 

meeting）等方向已經確定的項目現歸納在目前徵詢公

眾意見（Public comment）的「有關證券檢查的基本方

針」中。

所謂「效率的檢查」，是指為了彌補原本希望透

過充實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內部管機制來強化市場規

律，讓金融商品交易業者本身盡了最大的自我改善仍

有不足之處所做的檢查。又所謂「效果的檢查」是指

檢查的結果可讓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內部管理機制得

以持續性的改善，進而提高市場參與者的信賴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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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為了實現此一有效率、有效果的檢查，先提條

件是不可缺少與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對話、與相關部門

合作。

具體的做法是注意以下各點，做有效率、有效果

的檢查：

基本上是檢查有無違反法令或市場規範的行為，將

確保公益或投資者放在心上，根據金融商品交易業

者的規模、特性，以該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內部管

理機制是否適當為焦點的檢查。

選定檢查對象時，盡可能的認識其內在的風險，分

析受檢者的風險所在並以該風險為焦點來做差異化

檢查。

為建立具有實效性的內部管理機制以助金融商品交

易業者的自主處理，在臨店檢查開始時與終了時，

要與經營者相互交換意見，實施重視雙向對話的檢

查。

為了提高檢查的透明性、預測的可能性，必要時將

修改「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等檢查手冊」並公布之。

此外，經過此次次級房貸的問題發生，隨著證券

化商品的全球性流傳，所帶來的風險管理上的問題特

別要將檢查的重點放在證券化商品的組成、承銷、銷

售等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承銷審查機制、風險管理機

制及銷售管理機制等。

又，從社會要求修正證券、銀行等行業間的防火

牆規範、建構利益相反管理體制的角度來看，身為證

券監視委也必須對此做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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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證券監視委必要時可建議金融廳等採取行

政處分，同時就關心新的市場規範上可採取建議等的

適切對應。

2. 平成21年度（2009年）的檢查實施方針

邁向有效率且有效果的檢查

根據風險做高密度的檢查

從機動且有效率檢查的觀點，依照風險程度

來制定檢查計畫。精確的掌握、分析市場動向等

資訊之同時，將受檢者在市場中的地位與問題點

等做綜合的判斷，彈性的選擇受檢對象，作為判

斷檢查優先順序的基準。此時，若有市場的跨業

性主題者，必要時對具有共同課題的檢查對象

做機動性的特別檢查。又，必要時專注於以業

務改善命令所指出的問題點或檢查中所指責的

問題點等的改善狀況來實施特別檢查（「追蹤檢

查」）。

加強與相關部署間的合作

為了提高檢查的效率性與實效性，需加強支

援檢查人員的備援辦公室體制。又，為了得與財

務局監視官部門間共享檢查的方法或問題意識，

除了透過加強證券監視委支援體制外，也要積極

的從事共同檢查或與檢查人員交流。

又，因應金融商品交易的全球化發展，為了

對展開高度國際化發展的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做適

切的檢查，需再進一步加強相關部門的合作，形

成問題的共識與統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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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部局間的合作，是指角色的適當分擔，透

過監督掌握檢查的有效資訊，或透過檢查掌握

監督的有效資訊，共同擁有相互間的問題意識

或資訊，藉以適切的合作。

․與金融廳檢查局間的合作，則從共有問題意

識、對同一集團內的受檢者以順利展開檢查的

觀點，必要時可對構成金融集團內的受檢者實

施同步檢查或資訊交換等。

․與自律機構間的合作，從致力於掌握業界或自

律機構發揮功能的觀點來看，可藉由定時或不

定時的資交換做必要的合作。

․與國外證券規範當局間的合作，針對外資系的

受檢對象或在國外設有據點的本國受檢對象可

透過必要的資訊交換來加強合作。也可以在國

際性大金融機構內設置專門的監督部門，藉以

和主要的外國證券監督當局做適切的合作。

公佈檢查基本指針及檢查手冊的修正

從實施效率的、有效的檢查或減輕受檢者負

擔的觀點看，前述「業務點檢計畫」中準備引進

預告檢查或與經營者對話等一定方向性的固定項

目，則放入「有關證券檢查基本指針」 中，並附

上公開意見。又，隨著「董監事兼職限制」規定

的取消，從建構金融集團綜合性的內部管理體制

觀點，有義務充實利益衝突管理體制，並賦予證

券監視委檢查的權限。在此前提下，將檢查的著

眼點都記載在「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等檢查手冊」



第肆篇　日本金融檢查制度 ���

中。

查核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自助努力（內部管理機

制應有的方法）

有關檢查所指出的業務問題點，經由事實相

關事項與過程的分析，不僅檢查是否與法令規定

牴觸，也要檢查受檢對象的內部管理機制。內部

管理機制是掌握受檢者對風險管理心態的重要因

素，希望受檢對象的管理體制不是形式上的東西

而是有效的、有實效性的東西。又，掌握問題點

時，也要將做為受檢者的組織責任做重點式的檢

查。 

集團一體型檢查的著眼點

在檢查同一集團內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集團

內交易情況時，要檢查業者處理顧客資料的情

形、業者是否有制定防範利益輸送交易的規定等

內部管理機制。特別是有關利益衝突方面，身為

企業集團者有義務做好利益衝突的管理體制。要

檢查集團企業間的交易是否有傷害到顧客的利

益。再者，也要檢查集團內的企業對受檢者的影

響，必要時要掌握控股公司等集團的整體實況。

重點查核範圍

檢驗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市場仲介功能

透過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顧客管理、買賣審

查、承銷審查等，事前防範濫用市場的參與者的

介入，扮演守門人的角色極為重要，故檢查時要

查核其是否適切的扮演好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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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因應反社會勢力（泛指暴力集團或黑

社會力量）方面，查核是否建立了藉由資訊的收

集等來做事前防範反社會勢力的交易體制。查核

是否建立了透過公司內部的規定來確保交易的實

效性。同時也查核開立帳戶時是否適當的做了本

人確認的動作。

再者，為了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功能與健全

發展，從事有價證券承銷的業務時，是否從保護

投資者的觀點，適當地做了承銷審查、資訊管

理、行銷管理、分配等。針對從事CDO等證券化商

品或高風險的衍生性商品組成、承銷、行銷等的

金融商品交易業者，檢查其承銷審查機制、風險

管理機制及行銷管理機制等。

再者，查核是否會因系統障礙而妨礙了有價

證券的順利流通，查核是否持續性的做好系統風

險的適當管理。

查核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風險管理機制

雖然基本上是以檢查是否違反法令等行為為

主，但必要時也要查核風險管理的機制。

風險分為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

等。但是當今資本市場的功能能否發揮仰賴著資

訊（IT）系統，故應將系統風險放在心上。又，

鑑於當今的全球性資本市場現況也必須考慮系統

風險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因此針對活躍於全球市

場的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檢查，也應包含系統風

險與確保財務的健全性等風險管理機制。



第肆篇　日本金融檢查制度 ���

又，針對從事外匯保證金交易的金融商品交

易業者，也要查核其區分管理的適當性、財務的

健全性等風險管理體制。

查核法人相關資訊的管理機制（事前防範不公平

的內部交易）

從「事前防範不公平的內部交易」觀點而

言，要查核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及登錄金融機構中

的法人資訊是否有適當的管理。具體而言，是否

建構了有效性的管理機制來做法人相關資訊的登

錄、董監事的股票交易、資訊的隔離與買賣審查

等。

查核投資運用業者的業務適當性

投資運用業者受到投資者的信賴，為了投資

者的利益而從事資金的運用，但是投資者要核對

其運用狀況卻非常困難。因此從保護投資者的角

度，要繼續查核投資運用業者的「忠實義務」與

「善盡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法令遵循狀況。特別

是針對運用不動產投資法人資產的投資運用業

者，要檢查是否有從利害關係人處取得資產等未

能善盡管理人義務等法令遵循狀況，或利益衝突

的管理機制以及實務勘查的有效性等。

查核有無可能阻礙公正價格形成的行為

公正價格的形成是建立公正且透明的金融資

本市場之基本。不僅要查核有無可能阻礙此一公

正價格的形成行為，對其買賣管理機制也要檢

查。在此情況下，必要時也要檢查限制買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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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管理機制（包含與發生有關公平的管理機

制）。

又，針對透過網路交易或DMA等電子媒體交

易的金融商品交易業者，顧及其下單即是進入交

易的特質，故對其買賣的管理機制要加以查核。

查核投資勸誘惑顧客對應狀況

從投資者保護、確保誠實且公正的營業觀

點，需針對適切的投資勸誘惑、顧客對應狀況做

檢查。在檢查投資勸誘狀況時特別要從「適合性

原則」的觀點來做檢查。例如檢查是否有綜合考

量顧客的知識與經驗，並配合其情況做有責任的

說明。此外，針對投資者最初接觸到金融商品的

媒體廣告，是否有誤導投資者對其投資效果或市

場因素變化產生誤解的表示。

另方面，在檢查顧客對應方面，必要時也需

檢查股票電子化後的股票轉帳制度、金融商品交

易業者的業務是否適當。

查核自律機構是否發揮適切的功能

查核自律機構是否發揮實效性的自律業務功

能。是否有充分的機制讓其發揮功能。具體而

言，例如查核有無制定對會員的規範規定及考

查、處分的機制、上市審查、管理等。又，在檢

查上市審查、管理時須收集發行公司、上市公司

是否與反社會勢力集團有關的資訊。為了防止反

社會勢力集團介入金融、資本市場所採取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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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鑑於身為市場公共設施的交易所之重

要性，要檢查交易所是否有建構維護交易所的金

融商品營運順利的風險管理機制。

查核新的檢查對象、金融商品等

隨著證券監視委的檢查對象範圍的擴大，應

努力掌握集團投資架構等新檢查對象的現況，將

投資人保護放在心上，確立檢查手法或專業技

術。對新從事金融商品交易的金融商品交易業者

必要時掌握其經營現況。

查核過去檢查所指責的問題改善狀況 

鑑於過去檢查所指出違反法令規定的行為經

常仍有未改善的情況，故檢查前次指責問題點的

改善狀況，對同樣問題重複發生者予以嚴格的處

分。

而2010年4月6日公布之當年度檢查政策及檢查計畫，證券

交易監視委員會宣布之檢查重點為：

一、有鑑於近年來金融環境的快速變化（一連串的金融改革使

得檢查金融機構之家數由幾百家急速增加至九千多家、全

球金融危機、廣泛透過資訊系統的金融商品交易等），證

券檢查將採行－以更多的風險基礎分析之檢查規劃、預先

通知檢查制度、與其他監理機關更加緊密的合作及檢討修

正檢查手冊等措施。

二、在預防系統性危機方面，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將著重在確

認市場有重要地位之證券機構的內部控制制度允當性。

三、在確保電腦系統的可信賴性方面，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將

致力於確認金融商品業務操作資訊系統之風險管理的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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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四、在消費者保護方面，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將持續注意瞭解

金融機構對消費者的勸誘、權益保護及較複雜商品的風險

告知。對近期常發現的地下金融交易則將予調查機構密切

合作；持續關注證券機構擔任中介者時對客戶、交易檢視

及未公開公司資訊的管理。

對證券商之海外分支機構及子公司，一般而言，證券交易

監視委員會係視其整體集團風險高低而決定是否辦理檢查。

目前為止，由於證券機構之家數變動幅度很大，證券交易

監視委員會並未規劃建置證券檢查評等制度。

第四節　會計師審計監理委員會

會計師審計監理委員會係依日本會計師法之規定於2004年4

月1日成立，隸屬於日本金融廳下，但運作獨立之機構。該委員

會有十名委員，由內閣總理任命，計有一名主席、一名全職委

員及八名兼任委員，任期三年，受有任期保障。下設事務局，

員工在2009年底有55名，其中實地檢查人員共33名。下設兩個

部門：總務試驗室及審查檢查室，分別負責一般事務與對會計

師的懲處、對會計師之品質管理控制審查或檢查。

會計師之品質管理控制審查係由日本會計師協會（JICPA）

辦理，必要時方由會計師審計監理委員會派員進行實地檢查。

會計師審計監理委員會派員進行實地檢查之檢查對象除會計師

外，亦包含會計師事務及日本會計師協會。其檢查進行方式亦

與檢查局、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類似，並已公布於該會網站

上99。

99 平成20年公布之公認會計士監查審查會辦理檢查基本指針請參閱日本金融廳網站

http://www.fsa.go.jp/cpaaob/shinsakensa/kouhyou/2008060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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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銀行之檢查

日本銀行係日本的中央銀行，創立於1882年，為政府之

銀行、銀行之銀行，並發行通貨，負責貨幣政策之執行並擔任

最近融通者角色。日本銀行負責考查業務之單位為金融機構

局100，員工人數約300人101。考查範圍為監督銀行資金清算的相

關業務與維護市場信用秩序。

依日本銀行法第44條規定，日本銀行對在該行設有清算

帳戶之金融機構（含銀行、證券商等）依其彼此之「考查約定

書」之契約關係得對該等金融機構進行考查。考查約定書主要

內容如下102：

一、日本銀行辦理考查前，如無其他特別情況，應至少於一個

月前通知受檢機構其考查目的、考查範圍及實地考查日

期，並取得受檢機構之同意。（考查約定書第3條）

二、受檢機構於接獲通知後可表示拒絕考查、要求更改受檢日

期，惟均需有正當理由並以書面提示。（考查約定書第4

條）

三、受檢機構同意受檢後，如有特殊理由，日本銀行或受檢機

構可互相協商變更受檢日期或檢查範圍（考查約定書第5

條）、日本銀行於實地檢查前應告知檢查人員名單及職稱

（考查約定書第6條）、檢查人員於檢查期間應攜帶身分識

別證件。（考查約定書第7條）

四、為考查業務需要，可在實地考查以外時間，與受檢單位協

100 金融機構局之主要職掌：維持信用秩序政策相關基本事項之企劃、立案；決定與維持

信用秩序有關之具體融通事項；辦理金融機構之實地考查與場外監控。
101 截至2010.3日本銀行全行員工人數為4804人。
102 摘自http://www.boj.or.jp/en/finsys/exam_monit/kei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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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要求申報財務及營業狀況之報告或資料，以實施場外監

控之報表稽核。另受檢機構亦得拒絕提供實地檢查要求提

供之資料。（考查約定書第9條）

五、日本銀行及受檢機構對考查期間或以外時間所取得之資

料、檢查結果等資訊應負保密義務。（考查約定書第12

條）

六、對受檢機構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資料、拒絕接受檢查、故

亦提供不實資訊等事項，日本銀行再一次通知受檢機構補

正後，得依規定暫停或撤銷與該金融機構之清算帳戶，並

得對外公開相關資訊由社會大眾評價。（考查約定書第13

條）

七、日本銀行在進行考查時，宜審慎考量對金融機構所造成之

事務負擔。（考查約定書第14條）

八、約定書之任何爭議及訴訟事宜，其管轄法院為東京地區法

院。（考查約定書第16條）

其他日本銀行法相關考查規定103 如下：

一、日本銀行為使金融機構之業務得以適切經營，與其締結考

查契約。並採預告式考查，事前通知受檢機構。（日本銀

行法第44條）

二、日本銀行應金融廳首長之請求，得對其提出考查結果之書

類及其他相關考查資料，且金融廳職員亦有權閱覽該等資

料。（日本銀行法第44條、施行令第11條）

金融機構維持健全的管理是金融穩定的首要前提，因此日

本銀行實地考查的重點在於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制度之查核（檢

103 摘自謝人俊、黃淑君，「日本銀行與我國中央銀行金融檢查業務之比較」，金融監理

與風險管理選輯，中央存保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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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手冊未對外公布），如發現有違反金融法規之情事，得洽請

金融廳辦理處分事宜。日本銀行之考查與金融廳之檢查目的不

同，故皆各自運作，惟為避免與金融廳之檢查重疊，造成金融

機構的負擔，日本銀行之考查會儘量與金融廳之檢查錯開，考

查結果報告一般並無分送金融廳及財務省，如有需要則由雙方

協商提供。為加強檢查資訊公開，日本銀行亦每年公布前一年

度之檢查情形（含受檢機構、檢查起迄日期、檢查報告發送日

期、檢查性質104）

日本銀行每年皆由其政策委員會通過其年度實地考查政

策，以確立當年度之檢查觀念與實地考查重點，並敘明前年度

檢查結果。以其2009.3.25公布之該年度實地考查政策為例，

其分別從信用風險管理、市場風險管理、流動性及清算風險管

理、作業風險管理、業務管理（內部稽核、資本適足、壓力測

試）、盈利及資本強度等六大方向揭示其考查重點。

日本銀行自2008年起，開始採行以風險為基礎之實地考查

制度，其以金融機構之風險對整體金融體系之衝擊程度、金融

機構在風險承受與資本強度的實際管理情形兩方面來決定其考

查頻率、考查範圍及檢查人數。一般而言，大型國內金融機構

約二至三年考查一次，小而佳之金融機構則約四、五年考查一

次。其內部亦建置有金融機構之考查評等，惟並未對外公布相

關評等事項。

104 分為通常檢查、部分檢查（特定業務事項）及システム檢查（受檢機構特定管理狀況

之檢查）。詳參http://www.boj.or.jp/finsys/exam_monit/exampolic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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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財務省之檢查

財務省所屬的地方財政局接受金融廳之委託辦理對地方金

融機構之檢查。相關檢查作業均受金融廳之監督指導。

此外，其國際局則依據外匯與國際貿易法第六十八條第一

項（一九四九年頒布之第二二八號法規）、防止犯罪資金轉移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二○○七年頒布之第二二號法規）對金融

機構辦理檢查。檢查結束後，檢查人員會提出糾正事項草案，

請受檢機構於一定期間內提出具體改善作法（含改善情形及預

定完成時間）後，再決定是否提列正式檢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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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篇　我國金融檢查制度

第一章　金融檢查分工之沿革

過去我國金融監理制度類似美國作法，採分業監理與分工

檢查之多元監理制度，行政管理權集中財政部（分別由所屬之

金融局、保險司及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理），而金融

檢查權則分屬財政部、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雖陸續建立有金融檢查作業檢討委員會及金融檢查委員會

等機制，以協調、整合及聯繫有關金檢事項，提高整體金融檢

查績效，惟多頭馬車的監理制度，仍產生疊床架屋的管理問

題。另90年6月公布「金融控股公司法」之後，國內金控集團跨

業合併或異業結盟者日漸增多，在多元監理機構下，對金融集

團同時擁有銀行、證券、保險子公司者之關係人交易在所屬金

融機構間移轉之監督不易。財政部爰函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至立法院審議，期使金融監理制度由原

來的多元化改變成垂直整合的一元化監理，以健全金融機構業

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此草案經九十二

年七月十日立法院第五屆第三會期臨時會三讀通過，並經總統

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於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設立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實踐金融監理一元化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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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我國負責金融檢查單位之變遷如下表：

時間

（民國）

辦理

金檢單位
             說       明

20.3.28 財政部 國民政府制定公布銀行法，規定財政部負責全國金融

機構之檢查業務。

51.2.2 中央銀行 1. 財政部訂定「財政部授權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

業務辦法」，授權50.7.1在台復業之中央銀行檢查

全國金融機構業務。（另於64.7.4修訂銀行法第45

條，以法律授權委託辦理）

2. 中央銀行旋於51.4.24訂定「中央銀行檢查金融機構

業務辦法」，成立金融業務檢查處，負責辦理金融

檢查。（另於68.11.8增訂中央銀行法第38條，賦予

中央銀行得辦理金融檢查，並得與財政部之委託檢

查配合辦理）

60.2.11 中央銀行

合作金庫

中央銀行訂定「中央銀行委託台灣省合作金庫檢查信

用合作社業務辦法」，複委託合庫檢查信用合作社。

61.2.9 中央銀行

合作金庫

中央銀行訂定「中央銀行委託台灣省合作金庫檢查農

會信用部業務辦法」，複委託合庫檢查農會信用部。

66.7.5 中央銀行

合作金庫

中央銀行訂定「中央銀行委託台灣省合作金庫檢查漁

會信用部業務辦法」，複委託合庫檢查漁會信用部。

76.1.5 中央銀行

合作金庫

中央存保

1. 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會銜呈報，經行政院於75.4.17核

定「金融業務檢查分工方案」，確立中央存保參與

檢查金融機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74.9.27正式

營業，並依存款保險條例之規定，於必要時得經主

管機關洽商央行核准後檢查要保機構。）

2. 財政部76.1.5訂定「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要保機

構業務辦法」，中央存保公司正式參與金融檢查。

（僅限於要保基層金融機構及商業銀行、信託投資

公司）

81.10.9 中央銀行

合作金庫

中央存保

財政部金

融局

行政院修訂「金融業務檢查分工方案」，由財政部辦

理民國80年7月以後新設立商業銀行之金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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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22 中央銀行

合作金庫

中央存保

財政部金

融局

財政部保

險司

財政部證

期會

依84.12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報行政院核定之「金融監

督管理改進方案」：

1. 財政部：

民國八十年以後新設之商業銀行。

民國八十年以前設立之部分本國銀行、信託投資

公司及外國銀行在台分行。

全國保險業（由保險司負責檢查）及證券金融公

司（由證券主管機關負責檢查）。

2. 中央銀行：

民國八十年以前設立除由財政部及中央存款保險

公司檢查者以外之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在台分

行。

郵政儲金匯業局。

全體票券金融公司。

3.中央存保：

已參加存款保險之基層金融機構（信合社及農漁

會信用部）。

原為合庫檢查且未參加存保之基層金融機構暫由

中央存保負責其金檢工作。

85.7.1 中央銀行

中央存保

財政部金

融局

財政部證

期會

財政部保

險司

由於基層金融機構均為合作金庫股東，合作金庫檢

查基層金融機構被批評為球員兼裁判，因此合作金

庫依行政院核定正式退出基層金融機構之檢查，改由

中央銀行委託中央存保辦理基層金融機構之檢查。

（86.4.23修正為由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共同委託）

90.11.28 同上 14家金融控股公司陸續成立，依分工不重疊原則由財

政部金融局負責台新、建華、玉山、開發、中信及日

盛等六家金控公司；財政部保險司負責國泰、富邦及

新光等三家金控公司；財政部證期局負責復華金控公

司一家；中央銀行負責第一、華南、兆豐、國票等四

家金控公司之金融檢查。

93.1.30 同上 92年農業金融法通過。農業金融局成立，委託財政部

辦理農漁會信用部之金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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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1 金管會檢
查局

1. 85.4.11行政院院會通過「金融監督管理改進方案」
修正案，由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共同研究規劃金融檢
查制度一元化之具體可行方案（銀行、保險、證券
檢查一元化）105。

2. 86.10.23行政院召開「金融監理一元化」會議，財
政部與中央銀行就金檢分工事宜，經協商後達成
「為便利貨幣政策之執行與運作，對貨幣、信用、
外匯政策有關特定事項，央行應保有查證權（如辦
理專案檢查），並具有處分權；惟對金融機構停止
辦理一般檢查」。

3. 86.11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會銜函報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制度改進方案」，建議將金融檢查權與管理
權合一，以增進監督管理效率。

4. 民國89年，研議仿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設立「金
融監理管理委員會」，將財政部金融局、保險司、
證期會，及中央銀行金檢處與中央存保公司金檢處
等五單位併入。

5. 92.7.10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設
置，並經總統於92.7.23公布。

6. 93.7.1金管會檢查局成立，負責銀行、證券、保險
等金融機構之檢查。但中央銀行仍得依中央銀行法
第38條之規定，辦理與貨幣、信用、外匯政策之穩
定與金融支付清算系統之安全與效率有關之專案檢
查。中央存保則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規定，得對
要保機構辦理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電子資料檔
案建置內容、是否有應終止要保契約情事、履行保
險責任前要保機構之資產及負債、對問題要保機構
違法失職人員財產資料及民事責任追償事證106 等項
目之查核，另並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10條及金管會
「金融機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審核標準」第5條規
定，對申請之金融機構，除書面審核外，必要時得
派員辦理實地查證。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

105 為配合金檢一元化的改革，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建議在現有法律架構下設置任務編組的

「金融檢查委員會」取代原有的「金融檢查作業檢討委員會」（成員為央行金融業

務檢查處處長、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總經理、台灣省合作金庫總經理、財政部金融局

局長、財政部保險司司長），案經行政院86.2.21核定。該委員會成員有：財政部次

長、央行副總裁、央行金融業務檢查處處長、台灣省政府財政廳廳長、高雄市政府財

政局局長、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總經理、台灣省合作金庫總經

理、財政部金融局局長。
106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第3項規定，存保公司辦理本款查核時得向政府機關、金融機

構或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機構索取或閱覽相關財產及戶籍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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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金檢一元化之後，金管會檢查局雖已負責所

有金融機構之檢查，但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依其法定

職責，仍分別保有專案檢查權及特別檢查權。

依我國相關金融作用法之規定，金融主管機關（金管會）

得派員或令地方主管機關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對金融機構或

其他關係人之財務、業務或其他事項進行檢查。該等金融機構

及依法得辦理檢查之依據如下表：

業別 受檢機構 法令依據

金融控

股公司

母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 金控法第52條第1項。

子公司 金控有控制性持股之銀

行、保險、證券子公司

1. 金控法第52條第1項。

2. 金控法第4條第4款第1目至

第3目。

金控持有已發行有表決

權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50％，或過半數之董事由

金控直接、間接選任或指

派之其他公司

1. 金控法第52條第1項。

2. 金控法第4條第4款第4目。

3.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5號、

第7號。

銀行業 銀行 國內各銀行機構及其分行 銀行法第45條第1項。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1.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5條第2

項。

2.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

第2條第6款。

3.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管理辦法

第3條第1項。

國外-代表人辦事處、分

行、子銀行及合資銀行

1. 國際金融監理規範及慣例。

2. 銀行法第45條第1項。

3. 本國銀行設立國外分支機構

應注意事項第2點。

關係人 1. 銀行法第45條第1項。

2.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

信合社 國內各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法第37條準用銀行

法第4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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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1. 信用合作社法第37條準用銀

行法第45條第1項。

2.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

票金公司 國內各票券公司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45條第1

項。

關係人 1.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45條第1

項。

2.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

信託業 國內各信託業 信託業法第42條準用銀行法第

45條第1項。

郵政機構 中華郵政儲金匯兌業務 郵政儲金匯兌法第13條

證券業 證交所 證交所 證券交易法第162條準用同法

第64條。

櫃買中心 櫃買中心 櫃檯買賣事業管理規則第22

條。

證券商 國內各證券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38條及第64條。

國外-代表人辦事處、分

支機構

1. 國際金融監理規範及慣例。

2. 證券交易法第38條及第64

條。

關係人（涉及有價證券募

集與發行）

1.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

2.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16條。

投信投顧

事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基金保管

機構及全權委託保管機構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101

條第1項。

關係人 1.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1條第1項

2.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

3.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16條。

證券金融

事業

國內證券金融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18條、18-1條及

第38條。

證券集中

保管事業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管理規則第

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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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評等

事業

中華信用評等公司 證券交易法第18條、18-1條及

第38條。（信用評等事業管理

規則）

期貨業 期交所、

期貨結算

機構、期

貨業、同

業公會

期交所、期貨結算機構、

期貨業、同業公會

期交法第98條第1項。

期貨業-國外-代表人辦事

處、分支機構

1. 國際金融監理規範及慣例。

2. 期交法第98條第1項。 

與機構有財務或業務往來

之關係人

期交法第98條、（86）台財証

（五）第0516號函。

保險業 保險公司 國內各保險公司、分公司

（分社）、通訊處、展業

處

1. 保險法第148條第1項。

2.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

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第1款

國外-分公司、子公司、

代表人辦事處

1. 國際金融監理規範及慣例

2. 保險法第148條第1項

3. 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

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第2款

關係企業 1. 保險法第148條第4項第1

款。

2. 保險法第148條第5項。

3. 公司法第369條之1至第369

條之3、第369條之9及第

369條之11。

保險

代理人

保險代理人 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31條第

2項。

保險

經紀人

保險經紀人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32條第

2項。

保險

公證人

保險公證人 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30條第

2項。

郵政機構 郵政簡易壽險業務 1. 保險法第148條第1項

2. 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條第1

項。



��0 金融檢查制度與金融犯罪查處機制之新趨勢

其他 全國農業

金庫、

農、漁會

信用部及

電腦共用

中心

各農業機構及電腦（資

訊）共用中心

1. 農業金融法第7條第1項、第

2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2

項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

農業金融機構及電腦 (資訊) 

共用中心業務要點。

投保事業 投資人保護中心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法第16條

都市更新

投資信託

事業

都市更新投資信託公司 都市更新投資信託公司設置監

督及管理辦法第39條

會計師事

務所

會計師事務所（限辦理公

開發行公司簽證業務者）

會計師法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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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檢查作業

金管會檢查局執行金融檢查之方式，依查核範圍與目的區

分為下列三類： 

(一) 一般檢查：對財務、業務及整體營運情形辦理以風險導

向為重心之檢查。 

(二) 專案檢查：因應金融市場狀況或監理需要，對特定金融

機構、特定業務或項目之檢查。 

(三) 受託檢查：依據農業金融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接受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委託，辦理農漁會信用部及農業金庫

金融檢查。 

在一般檢查週期方面，配合金管會監理需求，並考量金融

機構經營規模、業務性質、風險狀況與複雜程度、對金融市場

影響及外部查核情形等因素，評估衡酌對金融機構檢查方式及

週期；一般檢查週期最長不超過二年，但得視各業別之行業特

性及財務、業務狀況斟酌調整檢查週期。 

自2009年起，為鼓勵金融業者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檢查局

針對本國銀行實施差異化檢查機制，藉由金融檢查評等及表報

申報資訊系統之綜合運用，並考量法規遵循重大缺失等例外管

理事項，規劃建立綜合評等，將銀行區分為不同風險等級，並

配合對其內部稽核工作之考評結果，透過調整檢查週期及採行

檢查深度差異化措施，實施分級管理。107 其後亦陸續建立保險

業及證券商差異化檢查機制。

為因應金融市場集團化及複雜化之發展趨勢，提升金融檢

查之有效性及透明性，針對執行實地檢查各階段之作業事項，

107 目前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公司、保險

等6業別已實施差異化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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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檢查行前作業、重大檢查缺失通報與追蹤考核及檢查後召

開檢討會議作業流程，檢查局均以不斷檢討修正，以利執行檢

查工作。檢查作業流程如下：

檢查局辦理金融檢查作業流程圖

對檢查發現之缺失，檢查局會要求金融機構於限期內進行

改善108，並於每年度終了後，篩選發生頻率較高之常見缺失，

定期揭露各業別年度檢查缺失、缺失認定標準及正確之作法。

108 依檢查局訂定之檢查缺失改善情形追蹤考核之作業程序，對於檢查發現之缺失事項，

從制度面督促受檢業者改善及強化內控制度與內部稽核之功能，並責成金融機構內部

稽核單位應依據缺失情節輕重，擬具計畫辦理改善，使金融機構董事會與經營管理階

層切實負起相關監督改善之責任，並落實其內部稽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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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檢查報告之內容，在100年正式採行本國銀行檢查評等

制度後，檢查報告已有大幅度的改變：

原報告架構 調整後報告架構 說明

壹、檢查提要

一、綜合評述

二、財務及經營狀況 

壹、檢查提要

一、檢查範圍

二、最近三次檢查評等

三、總評等

四、評等項目 

※將原來報告七大項，整

合成下列二項：

檢查提要：敘明檢查範

圍、最近三次檢查評等

等級，並說明總評等及

評等項目之評等結果與

主要考量因素。

檢查意見：由業務別改

依評等項目分述檢查缺

失，以評量銀行對主管

機關關注事項之辦理情

形。

※刪除報告內容涉及公開

揭露事項或節錄自銀行

內部規範者。

※原財務狀況與經營績效

整併於檢查提要之「財

務健全度」評等項目中

說明。

※原主要業務及內部管理

之主要缺失列入檢查意

見。

貳、檢查意見

一、經歷次檢查仍未

改善缺失

二、財務、會計

三、存款……

貳、檢查意見

一、經歷次檢查仍未改

善缺失

二、財務健全度

三、法令遵循

四、消費者保護

五、風險管理 

參、財務狀況

肆、經營績效

伍、主要業務

陸、內部管理

柒、其他事項 

 

 

在檢查人員訓練上，由於金融檢查人員經常出差在外地進

行實地檢查工作，為配合相關法令的更新及金融環境的變化，

除參加金融研訓院、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及保險事業發

展中心的課程及師徒制的訓練外，亦對新進人員、資深檢查人

員分批進行訓練，除每月定期集中辦理人員培訓外，另對電腦

稽核人員進行專業訓練。

此外，我國於民國98年下半年開始由主管機關依會計師法

進行會計師事務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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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融預警系統

依金融機構所申報主管機關之財務業務資料及實地檢查結

果，分析、評估並及早偵測金融機構經營情形，以輔助主管機

關對金融機構之監理。

第一節　金管會檢查局檢查評等制度

為落實風險為導向的監理檢查機制，藉由量化的評等結果

以瞭解金融機構整體營運健全度及其風險概況，金管會檢查局

經參考美、日等國檢查評等制度，並衡酌我國金融監理重點及

檢查實務，已規劃完成本國銀行檢查評等制度。經過兩年試評

的過程不斷檢討調整，銀行檢查評等制度自民國100年起實施。

配合評等制度之實施，檢查局並已調整檢查報告架構、修訂檢

查手冊及訂定評等作業程序。

銀行檢查評等係透過財務健全度、法令遵循、消費者保護

及風險管理等4個面向之評估，呈現受檢銀行對監理機關關注事

項之執行情形，評等結果區分為5級(A~E級，A最佳、E最差)，

藉由量化之檢查評等等級，反映銀行整體經營健全度，並透過

該制度之實施，有效引導檢查人員加強對銀行整體經營管理制

度之評估，以達風險聚焦之檢查效果。 

第二節　金管會檢查局申報資料評等系統

依金融機構定期或不定期申報之各項財務業務資料109，綜

合考慮金融機構之獲利能力、資產品質、資本適足性、流動

性、授信風險集中程度及風險敏感等因素，經運算分析評估，

109 申報項目請參閱檢查局網站「檢查業務」之「銀行及票券公司監理資料申報窗口」下

載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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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綜合得分排序及評等。評等等級區分為五級（第1級最佳，

第5級最差），並訂有警示追蹤分析名單之篩選標準。

第三節　中央銀行報表稽核系統

該系統將金融機構分為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票

券金融公司、證券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

信用部等組群予以分析，分析項目包括：

(一) 資本適足性（Capital Adequacy, C），以負債占淨值倍數

表示。

(二) 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 A）

(三) 守法性（Regulations' compliance, R）

(四) 經營策略及穩定性（Strategies and Stability, S）

(五) 獲利能力（Earnings, E）

(六) 流動性（Liquidity, L）

該系統係綜合運用財務分析及管理會計分析方法，分析研

判金融機構C、A、R、S、E、L之狀況，按各該項應予注意之高

低程度，分別產生其警示代碼。各單位警示代碼較高項目中，

其應予注意事項即列為警訊。各項警訊可提供金融監理、選列

優先檢查單位及檢查重點項目，或追蹤考核作業等之參考。

各項同業平均值資料為減少偏差，除逾放比率及信託投資

公司係採算術平均數外，餘均採溫塞平均值（算術平均數之調

整）。

中央銀行之「金融控股公司報表稽核SPECAR系統」係綜合

運用金控公司申報資料，以財務分析及管理會計分析方法，分

析金控公司與子公司財務狀況、合併獲利能力、合併資本適足

性、合併資產品質及關係人交易等狀況，產生觀察名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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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理、選列優先檢查單位及檢查重點項目，追蹤考核作業

之參考。

(一) 子公司財務狀況（Subsidiary's Financial Condition, S）

(二) 母公司財務狀況（Parent's Financial Condition, P）

(三) 合併獲利能力（Earnings-Consolidated, E）

(四) 合併資本適足（Capital Adequacy-Consolidated, C）

(五) 合併資產品質（Asset Quality-Consolidated, A）

(六) 關係人交易（Related Party's Transactions, R）

第四節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檢查評等系統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參酌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評議委員

會之”CAMEL”制度，建立我國金融早期預警系統110（early 

warning system, EWS）。目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之檢查評等系

統，係依金管會檢查局於完成一般檢查後所填列之個別金融機

構基本資料表，依該系統所篩選之評估指標及權數編製本國銀

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之檢查評

等及檢查綜合得分。

其評等結果分為A、B、C、D、E級，評估指標分別屬資本

適足性（不含外國銀行在台分行）、資產品質、管理能力、盈

利性、流動性（不含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市場風險敏感性

（不含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及其他等類別。

第五節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申報資料排序系統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於民國81年建立全國金融機構預警系

110 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辦理要保機構金融預警作業要點所建立之金融預警系統有「申報

資料排序系統」及「檢查資料評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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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該預警系統包含申報資料排序系統、檢查資料評等系統。

申報資料排序系統採用統計學位置量數之百分位排序，利用統

計方法篩選評估指標。擷取申報資料，計算各指標觀測值之標

準化得分，並依權數求得綜合得分。再依個別金融機構得分在

同儕群111 內之排序，以研判其經營趨勢。評估項目含資本適足

性、資產品質、獲利能力、流動性四大項，惟不納入管理能力

之評估。

申報資料排序有三項警訊事項應加強追蹤分析（金融預警

作業要點第六點）112：綜合得分百分位排序落於例外管理範圍

者、一年內綜合得分百分位排序惡化達40百分位以上者、單一

項目之百分位排序位於特定百分位以後者。

111 分為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信合社、農漁會信用部等群組。
112 蕭長瑞，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22卷第2期，金融安全網及問題金融機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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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篇　金融犯罪之查處

第一章　美國金融犯罪之查處

由於美國的金融監理架構，銀行、證券及保險業務係分由

不同之監理機關監理，故對金融犯罪的查處亦分別由該等機關

處理。

第一節　聯邦準備理事會

在 其 法 務 群 （ L e g a l  G r o u p ） 下 設 專 責 執 法 部 門 － 

Enforcement, Litigation, Pro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配置有檢察官、調查員及屬員（attorneys, investigators and 

staff），負責金融違法案的調查與處分。 

第二節　證券管理委員會

證券不法行為係歸屬於聯邦政府證管會所監理，該會下設

有執行處（Enforcement Division），主要負責調查可能違反證交

法之案件，人力約1300人。金融海嘯後該處新成立五個專業部

門：資產管理、市場濫用、結構型及新商品、防制外國貪污行

為法、地方政府債券。該處組織亦進行扁平化，將40%管理人力

轉任第一線調查工作，新設作業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一

職，將原由檢查人員負責之行政工作集中由作業部門負責113。

調查程序一般包括調閱資料、發傳票約詢相關人員、

文 件審 查 、證 人 證詞 ， 調 查結 果將 向 委 員會 或 行政 法 官

113 摘自任碧娟，99.1.5，「參加APEC金融監理人員訓練倡議－財務分析及鑑識會計研

討會內容摘要與心得報告」，金管會因公出國人員出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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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之聽證會提出適當之處分建議114、

代表委員會進行和解程序（negotiate settlements）及民事強制

執行等程序，惟於刑事責任之追訴仍是移送法務部辦理115。雖

對重大違法案件的調查如能儘速完成，將可對市場產生嚇阻效

果，然為提高其調查結果的支持率（平均約92%），證管會執

行處對證券違法案件之調查往往費時甚長，依證管會之年報顯

示，其兩年內完成初步決定（Initial Decision）的調查案件僅達

65%。

證管會對證券有關之犯罪之各項作為，包括跨國打擊犯

罪、各種證券有關之犯罪型態，如：老鼠會吸金（投資公

司）、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舞弊及掏空、內線交易、市場炒作。

其案件來源為：

(一) 證管會監視部門對特定集團及產業之定期監視。

(二) 各證券自律組織依其市場監視制度如發現有異常案件而

有深入查核不法必要時，其將呈報證管會依其準司法調

查權進行調查。

(三) 證管會檢查部門在辦理證券商、資產管理公司檢查時如

有發現涉有不法案件則與監視部門共同深入查核。

(四) 執法投訴中心（Enforcement Complaint Center）。

(五) 證券發行人申報之財務業務資料。

114 行政處分（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方式包括：罰鍰（civil penalties）、返還不當

利益（disgorge ill-gotten gains）、永久禁止令（cease-and-desist order）、撤銷或暫停

註冊登記（revoke or suspend registration）、譴責（censures）等；提起民事訴訟（civil 

suits）方式包括：禁止命令（injunctions）、罰金（civil money penalties）、不法利益

的歸入權行使（the disgorgement of illegal profits）、暫停經理人或董事職務。
115 證管會係經國會同意之獨立行政機關，對於民事案件可逕行向法院提起訴訟；涉及刑

事案件，則須透過法務部來處理。因此對於涉及刑事之案件，證管會會主動向法務部

告發，由法務部的總部接手處理，雙方的檢察官及調查人員會彼此進行對話與合作。

依證管會統計，其2010年共移送139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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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及重編財務報表案件。

(七) 接獲民眾或內部人檢舉。

上述案件經深入查核後，如涉及刑事，證管會則移請司法

機關偵辦，並視需要協助。每年約60件案件中，約有1或2件

案件為單純刑事（而無民事）案件，約10件左右兼有刑事及民

事，其他則為單純民事案件。

依美國1933年證券法第19、20條及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21

條之規定，為執行證券交易法規之調查及其他程序之進行，證

管會之任何委員或該會指派的官員有權辦理宣誓及具結、傳喚

證人、強制其到場、收集證據及命其提供帳簿、文件、信件、

備忘錄，或其他證管會認為與調查有關之其他文件或資料，關

於證人之到場及上述文件之提供，得在美國境內或各州任一指

定之地點為之。

任何人如規避或拒絕證管會之傳喚，證管會得請求調查地

或其他程序進行地有權管轄之聯邦法院，命該證人到場及作證

以及提供資料，如受傳喚人拒服從法院之命令，法院得科以藐

視法庭罪之處分116。

綜言之，美國證管會在執法工作上有下列主要特色117：

一、即時執法：採取立即行動以阻止詐欺行為及對其它投資人

之傷害，並立即教育大眾。必要時，向法院申請臨時禁

制，以達到禁止不法行為，加速調查及凍結資產等目的。

美國證管會獎勵合作，自行內部檢查及自行告發。

二、追蹤並查扣獲利：查扣資產可以消除詐欺者的獲利，並有

助於將犯罪所得返還受害之投資人。

116 為犯輕罪，科處一千美元以下之罰金，或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併科之。
117 吳翰明，參加美國證管會「證券市場執法」訓練之心得報告，台灣證券交易所，

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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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迅速、有效及彈性之民事處罰種類：美國證管會可採行之

民事處罰包括了譴責當事人、禁制命令、暫時禁止律師及

會計師執行業務、計算不法交易案件所涉及之詐騙金額後

要求加害人提出對等之補償、暫停交易、要求加害人返還

不當利益、凍結公司主管的選擇權及獎金、禁止擔任公司

董事及主管、課以罰金、申請法院禁制令以阻止現在及未

來的違規行為、指派賠償金管理人、凍結資產。

四、有達成和解之能力：約有90％的案子，當事人選擇與美國

證管會達成和解。和解並不表示當事人有犯罪，也不表示

當事人沒有犯罪。

五、與刑事調查單位的合作：美國證券法規定有民事處罰及刑

事處罰。美國證管會可以將社會囑目的重大案件移送刑事

調查單位偵辦並與其分享調查結果。

六、國際合作日趨重要：國際證券管理組織(IOSCO)之多邊備忘

錄(MMOU)，提供了各國證券主管機關資訊交換之平台，可

供交換的資訊包括：交易紀錄與證券交易有關的銀行紀錄

及證券交易的最終受益人。

第三節　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機構（FinCEN，Financial.

Crimes.Enforcement.Network）

FinCEN設立於1990年，員工約300位，目的為透過金融資

訊的收集與分析，以協助相關執法機關進行調查，保護金融體

系，以避免恐怖主義者之金融犯罪、洗錢等不法行為影響金融

安全。

FinCEN 負責執行銀行秘密法，發布該法的監管條例及解釋

性指南。亦協助金融主管機關辦理檢查、協助司法機關進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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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調查、執行民事處罰、發布金融犯罪態樣及與國際反洗錢組

織之合作。

下列機構得分享金融機構依銀行秘密法申報FinCEN之資

訊，或透過FinCEN取得有一百多個會員的國際艾格盟組織

（Egmont Group;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s）的相關資訊：

(一) 執法機構或單位。

(二) 須 與 F i n C E N 簽 訂 瞭 解 備 忘 錄 （ M e m o r a n d u m  o f 

Understanding）者。

(三) 須有嚴格之安全措施，並接受FinCEN稽核。

(四) 資訊之再利用或通知他人，須經FinCEN同意。

美國金融主管機關－FRB、FDIC、NCUA、OCC、OTS－即與

FinCEN共同簽訂備忘錄，除委託該等金融主管機關對金融機構

辦理銀行秘密法的例行性與專案檢查118 外，並得互相分享相關

檢查結果及彙總缺失資訊。

第四節　各州保險部門

以紐約州為例，其保險部門設有保險詐欺局職司保險詐欺

案件之調查。該局並提供平台（FCMS，Fraud Case Management 

System）供保險業者查詢或申報保險詐欺案件。

118 核處權仍屬Fin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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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國金融犯罪之查處

依2000年金融服務市場法之規定，降低金融機構被利用

從事與金融犯罪有關事項，為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之法定組織

目標之一，而所稱之金融犯罪，係指詐欺或不誠實（fraud or 

dishonesty）、違反市場準則或濫用金融市場資訊（misconduct 

in, or misuse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 financial market）、居間

處理犯罪所得（handling the proceeds of crime）119。

由於英國有多個政府單位對金融犯罪案件依法（金融服務

市場法、the Company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86、 the 

Companies Acts、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1987）具有調查權，

為避免案件調查多頭馬車，各單位亟需加強聯繫與協調，以

確立犯罪案件的主政單位。其分工連繫原則係依the Code for 

Crown Prosecutors的規定，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依此分工原則來

決定金融犯罪案件是否自行或由其他檢察機關（如重大舞弊辦

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商業/企業/法規改革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或公訴檢察部-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s等）辦理查處。120 

原則上121，如該等金融犯罪案件涉及：影響市場信心、消

費者保護、已上市之證券發行人、金融從業人員、需與海外金

融主管機關合作調查、金融監理總署較易於採取立即有效的

處分措施等，則較適合由金融監理總署來負責調查、起訴該

等金融犯罪案件。商業/企業/法規改革部則由旗下的Companies 

Investigation Branch (CIB)來負責涉及公司董事不適任等案件之調

119 摘自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Chapter 8, Part I, 6.
120 參閱http://fsahandbook.info/FSA/extra/5087.pdf
121 參閱http://fsahandbook.info/FSA/extra/5087.pdf 的Anne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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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重大舞弊辦公室則負責偵辦較嚴重且複雜的金融犯罪案

件，例如犯罪金額達一百萬英鎊以上、全國矚目案件、需整合

金融、法律、會計等各項專業來進行調查者122。然而，對由單

一機構負責調查會產生無法一窺全貌者，則仍有必要由相關機

關進行聯合調查。此時，各機構如將進行重要查處行動（約詢

關係人、搜索等）或有任何調查發現時皆須互相通報。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對犯罪案件是否啟動調查的決定權係

由執法與金融犯罪部門的策略與關係管理小組（Strategy an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RM）決定。調查結果的處理則由其董

事會下設立的法規決策委員會（Regulatory Decisions Committee; 

簡稱RDC）123 決定懲處。

對涉及市場濫用（含內線交易）的金融犯罪，英國金融監

理總署在審酌是否逕行起訴或處以行政罰之考慮因素有124：

一、違規後果的嚴重性

二、有無受害人

三、受害人損害程度

四、對市場信心或扭曲市場秩序等之影響程度

五、犯罪嫌疑人獲利或減少損害的程度

英國金融監理總署設有法規執行部門（Enforcement and 

Financial Crime Division），被賦予一定之調查權，其調查依據

散見於各金融法規（the Building Societies Act 1986, the Friendly 

122 周鳴皋，2005.9，p.11，「英國金融監理架構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機制之研究」。對

於其他牽涉金融交易之刑事犯罪，如偽造文書與會計帳冊、背信、偷竊、違反洗錢防

制法令、或重大與複雜金融犯罪案件，將由檢察、警察或重大舞弊辦公室（SFO）負

責調查與起訴作業，惟必要時FSA將提供專業諮詢。
123 RDC設有一名全職主席，另由十名外界專業人士組成裁量小組。
124 詳金融監理總署手冊（Handbook）裁罰決定程序及罰鍰手冊DEPP6.2.1： http://

fsahandbook.info/FSA/html/handbook/DEP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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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ies Acts 1974 and 1992, the Credit Unions Act 1979, the 

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 1965 and the Friendly and 

Industrial and Provident Societies Act 1968），可以要求受調查之

機構與人員提供資料及約談（金融服務市場法第165條），甚至

對於內線交易案件依金融服務市場法第401、402條之規定，享

有偵查起訴等權限。125 

依金融服務市場法之規定（170~176），金融監理總署擁有

兩種主要調查權，第一種是在有充分理由時，允許金融監理總

署對經許可從事金融業務者之事務做一般性調查。第二種則是

金融監理總署對經許可從事金融業務者犯罪或違反該法規定有

合理懷疑時，可做更廣泛之調查。依金融服務市場法第176條規

定，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金融監理總署可請求法院許可，使警

察可進入房舍搜索前述犯罪或違法事項之證據以支援金融監理

總署之調查權126。惟金融監理總署並無逮捕權，其係透過2005

年與英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警察機關簽署之備忘錄，在特

殊情況127 下可偕同警察機關對調查嫌疑人進行逮捕。 

英國「市場濫用」（Market Abuse）行為中之「操縱交易」

（manipulating transactions）及「內線交易」（insider dealing）

與我國證券交易法第155條及第157條之1規範的操縱股價及內

線交易較為接近。其「市場濫用」行為之要件128 係規範於2008

125 法規執行部門就金融服務市場法第118條規定之市場濫用行為（market abuse）得送請

法院為七年以下刑事責任追訴與民事罰鍰，並得建議對金融機構撤銷、停業、處分。

前述市場濫用行為係指：市場傳播不實資訊、於交易時為不實表示及市場虛偽價格之

形成或內線交易等。
126 搜索程序為：取得搜索令、搜索扣押相關證據與資料、要求相關人員說明資料的內

容。
127 內線交易嫌疑人不願接受調查約談、請內線交易嫌疑人參與調查約談，可能造成證據

滅失等情事而影響偵查。
128 全文請參照：http://www.opsi.gov.uk/acts/acts2000/ukpga_20000008_en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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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正的金融服務市場法第118條。內線交易之相關刑事責任，

係規範於1993年刑事法（Criminal Justice Act 1993）。129 操

縱股價則屬民事責任，金融監理總署係透過其法規決策委員會

（Regulatory Decisions Committee; 簡稱RDC）決定其罰鍰金額，受

處罰人若對處分不滿，可向獨立之「金融服務及市場行政法庭」

（Financial Services & Markets Tribunal）提起上訴（appeal）。130 

依金融服務與市場法之規定（380~386），金融監理總署及

貿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部長得在提起刑事訴

訟同時，向法院申請有關之禁制令（Injunction）與恢復原狀令

（Restitution），以賠償犯罪人對被害者之損害。

依2010年5月20日英國新任首相David Cameron（保守黨）

與副首相Nick Clegg（自民黨）發布的聯合政府施政計畫131，未

來英國五年施政綱領中之金融政策提及：將成立單一機構負責

處理重大經濟犯罪（serious economic crime），以整合目前相關

案件分屬英國金融監理總署、英國公平交易委員會（OFT）及英

國重大舞弊辦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負責之情形。

2009年10月1日英國金融監理總署在金融海嘯之後進行組

織調整，以提高監理效能。將現有執法部門與金融犯罪部門加

以整合為一部門，以利發揮綜效並加強FSA實施有效嚇阻政策

(credible deterrence strategy)之能力。嚇阻方式包括行政處分（如

罰鍰、重新審視經理人之適格性、公開譴責、暫停執業、撤銷

等）、民事賠償、或刑事起訴等。 

129 截至2010年，FSA起訴之內線交易案少於十件。
130 自2004年7月以來，FSA共對20餘家公司或個人提出民事處分，其中部分案例FSA之

「法規決策委員會」（RDC）或獨立之「金融服務之市場法庭」（Financial Services & 

Markets Tribunal）曾刪減FSA所建議之處罰金額，惟尚無「不予處罰」（acquit）之案

例。
131 詳見：The Coalition: our 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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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金融犯罪之查處

日本金融廳證券監視委員會事務局針對刑事金融犯罪設有

特別調查課。依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10、211條之規定，

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進行犯罪案件調查時，得命令關係人到

場、詢問、檢查、留置（屬「任意調查權限」），並於取得法

院令狀後，得進行臨檢、搜索及扣押等權限（屬「強制調查權

限」）。而所稱之犯罪案件範圍，係指募集有價證券報告書虛

偽者、內線交易、市場操縱、市場流言等案件。

為加強與司法機關的合作，日本檢察署目前於證券監視委

員會派駐四名檢察官協助金融犯罪案件之調查132。

對金融犯罪案件之調查，證券監視委員會係先透過各種管

道收集資訊，如證券檢查部門、市場分析審查部門、交易所之

電視監看等。接著，進行基礎調查，包含：股票買賣明細、資

金流向、確認犯罪嫌疑人等。本階段開始，駐會檢察官即已與

特別調查課人員一起共同調查。最後，進入本格調查階段，其

調查方式包括上述之任意調查與強制調查。當案件成熟時即依

法向地檢署告發。此一查處程序所需時間，短則半年，長則逾

兩年。

依證券監視委員會的統計，該會1992年成立後至2008年5

月底止，已告發案件計121件，其中內線交易56件（46.3%）、

市場操縱17件（14%）、募集有價證券報告書虛偽28件

（23.1%）、其他20件（16.5%）。

132 日本依據1994年12月22日內閣會議決議之「各部會人事交流促進方案」，選派檢察

官派駐其他行政機關。其派駐機關包括眾議院、內閣府、內閣府法制局、總務省、財

務省、中央勞動委員會、駐外使館、內閣官房、警察廳、金融廳、公正交易委員會、

外務省、國稅廳、金融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事務局、外交部總合外交政策局、環境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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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過去對於違反證券交易法的行為多係進行刑事告發或

行政處分，甚少以民事訴訟方式追究其責任。為避免刑事罰所

堅守的謙抑性、最後手段性原則可能導致部分不當行為受到縱

容，對影響金融市場秩序之證券發行虛偽詐欺、不法操縱市

場、市場流言及內線交易等行為增加證交法規範之監理手段，

日本於2004年引進課徵金制度，採取有別於美國係由證管會向

法院提出請求的方式，以類似行政處分形式，由行政機關經過

特別的審判程序133，依據上述四類行違法行為課徵金之計算方

法，命令違法行為人應繳付國庫之課徵金額。134 

133 證券監視委員會經調查後，由內閣總理決定啟動審判程序。金融廳之審判官經公開審

判程序後做出審判結論，呈報內閣總理發出課徵金繳納命令。
134 黃銘傑，2005年,日本最近證券交易法修正對我國之啟示—以行政及民事責任規範改

革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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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金融犯罪之查處

我國金融主管機關於監理過程中，如發現有金融機構或相

關人員涉及不法情事，依法即應予以告發。此外，對於司法機

關主動偵辦之金融犯罪案件，金融主管機關亦在金融專業範疇

內，提供必要的協助。

金融不法案件於金管會成立前係由財政部（銀行、保險）

及證期會（證券，本會證期局前身）負責相關查處告發事宜；

金管會成立後，新成立的檢查局亦就其金融檢查發現之涉嫌犯

罪案件辦理告發事宜。135 

至於向何司法機關告發（刑事局、轄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調查局等），則依犯罪證據明確的程度、是否需再進一步搜集

相關事證等因素而定。

一、查處原則

(一) 公務員告發之義務

按刑事訴訟法第241條規定：「公務員因執行職務

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及

同法第22條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

其職務。」、「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

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

罰。」；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條及第228條至第231條之

意旨，檢察官為偵查程序之主導者，司法警察（官）屬

偵查之輔助機關，其他政府機關並無刑事偵查犯罪之權

限。因此，檢查人員於金融檢查時發現有犯罪嫌疑者，

如犯罪構成要件相當，依法即有告發之義務。縱然經審

135 移送檢調單位之金融犯罪嫌疑案件中，約有八成係屬違反證券交易法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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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尚無違法之故意，惟其是否欠缺責任條件及有無違法

性，是否成立犯罪，應視具體個案情形，由檢察官或法

院依法認定，公務員尚無法本於職權不予移送相關檢查

機關偵查。136 換言之，主管機關於金融檢查時發現有犯

罪嫌疑，卻未依法告發者，恐將面臨公務員服務法之懲

處。

(二) 不涉及行政程序法之適用

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

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

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

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惟金管會所處理之不法案件，非

係對人民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案

件，而係該人民涉及刑事責任之案件，故於辦理告發前

得不依行政程序法規定通知犯罪嫌疑人提出陳述意見。

(三) 微罪不舉之權責屬檢察官

按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第三百七十六條所規

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為

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故公務員

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雖相關違法行為屬刑事訴

訟法第376條第1款所列之輕微案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且符合刑法第57條所列科刑輕重之審酌事項（犯

罪動機、所生之損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等），惟此類微罪

不舉案件之處分權仍屬檢察官之起訴裁量權。 

136 參法務部86.12.22法86檢字第049222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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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權之行使

依金管會組織法第5條之立法說明，為保障存款人、投資人

及被保險人之權益，參照稅捐稽徵法第30條至第32條及英、美

等國立法例，授權賦予主管機關有調查權。依該條之規定，金

管會被賦予之調查權可概分為兩類：

(一) 請求提示資料權及備詢權（組織法第5條第1項）

依組織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會及所屬機關辦理

金融檢查，於必要時，得要求金融機構及其關係人與公開

發行公司提示有關帳簿、文件及電子資料檔等資料，或通

知被檢查者到達指定辦公處所備詢」。由於此請求提示資

料權及備詢權之前提為「辦理金融檢查」，係行政機關為

達成特定行政目的之作為，故性質上為行政調查權。其他

金融法規，如：銀行法第45條、證券交易法第38、64條

及保險法第148條，也有類似行政調查權。 137

(二) 請求搜索資料或證物權（組織法第5條第4項）

對涉有金融犯罪嫌疑之案件，金管會須報請檢察官

許可，向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後，始得會同司法警察搜

索。金管會雖有自主發動權，惟係居於輔助地位，故一

般認為屬準司法調查權。138 

137 由於此備詢權性質上係行政調查權，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金管會約詢

相關人員之談話紀錄於刑事訴訟中尚不得直接作為證據使用，惟仍可提供作為司法機

關審理時心證的一部分，或在法庭上以彈劾證據運用。
138 雖金管會已具有金融犯罪調查權限之雛形，惟於實務執行上，對搜索取得之資料或證

物應如何處理，組織法並無稅捐稽徵法第31條「其他有關搜索及扣押事項，準用刑

事訴訟法之規定」之類似明確規定。為提升偵辦重大金融犯罪案件之查處效能，金管

會係採行依法定職權加強對相關事證之搜集，在與駐會檢察官交換意見後，即向檢調

機關告發。檢調機關於受理案件後如認為有搜索的必要，並請金管會協助搜索時，金

管會則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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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檢調機關的聯繫機制

為有效打擊金融犯罪，維護金融紀律與安定，金管會已建

立下列各項重大金融犯罪案件與司法檢調單位的聯繫機制：

(一) 於94.5.11成立「法務部駐金管會檢察官辦公室」，協

調法務部依該部「遴派檢察官進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辦事要點」規定，指派資深並熟諳金融法規的法

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各一名139 進駐，作為

檢方偵辦金融犯罪的聯繫窗口；提供金管會（局）法律

諮詢或其他犯罪偵查協助；為保全證據，並得採取必要

之偵查作為，以提升偵辦重大金融犯罪案件之效能。近

年來，金管會為嚴謹移送告發程序，各業務局於移送案

件前均先洽駐會檢察官，俾使案件相關證據之蒐集更完

備，以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二) 檢查局指派數名金融專業人員擔任94年成立之「法院審

理重大金融犯罪案件諮詢小組」諮詢委員，以提高審理

效率。

(三) 調派金融檢查人員常駐支援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

組，協助檢察官偵查重大金融犯罪案件。

(四) 97年與法務部成立由部會副首長主持之工作聯繫會報，

定期召開會議追蹤控管移送案件進度、對簽結、不起

訴、無罪判決確定及調查局列參案件予以檢討分析，並

就金融犯罪查處相關事宜進行溝通協調。

(五) 依「金管會與檢調機關加強聯繫辦理金融機構負責人涉

嫌重大不法案件通案參考原則」，對涉及金融機構負責

139 依98.6.10新增修之辦事要點第二點第二項規定，自99.7.1起須依法務部財務金融專

業課程三級證照實施計畫，取得高級證照者始得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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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案件加強聯繫，以降低對金融市場之衝擊。

(六) 於案件告發後，密切配合檢調單位辦理資金流向之查

核、案情分析等工作，以加速金融犯罪案件之查處速

度。

(七) 參與檢警保險犯罪案件偵查，整合產業資源提供保險專

業協助。

(八) 於93年間成立財團法人保險犯罪防制中心，從事推廣保

險犯罪防制觀念，協助檢警機關調查之聯繫並建立核保

理賠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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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篇　結論與建議

本次金融海嘯發生以來，雖見金融改革在美國及英國如火

如荼的進行監理機關組織整併與新機構的設立，但尚未見美

國、英國及日本在金融檢查制度方面有重大的修正，顯見各國

仍維持現行風險聚焦的金融檢查方式。然而，從英國在金融海

嘯後對金融監理的檢討報告直指：有效的金融監理應該以更具

深度的策略性風險分析來取代原本勾選式的遵循法令、充分瞭

解個別金融機構的商業模式及策略，俾據以判斷對該金融機構

或整體金融體系產生之風險，似隱含表示風險聚焦的金融檢查

模式在實務執行方面（檢查人員缺乏充分辨識金融機構或金融

產業整體風險的能力）仍有待加強改進。

本研究綜合金融海嘯後各國在金融監理重點的調整所延伸

金融檢查應配合加強之處，認為美國、英國及日本在金融檢查

及金融犯罪查處方面之心得及可供借鏡之處如下：

金融檢查的任務

隨著歷次金融危機不斷的發生，金融監理改革雖然不斷的

檢討，仍不能避免金融風暴的發生。究其因，在於金融環境變

化快速，加上全球化的加乘效果，全球金融監理機關的應變能

力已面臨極大的挑戰。在此嚴峻的金融監理情勢下，金融檢查

應扮演的角色宜有更明確之定位，才能發揮早期發現的預警功

能。

從各業國際監理準則對金融檢查賦予之功能，及日本金融

廳發布的金融檢查指針對檢查人員揭示之使命，可清楚明白，

在金融監理的廣大範疇中，金融檢查應該扮演的角色就是：藉

由現地檢查即時瞭解金融機構經營模式及實際運作情形，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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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發現並提出影響金融機構健全經營之個別或系統性問題。

另外一方面，亦需致力確認金融機構申報主管機關營運資料的

正確性（數據及分類正確性），以利場外監控預警機制的有效

實施。在此二基礎上，金融主管機關方能做出即時且正確的監

理判斷與決策。

對上述金融檢查任務的清楚認知，檢查人員才能對金融業

複雜多變的業務內容，準確地拿揑金融檢查過程中應予關注事

項，避免侷限於法規遵循查核而陷於見樹不見林的困窘中。

維持金融檢查單位適當的獨立性

本次金融海嘯日本金融機構並未遭到太大損失140，有研究

認為，除係因日本長期經濟衰退導致未能及時趕上全球金融市

場發展外，另一因素係日本政府歷經泡沫經濟及亞洲危機後，

加強金融監管且實行早期調整和強化金融機構之檢查制度等措

施，相對於全球監理體系較為健全。141 

日本與我國國情較為接近，為強化金檢獨立性，係透過新

設立之金融廳檢查局專責檢查工作，並與負責制度規劃及法規

制定之監理局、總務企劃局屬同一層級。我國現行金檢體制在

金檢一元化的政策推動下與日本架構相同，皆由專責之檢查局

負責金融檢查，除不受其他平行業務局影響，能忠實呈現檢查

發現外，並較能排除跨業檢查資訊整合的問題，有助於掌握金

控公司等大型金融機構之整體風險。 

140 依IMF統計，截至2008.9止，日本四大金融機構總損失金額約占全球金融體系總損失

金額的1.1%。
141 摘自2009.9.1，中國金融，2009年第17期，“日本金融監管体制對全球金融危机的

反應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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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型金融機構之檢查應加強整合性觀點

呼應金融海嘯後美國聯準會已加強對控股公司、大型金融

機構之管理，並與各監理機關（含海外主管機關）積極聯繫，

對具系統性風險之大型金融機構均應採整合性觀點的檢查。檢

查人員應評估金融機構能否全面衡量及管理其風險、瞭解整個

集團及個別業務部門或金融商品之風險承擔、消費者保護。另

一方面，善用我國金檢一元化的檢查架構優勢，對金融控股公

司下各銀行、證券、保險子公司及其他轉投資事業之財務狀況

及風險承擔情形予以整體性評估，以瞭解是否影響銀行或整個

控股集團之安危，必要時可借重專家參與風險評估142。

強化檢查行前規劃作業

我國在近幾年陸續建置完成金融業申報資料系統及表報稽

核系統等基礎工程後，為使以風險為導向的檢查制度充分發揮

效能，似可參照美國聯邦準備銀行風險聚焦之檢查程序，整合

檢查局及其他業務局之監理資訊，建立完整的個別金融機構監

理資訊檔，並於行前由資深檢查同仁擬具風險評估報告及檢

查計畫（對大型金融機構或金融集團得視需要先辦理實地訪

查），於實地檢查前提出應予特別注意查核之高風險事項，以

落實執行以風險為導向之檢查。

增加專案檢查之運用

以風險為導向之檢查制度係集中檢查資源查核具有較高風

險之業務，而非大量查核一些例行性之交易。專案檢查因更具

142 金融海嘯期間，美國之資本評估計畫（SCAP）即係由超過150位的Fed、 OCC、OTS

及FDIC檢查人員、監理人員及經濟專家組成之團隊，共同評估19家大型銀行之資本

適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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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深度查核之特性，較易於發揮風險聚焦檢查制度的效

果。美國聯準會在金融海嘯後宣示將增加規劃水平式檢查，此

種橫向式的跨機構專案檢查，將更有助於檢查單位發現整體產

業面應予關注並加強監理之事項。

調整證券商檢查架構

日本對證券之檢查主要仍由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負責，顯

示證券業之檢查因與交易市場息息相關，市場操縱與內線交易

更為證券查核之重點，與銀行、保險業之機構管理有別；而美

國對證券商之檢查係仰賴證券自律機構之查核，證管會雖仍保

有檢查權但主要係以檢查自律機構方式督導。

為使檢查資源有效運用，由於證券商之經營風險主要來自

於資本市場（違約交割風險、作業風險、市場風險等），似可

參考美國證管會之作法並考量我國自律機構之查核限制（如：

交易所查核經紀、自營業務，公會查核承銷業務），宜由較能

掌握市場脈動的自律組織來進行查核較能發揮即時監理的效

果，而主管機關則就證券自律組織查核品質（包含證券業查核

及上市櫃公司之管理）進行覆查。即對證券自律組織採行定期

檢查，對證券商則採專案檢查方式為之（包括特定機構或特定

業務）。

檢查報告以重大性及可讀性為原則

配合風險聚焦之檢查，檢查報告意見之提列宜以重要性為

原則，對檢查發現之事實力求清楚明確表達於檢查報告，依序

呈現缺失之輕重，以利受檢機構董事會清楚瞭解主管機關關切

之重點，並能針對問題立即督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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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檢人員專業之提昇

為因應以風險為導向之金融檢查，檢查人員須具備一定之

專業能力以辨識及評估金融機構之營運風險及財務風險。此種

專業能力之養成宜從總體及個體方面著手。總體方面，應持續

不斷的瞭解國內外經濟情勢變化狀況，如：兩岸金融業之互相

開放對金融機構之影響；國際金融改革發展趨勢（巴塞爾資本

協定及國際會計準則IFRS之導入）對海外分機構及業務拓展之

影響等。由外在總體經濟變化之觀察，適時提醒及瞭解金融機

構因應之對策。另亦應有系統培訓特殊專業之檢查人員，如：

電腦稽核、衍生性商品、專案融資等。

金融檢查與不法查核

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

他的「我們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一書中提到：

“回想我擔任金融主管官員超過十八年的期間，不管有沒有加

強查核，很少有金融主管官員可以透過檢查程序發現舞弊或掏

空事件。”因此，在舞弊案件的查核方面，一般仍認為，這是

金融機構內部的責任（內部控制與監察人/獨立董事之功能不

彰），應從加強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著手143，而金融檢查

單位係將金融機構內部管理列為檢查重點，並將其缺失列管追

蹤144。

惟鑒於近年來仍發生力霸、中華銀行等事件，充分顯示金

融機構管理階層仍應對內部管理負最大的責任外，金融檢查雖

143 對內部稽核部門而言，可以從辦理主題式專案查核（設定數項主題包括舞弊案常發生

之態樣或控制點以深化查核效能）、將營業單位之自我管理（如主管對員工之考核、

自行查核情形）列為內稽之重要查核項目。
144 參考自「金融監督管理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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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囿於相關查核不法案件的工具有限，似仍應勉力將舞弊及不

法之查核列為檢查重點，方能發揮金檢效能，並符合社會之期

待。

此外，實地檢查時宜注意金融機構有無協助客戶以不當金

融交易進行財報舞弊或規避法規之情形。以往金融機構多以未

增加金融機構授信風險或其他風險而未積極處理，而忽略相關

可能之法律風險。

建立專責執法單位

金管會對金融犯罪之調查並未如同英美於相關之行為法中

設有執法之程序及專責之單位，英國金融監理總署係於特定犯

罪行為（如內線交易）賦予一定之刑事調查權，美國證管會則

多係透過行政程序與民事程序處理，涉及刑事追訴時則移送司

法部門辦理，均於相關金融法規訂有明文。

金融市場為國家經濟之櫥窗，為安定國家經濟發展之命

脈，應賦予主管機關設立專業的執法部門或調查部門專責辦理

金融不法案件，以強化全面性執法之能力，俾有效保障存款

人、投資人及被保險人之權益。

加強與檢調機關的聯繫機制

對於影響市場的證券不法案件似可參考日本作法，透過檢

察官調局辦事的方式，早期參與並指導內線交易、炒作等證券

不法案件的調查作為（資金流向、通聯紀錄、約詢、查扣），

以掌握辦案契機。

以其他方式處理金融不法案件之可能性

日本於2005.4開始實施課徵金制度，就特定非惡意違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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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課予金錢負擔之行政處置。此制度可將大量涉及刑事責任

之犯罪案件，以非刑事訴訟制度之方式解決，將有效解決法院

金融犯罪案件積案過久之問題，同時也提供非惡意違法者免受

冗長司法程序之苦。

另亦可參考美國證管會得進行民事訴訟之方式，研議賦予

金融主管機關專責執法部門類似權利，或建議司法檢察機關對

非屬重大金融犯罪案件得運用刑事訴訟法之緩起訴處分，以使

被害人儘速獲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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