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會、風險控管小組、管理部各部室、各營業單

位以及理事會稽核室、總稽核。 

（理事會）理事會為本社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負責核定全社的風險管理

政策、架構以及建立全社的風險管理文化，對整體風險管理負有最終責任。 

(風險控管小組） 

風險控管小組召集人由總經理擔任。 

風險控管小組委員由總經理、副總經理、會計室、業務室、資金操作室、 法務

室、資訊室及審查室等各部室主管組成之。 

風險控管小組負責全社風險管理制度之規劃設計、風險胃納與資本配置研議、

風險衡量與資本計提工具之建置、各項風險控管作業之審查、整合及監控等，

並掌理及審議全社風險管理執行狀況、資本適足性評估與風險承擔情形，定期

向理事會報告。 

（管理部各單位) 

管理部各單位應依本政策及相關風險管理規範，充分瞭解所轄業務面臨之風險，

於訂定各項作業管理規定時應包括風險管理，並予妥適管理及督導各營業單位執

行必要之風險管理工作，協助風險控管小組共同完成全社各項風險之監控。 

（各營業單位） 

各營業單位應明確辨識其所面臨之各項風險，並依本社規定執行必要之作業及

風險管理工作，以利本社將所涉風險控制於風險可承擔之範圍內。 

（理事會稽核室） 

稽核室應以獨立超然之精神執行稽核業務，對全社風險有關業務每年至少應辦

理一次查核，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一) 各

類風險之定性及定量分析 

 資本適足率 

                         107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7 年 6月 30 日 106 年 6月 30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2,043,287 1,928,861 

第二類資本 304,077 288,224 

(A)自有資本合計數 2,347,364 2,217,085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7,084,993 16,402,534 

作業風險 807,800 782,013 

市場風險 217,313 207,225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8,110,106 17,391,772 

資本適足率（%）=(A)/(B) 12.96% 12.75% 

資本結構 

107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7 年 6月 30 日 106 年 6月 30 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440,201 437,944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除外） 
157,849 157,849 

法定盈餘公積 1,253,895 1,134,597 

特別盈餘公積 47,894 47,894 

累積盈虧 155,335 159,478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

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利益除外） 

(11,887) (8,901) 

減：商譽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資本扣除項目   

第一類資本合計(A) 2,043,287 1,928,861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重估增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

益之 45% 

32,425 27,347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271,652 260,877 

減：資本扣除項目   



項 目 107 年 6月 30 日 106 年 6月 30 日 

第二類資本合計(B) 304,077 288,224 

自有資本合計=(A)+(B) 2,347,364 2,217,085 

 

1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政策與流程: 

信用風險管理策略係依據本社整體風險管理目標，運用有效之信用風險管理機

制，以辨識、衡量、管理及監控各項信用風險，並依據各項產品標準化之申請、

徵信、審查、核定、簽約及對保作業程序以及藉由聯合徵信中心、票據交換所等

機構提供之信用資訊進行研判，以確保業務運作於可容忍之風險範圍內。 

(2)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以風險控管小組負責全社信用風險管理制度之

規劃設計、風險胃納與資產配置、信用風險衡量與資本計提工具之建置、信用風

險控管作業之審查、整合及監控。授信佔本社資產最大比率，由審查室及授信審

議委員會監控授信額度、風險集中度管理、擔保品鑑估等。投資及財務管理主要

由業務室、會計室、資金操作室等，經由信用評等、額度控管、監控外部環境變

化等方式，避免信用違約的發生。 

(3)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依據整體風險管理政策，逐步建立量化的內部風險評等系統、收集外部信用評

等、催收系統、違約預測及損失預測、額度風險控管、風險衡量指標、資產組合

管理、利率訂價機制等相關之績效審核指標等。 

(4)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依據授信及投資風險程度給予不同限額，落實本社信用風險控管，依風險等級

實施差異化風險管理措施，此外亦進行持續性之監控與管理，定期檢討執行成

效，同時由下而上回報予決策單位，以確保政策之成效。徵提擔保品，擔保品依

不動產、動產等依不同的鑑估方式與評價週期，以確保有效降低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07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風險抵減後暴險

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

額 

主權國家 1,804,974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6,853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6,506,316 1,412,428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1,495,622 1,495,783 

零售債權 11,922,133 9,982,208 

住宅用不動產 5,574,055 2,510,110 



權益證券投資 95,454 277,962 

其他資產 1,593,814 1,387,865 

合計 28,992,368 17,073,209 

 

 2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作業風險策略係依據本社整體風險管理目標，以符合本國監理主管機關之要求

與規範為依歸且積極有效地辨識、評估、衡量監控與控管存在於所有商品、服

務、作業及系統中的各種風險，並採行有效的風險補正措施。 

(2)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請參閱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本社各階層人員在從事各項業務時，能依風險

控管小組推動之作業風險管理文化，作業流程，對辨識、衡量、控管、監督及

報告各項作業風險，建立一致遵循標準。 

(3)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各業務權責單位依作業風險損失事件發生、損失認列之資料，編製相關量化

及控管措施評估報告。 

(4)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本社針對各項業務之可能作業風險依據其性質，強化「內部控制制度」，並以

保險方式，降低作業風險之損失，並持續有效監測風險移轉之成效。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07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4 年度 525,117  

105 年度 536,245  

106 年度 554,237  

合計 1,615,599 64,624 

3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市場風險策略係依據本社整體風險管理目標，以辨識、衡量、管理及監控各

項市場風險有效地控管本社的利率、匯率風險。定期提供管理資訊及報表予本社

相關權責主管，以利本社彙總控管整體市場風險。 

(2)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請參閱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市場風險承擔單位，從事已核准且經授權的

金融商品交易，應充分瞭解並遵循市場風險管理規範及各項風險權限，監控整體

暴險結構，並定期提報。 

(3)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所謂市場風險是指因利率、匯率波動造成所持有投資組合市價波動的風險，目

前本社設定適當的曝險限額，確定在匯率、利率走勢不穩定的環境下，能將損失

控制在可承受的金額之下。 

(4)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本社依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對交易部門、交割部門、管理部門與稽核部門

之權責分別予以規範，亦進行持續性之監控與管理，定期檢討執行成效，同時由

下而上回報予決策單位，以確保政策之有效性。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7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險別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15,756 

外匯風險 1,629 

合計 17,385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7 年 6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簿別(依交易

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證券化

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0 0 

交易簿 非第一類損失部位 11,784 973 

合計  11,784 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