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券商管理規則（民國 106年 12月 5日修正） 

第 六 章 自有資本之管理 

第 59條 

證券商除由金融機構兼營者另依有關法令規定外，非經本會核准，

其自有資本與經營風險約當金額應維持適當比率。 

前項之適當比率，稱自有資本適足比率，其計算方式為合格自有資

本淨額除以經營風險之約當金額。 

外國證券商在臺分公司如其母國總公司已依其當地國法令之規定計

算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且將在臺分公司之經營風險列入計算，並符

合標準者，得檢送該等符合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標準之資料，向本會

申請免適用本章規定。惟除報經本會核准者外，每月仍應依第二十

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方式申報其總公司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等資訊。 

第 59-1條 

前條第二項所稱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之合格自有資本淨額及經營風險

之約當金額計算方式，分為簡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法。 

適用前項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之證券商及實施日期由本會

定之。 

第 60條 至 第 62-7條 （刪除） 

第 63條 

證券商除由金融機構兼營及經本會核准免適用本章規定之外國證券

商外，應依其適用之計算方式每月填製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明細申

報表，並於次月十日前，依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方式申報。本

會必要時亦得要求證券商隨時填報送檢。 

前項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明細申報表格式，由本會定之。 

證券商資本適足性資訊揭露，除依本會或證券交易所等證券相關機

構規定辦理外，證券商應將最近期之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等資訊，於

年報中揭露。 

第 64條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達百分之一百二十，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時，本會得為下列之處置： 

 



一、 暫緩證券商增加新業務種類或營業項目、增設分支機構及轉投

資證券、期貨、金融及其他事業。 

二、 要求證券商應加強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查核頻率，並於申報後

一週內，提出詳實之說明及改善計畫，分送第二十一條第四項

規定之相關單位。 

三、 截至董事會提議盈餘分配案前一個月底之資本適足比率如仍未

改善者，要求其未分配盈餘於扣除依規定應提撥之項目外，餘

應再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百分之二十為特別盈

餘公積。 

第 65條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達百分之一百，低於百分之一百二十時，

本會除得依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辦理外，亦得為下列之處置： 

一、 縮減其業務範圍。 

二、 要求證券商每週填製及申報證券商資本適足明細申報表。 

三、 截至董事會提議盈餘分配案前一個月底之資本適足比率如仍未

改善者，要求其未分配盈餘於扣除依規定應提撥之項目外，餘

應再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百分之四十為特別盈

餘公積。 

第 66條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低於百分之一百時，本會除得依第六十四

條第一款、第二款及前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理外，亦得為下列

之處置： 

一、 不予核准其增設分支機構之申請。 

二、 截至董事會提議盈餘分配案前一個月底之資本適足比率如仍未

改善者，其未分配盈餘於扣除依規定應提撥之項目外，餘應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全數提列為特別盈餘公積。 

第 67條 

證券商在以前年度已依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六條規定提列特別盈餘

公積者，於本年度依規定計提各項特別盈餘公積時，應納入未分配

盈餘中，再以其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之實際情形為準，重新計算應提

列之特別盈餘公積。 

  



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59 條之 1 第 1 項及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訂

定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簡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法之令。(金管證 

券字第 1070345024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7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70345024號 
 

一、 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五十九條之ㄧ第一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簡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

法之相關事項如下： 

(一)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簡式計算法所稱合格自有資本淨額係為下

列第一類資本與第二類資本所定項目之合計，並扣除資產負

債表中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透

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及非流動、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及非流動、預付款項、特

種基金、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不動產及

設備、無形資產、營業保證金、交割結算基金、存出保證金、

遞延費用、投資性不動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受限制資產－

非流動等項目後之餘額；第二類資本之金額逾第一類資本時，

以第一類資本之金額計算： 

1. 第一類資本：股本（普通股股本、永續非累積特別股股本）、

資本公積、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避險工具之損失、確

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

差額、庫藏股票及本年度累計至當月底之損益等之合計數。 

2. 第二類資本：股本（永續累積特別股股本）、透過其他綜合

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避險工具之

利益及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等之合計數。 

(二)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簡式計算法所稱經營風險之約當金額係指

證券商依下列方式所計算之各項經營風險約當金額： 

1. 市場風險：指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部位因價格變動所生之

風險，係上述部位依其公允價值乘以一定風險係數所得之

價格波動風險約當金額。 



2. 信用風險：指因交易對象所生之風險，係以證券商營業項

目中，有交易對象不履行義務可能性之交易，依各類交易

對象、交易方式之不同，分別計算後相加所得之總和計算

其風險約當金額。 

3. 作業風險：指執行業務所生之風險，係以計算日所屬會計

年度為基準點，並以基準點前一會計年度員工福利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之合計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計算其風險約當金額。 

(三) 前款之資產負債表表內及表外部位風險係數及信用風險相關

風險係數與計算方式，應依附表一之證券商計算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風險係數表辦理。 

(四)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1. 合格自有資本淨額：指第一類資本、合格第二類資本、合

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之合計數額。 

2. 合格第二類資本：指可支應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作業風

險之第二類資本。 

3. 合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指實際用以支應市場風險之第三

類資本。 

4. 永續特別股，指具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特別股： 

(1) 無到期日，若有贖回條件者，其贖回權係屬發行證券商，

且在發行五年後，經本會許可，始得贖回。 

(2) 訂有強制轉換為普通股之約定。 

5. 累積特別股：指證券商在無盈餘年度未發放之股息，須於

有盈餘年度補發之特別股。 

6. 次順位債券：指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位次於證券商有應付

交割款券義務之投資人及其他一般債權人。 

7. 經營風險之約當金額：指信用風險約當金額、市場風險約

當金額及作業風險約當金額之合計數。但已自合格自有資

本中減除者，不再計入經營風險之約當金額。 



8. 信用風險約當金額：指衡量交易對手不履約，致證券商產

生損失之風險約當金額。該風險之衡量以證券商資產負債

表內及表外交易項目乘以加權風險係數之合計數額表示。 

9. 市場風險約當金額：指衡量市場價格（利率、匯率及股價

等）波動，致證券商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交易項目產生損

失之風險約當金額。 

10.作業風險約當金額：指衡量證券商因內部作業、人員及系

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外部事件造成損失之風險約當金額。 

11.發行期限：指發行日至到期日之期間，如有約定可提前贖

回或償還者，應依其得贖回或償還日期計算發行期限。但

其提前贖回或償還須事先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第一類資本之範圍為普通股股

本、已認購普通股股本、永續非累積特別股股本、無到期日

非累積次順位債券、資本公積、保留盈餘或累積虧損、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避險

工具之損失、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

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庫藏股票及本年度累計至當月底之損益

等之合計數額減除依本會規定應自第一類資本扣除之金額： 

1. 所稱永續非累積特別股股本及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

券，列為第一類資本者，其合計數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合

計數之百分之十五，超出限額部分，得計入第二類資本： 

(1) 依本款序文規定計算之第一類資本金額。 

(2) 投資於其他事業自第一類資本扣除金額。 

2. 第一類資本所稱永續非累積特別股股本及無到期日非累

積次順位債券，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當次發行額度，應全數收足。 

(2) 證券商或其關係企業未提供保證或擔保品，以增進持有

人之受償順位。 

(3) 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持有人之受償順位，次於列

入第二類資本之次順位債券持有人及其他一般債權人。 



(4) 證券商上年度無盈餘且未發放普通股股息時，不得支付

次順位債券之利息。但未分配盈餘金額大於支付利息，

且其支付未變更原定支付利息約定條件者，不在此限。 

(5)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低於發行時最低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要求，未於六個月內符合規定者，無到期日非累

積次順位債券應即全數轉換為永續非累積特別股；或約

定於未達上開最低比率前，應遞延償還本息，且於證券

商清理或清算時，該等債券持有人之清償順位與永續非

累積特別股股東相同。 

(6) 發行十年後，若計算贖回後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符

合發行時最低自有資本適足比率要求，並經本會同意者，

得提前贖回；未贖回者，證券商得提高約定利率一次，

上限為年利率一個百分點或原契約利率加碼幅度之百

分之五十。 

(六)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第二類資本之範圍為永續累積

特別股股本、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透過其他綜合損益

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百分之四十五、避

險工具之利益之百分之四十五、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之百

分之四十五、可轉換債券、長期次順位債券、非永續特別股

股本之合計數額減除依本會規定應自第二類資本扣除之金額： 

1. 第二類資本所稱永續累積特別股股本、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

債券及可轉換債券，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當次發行額度，應全數收足。 

(2) 證券商或其關係企業未提供保證或擔保品，以增進持有人

之受償順位。 

(3) 證券商因付息致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低於發行時最低自有資

本適足比率要求時，應遞延支付股息及利息，所遞延之股息

及利息不得再加計利息。 

(4) 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低於發行時最低自有資本適足比

率要求，且待彌補虧損超過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和，未於

六個月內符合規定者，無到期日累積次順位債券及可轉換

債券應即全數轉換為永續累積特別股；或約定於未達上開

最低比率前或待彌補虧損仍超過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和



時，應遞延償還本息，且於證券商清理或清算時，該等債券

持有人之清償順位與永續累積特別股股東相同。 

(5) 發行五年後，若計算贖回後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符合

發行時最低自有資本適足比率要求，並經本會同意者，得提

前贖回；未贖回者，證券商得提高約定利率一次，上限為年

利率一個百分點或原契約利率加碼幅度之百分之五十。 

(6) 可轉換債券為發行期限在十年以內之次順位債券。 

(7) 可轉換債券於到期日應轉換為普通股或永續特別股；到期

日前僅能轉換為普通股或永續特別股，其他轉換方式應經

本會核准。 

2. 所稱長期次順位債券及非永續特別股股本，列為第二類資本

者，其合計數額不得超過第一類資本百分之五十，並應符合

下列條件： 

(1) 當次發行額度，應全數收足。 

(2) 證券商或其關係企業未提供保證或擔保品，以增進持有人

之受償順位。 

(3) 發行期限五年以上。 

(4) 發行期限最後五年每年計入合格自有資本金額至少遞減百

分之二十。 

(七)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第三類資本之範圍為短期次順

位債券加計非永續特別股股本之合計數額，其中第三類資本

所稱短期次順位債券及非永續特別股股本，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當次發行額度，應全數收足。 

2. 證券商或其關係企業未提供保證或擔保品，以增進持有人之

受償順位。 

3. 發行期限二年以上。 

4. 在約定償還日期前不得提前償還。但經本會核准者，不在此

限。 

5. 證券商因付息或還本，致自有資本適足比率低於發行時最低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要求時，應遞延股息、利息及本金之支付。 

(八) 證券商所發行之普通股、特別股及次順位債券，如有下列情

形者，以進階計算法計算自有資本適足比率及自有資本時，

應視為未發行該等資本工具；又證券商所發行之資本工具如

係由金融控股母公司對外籌資並轉投資者，證券商應就其所

發行資本工具與母公司所發行資本工具中分類較低者認定資

本類別： 

1. 證券商於發行時或發行後對持有該等資本工具之持有人提供

資金，有減損證券商以其作為資本工具之實質效益，經本會

要求自資本中扣除。 

2. 證券商所屬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持有該等資本工具。 

(九)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之合格自有資本淨額為第一類

資本、合格第二類資本及合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之合計數額，

其中合格第二類資本加計合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以不超過第

一類資本為限，又合格第二類資本及合格且使用第三類資本，

應符合下列規定： 

1.支應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所需之資本以第一類資本及第二類

資本為限，且所使用第二類資本不得超過支應信用風險及作

業風險之第一類資本。 

2.用以支應市場風險之資本，應符合下列條件： 

(1) 支應市場風險所需之資本中，須有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

本於支應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後所餘者，得用以支應市場

風險。 

(2) 第三類資本只能支應市場風險所需之資本，且第二類資本

及第三類資本於支應市場風險時，兩者之合計數不得超過

用以支應市場風險之第一類資本之百分之二百五十。 

(十) 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進階計算法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作業

風險約當金額之計算，應依附表二之證券商自有資本與風險

約當金額之計算方式辦理。 

(十一) 另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證券商自有資

本適足明細申報表（簡式計算法）」及「證券商自有資本適



足明細申報表（進階計算法）」如附表三、附表四。 

二、 本令自即日生效，並自申報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份證券

商資本適足申報資料開始適用；本會一百零七年一月十一日

金管證券字第一○六○○四六八七○號令，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