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管理

我國銀行業「作業風險外部損
失資料庫」資料蒐集概況簡介
黃寶慶、黃靖安∕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風險分析部

前言
所謂的作業風險，依我國金管會銀行局所

其實作業風險長久以來一直以各種形式存

頒布「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

在各行各業中，銀行業當然也無法置身事外。

明及表格」中之規範，係指起因於銀行內部作

由於作業風險損失事件的發生，除了會影響銀

業、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

行的獲利能力外，嚴重的損失事件更會威脅其

造成銀行損失之風險，此定義包括法律風險，

存續，因此，在傳統上銀行係透過內部稽核與

但排除策略及信譽風險。在魯克德 ( 00 )

內部控制等機制，來降低或減緩作業風險可能

“笑話中的管理學”中有一則短文，敘述一位

對銀行所帶來的不利影響。然而，以被動式的

警長因為外部人員 ( 李麥克教授 ) 的欺騙，導致

管理及在沒有準備任何戰備存糧( 指資本等可

整體社會產生損失 ( 因誤判而產生不符合社會

吸納損失之工具 )下來面對不知會何時發生的

正義的結果 ) ，就廣義而言，亦屬於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基本上是非常不智且效果有限的。

的範疇。

 一個位於佛州的小鎮某日發生了一起重大的銀行搶案，搶匪剛把贓款藏妥後，就立刻被警方逮捕了。由於搶匪並不會說英語，為了盤問
贓款的下落，警長只好請來在大學任教的李麥克教授充當翻譯。在經過了長時間疲勞轟炸式的拷問後，搶匪始終不肯說出贓款的下落。
警長被激怒了，他掏出手槍並咆哮的叫李麥克告訴搶匪：「再不說實話，立刻把你拖出去斃了！」李麥克忠實的把警長的最後通牒翻譯
給搶匪瞭解，搶匪開始感到害怕，便激動且慌張的對著李麥克說：「我說、我說。我把錢全藏在位於鎮中央的那口枯井中，拜託您請警
長饒我一命吧！」李麥克接著立刻轉過頭來，表情嚴肅地對警長說：「報告警長，這小子真有種，他寧死不屈，他叫你斃了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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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00年年初所開始實施的巴塞爾

在00年0月至00年月間金管會銀行局

資本協定( Basel Ⅱ )中，透過了三大支柱，分

與銀行公會所成立之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

別規定了作業風險的資本計提方式、監理審查

究小組-作業風險分組中，已被廣泛的討論。且

原則及資訊揭露項目，盼藉此強化與提升銀行

依該分組之研究，發現完善的外部損失資料庫

因應作業風險的能力。然而，作業風險之態樣

可在作業風險各階段管理實務工作上提供以下

眾多，且個別銀行所蒐集之相關資料亦極其有

之應用功能：

限，如何協助銀行未雨綢繆，並以主動積極之
方式發現或預防作業風險，便成為各國金融主
管機關與銀行業者所共同關心的課題。
我國在參考國際上金融業者的相關做法
後，發現藉由「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之
建立並透過損失資料分享機制，可有效解決前
述課題。因此，本中心在金管會銀行局、銀行
公會與部分本國銀行業者之協助下，制訂了我
國銀行業「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報送格
式」，並在季( 次 )的試行報送後，已由金管
會正式函請銀行公會轉知全體本國銀行，應於
00年月日起辦理作業風險損失資料之報送
事宜。

( 一 ) 風險辨識
外部損失資料庫可協助辨識作業風險之發
生係源起於現行或新種業務，其內含項目包括
對損失之描述、發生損失之關鍵、與發生損失
之原因等。資料庫亦可協助了解內部業務別或
事業群最常見的大額損失，或與外部同類型事
業群相較發生損失之可能情形。

( 二 ) 風險評估與分析
外部損失資料庫於風險評估與分析時，依
使用目的自簡而繁，可細分為三種層次：
、第一層是利用資料庫檢視大額損失事件
之發生頻率與損失衝擊性。使用者可藉

有鑑於主管機關與金融同業對此資料庫之

由資料庫了解大額損失事件數、損失

重視，因此，擬藉本文介紹我國銀行業作業風

額、損失發生部門、地區、或其他可供

險外部損失資料庫之發展歷程、面臨之困難及

評判之資料，而前揭各項會以表列方式

因應方式，並提供相關資料蒐集迄今( 00年

呈現在相關報告內。

第四季 )之整體性分析結果與去識別化後之損
失案例供參，以利相關人員對我國銀行業者所
面臨之作業風險型態與概況有進一步的瞭解。

、第二層是利用基本分析檢視損失之分類
及各類型下之細項，並以圖表方式( 如圓
形圖或條形圖 )呈現分析結果。
、第三層是利用外部損失資料庫，對作業

我國銀行業「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

風險損失事件進行預測與風險資本之計

料庫」之發展歷程與其重點內涵

算。例如可結合內、外部損失資料，了

有關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的重要性，

解損失分配情形，以供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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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風險降低或控管
稽核人員、內部控制部門、作業風險管理

國銀行進行作業風險損失資料之報送。茲將我
國銀行業之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重點內涵

委員會與相關風險管理人員，可從損失之分析

歸納如下：

結果，以了解損失發生原因，據以控管內部損

•報送機構：所有本國銀行( 強制參與 )與其他

失事件，並研訂可行之強化措施。
此外，由於作業風險損失資料具有反應銀
行內部管理良窳之特性，因此有關外部損失資

銀行公會會員報經其主管機關核備後，得向
本中心提出申請加入( 自由參與，目前全國
農業金庫已循此機制加入 )。

料庫之負責建置單位，該分組建議：宜請主管

•資料報送門檻：單一事件被發現後，截至資

機關指定公正客觀之專責機構擔任，另因我國

料填報基準日之已發生損失超過新台幣十萬

已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負責各銀行授

元者即需報送。

信等相關資料之彙整與分析經驗，其成功運作
模式，建議可供建置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

•報送頻率：銀行基本屬性資訊每年報送乙
次；損失事件資訊每季報送乙次。

建置時之參考。爰此，金管會遂於00年月

•特殊規定：已發生損失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

日所召開之「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推動專案

之事件，需報送「損失事件描述」之欄位，

小組」第三次會議中，決議委請作業風險分組
與本中心共同規劃建置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
庫。然而，後因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即將於00
年年初於我國施行，主管機關與銀行公會遂於
00年月終止了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共同研究
小組下各工作分組之運作，因此本中心參與作

該欄位之報送內涵應包括事件成因、處理程
序與事件結果。
在對我國銀行業之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
庫有初步瞭解後，以下將先說明一般作業風險
外部損失資料庫所面臨之難題與因應方式。

業風險分組討論外部損失資料庫建置之工作，
在尚未有具體決議下，也暫告一個段落。
然鑑於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建置之工

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所面臨之
難題與因應方式

作仍有其必要性，本中心遂在取得主管機關的

作業風險損失資料與信用∕市場風險資

同意下，於00年月邀請金管會銀行局、銀

料之特性極為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即在於

行公會與本國代表性銀行共同成立了「作業風

信用∕市場風險的資料在蒐集時，多為客觀事

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建置工作小組」，共同參與

實之彙整，因此所涉及人為判斷的部分較少，

規劃我國銀行業「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報

但作業風險損失的資料，則恰好相反。除了損

送作業要點」與後續報送相關事宜。前述之報

失金額外，每個作業風險事件，或多或少均需

送作業要點歷經季( 次 )之試報後已於00年

藉由人為的判斷，來決定損失事件之型態、成

月定稿，並於00年月日起正式委請全體本

因及影響類別等攸關的實質資料庫內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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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獨有的「特性」，國際上已建置作業

表示其完全無能力報送任何資料至外部損失資

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的機構多表示，外部損失

料庫，這將產生此參與機構僅單方面享受權益

資料庫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除了無法確認會

( 如可取得統計性分析等資訊 )，而可不盡義務

員機構是否會誠實報送損失事件至資料庫這項

( 報送損失資料 )的扭曲現象發生。其他參與機

眾所周知的議題外，其他最大的困難，就在於

構若察覺此一狀況，未來勢必產生劣幣驅逐良

會員機構對於對作業風險損失事件之認定與分

幣的效應( 進而仿效該機構而不願報送損失資

類，極易存在認知不一致的情形，進而影響資

料 )。

料品質，降低了統計結果之可信度。

由於我國金管會銀行局對作業風險外部

有關「會員機構是否會誠實報送資料」這

損失資料庫的建置工作極為支持，該局深怕前

項議題，可用「報送能力」與「報送意願」兩

述情形之發生，將影響此資料庫之品質，故已

種不同的層次來說明。所謂的「報送能力」，

多次請本中心提供尚未報送任何資料至此資料

係指會員機構內部已建構作業風險損失資料之

庫的銀行名單供其參考。銀行局並透過業管窗

通報機制，並已透過教育訓練、內部規章與資

口，以問卷與電訪等方式，確認尚未報送資料

料勾稽等方式，可讓內部所有單位確實將作業

的銀行，係皆為資料報送期間尚未發生任何符

風險損失資料報送至總行單一窗口，以利後續

合外部損失資料庫報送作業標準之作業風險損

的分析與運用。而所謂的「報送意願」，係指

失事件，而非根本尚未開始蒐集行內之作業風

會員機構可真誠無私地依制式規格報送其所蒐

險損失資料。

集之資料至外部損失資料庫。

因此，可確認我國銀行皆具備了作業風

國際上現有之多數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

險損失資料的「報送能力」。探究其原因，可

料庫之參與機制，多屬自願性參加性質，且由

能與我國金管會早已規定銀行應將重大偶發事

於欲主動參與報送機制的機構，多應已具備了

件通報至該會有關( 有關「銀行業通報重大偶

「報送能力」才敢提出申請，有些作業風險外

發事件之範圍與適用對象」之規定，詳附錄之

部損失資料庫之建置機構甚至會對欲申請加入

說明 )。雖現行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之內

之機構進行資格審查，以確認其是否有足夠之

涵，不見得可與金管會所規定的「重大偶發事

能力進行報送，因此，在「報送能力」層面上

件」完全相同，但銀行的內部通報「管道」早

較無疑慮。然依我國的狀況而言，作業風險外

已建立，只需對通報內涵加以修正並宣達即可

部損失資料庫係強制要求本國銀行一律參加，

符合外部損失資料庫之相關規範。

因此，在確認參與機構的「報送能力」上，則

在確定參與機構具備「報送能力」後，接

面臨了較大的挑戰。因為如果參與機構尚未建

著將面臨參與機構是否具備「報送意願」的問

構內部作業風險損失資料之通報機制，意即該

題。參與機構在有能力的前提下，但卻猶豫是

機構根本還沒有開始蒐集作業風險損失資料，

否要報送相關資料至外部損失資料庫，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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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可能包括：

於各銀行之配合，為免銀行產生逃避申報之

•怕被主管機關處罰或進行專案查核( 主管機

心態( 即申報損失資料後，主管機關可能對

關若藉由外部損失資料庫予以勾稽，以確認

其處罰 )，主管機關對該資料庫之建置，應

參與機構是否誠實將內部的重大偶發事件報

採支持鼓勵之立場，以期銀行亦能以較積極

送至主管機關，則參與機構將承擔極大的精

正面之態度來共同分享其損失資料。 ”

神壓力 )；
•單純的不願將特殊或有管理層面價值之案件
與同業分享。

由上可知，主管機關已充分瞭解「金融
檢查」絕非外部損失資料庫之建置主要目的，
因此，本國銀行未來在進行損失資料報送時，

我國在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的報送作

絕對可以放心。此外，若無「報送意願」的主

業要點規範中，已明確說明此資料庫之建置目

要原因，只是單純的不願將特殊或有管理層面

的，包括：

價值之案件與同業分享，或只想坐享其成，故

•建立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訊交換平台，供相

意僅報送少數之資料，即可看到整體市場或與

關單位分析、運用、參考。
•藉由同業間作業風險損失資訊交流，協助相
關單位辨識自行稀少或未曾發生之損失事件
型態，以進行事前防範。

該銀行類似機構的統計性調查結果。抱持這種
想法的銀行，其實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因
為若每個參與機構都持有相同的想法，那由外
部損失資料庫所計算出的統計結果，難道會可
信嗎？銀行若依此統計結果，運用於業務決策

•編製作業風險統計資訊報表，以協助相關單
位進行各項業務之作業風險控管。

上，難道不會因此產生極大的風險嗎？因此，
只有全體參與機構在無私情況下報送的資訊所

•協助欲發展作業風險進階衡量法( Advanced

產生的統計結果，才可反映市場所面臨的真實

Measurement Approaches，AMA )進行資本

風險狀況，以此可靠的資訊做決策，才能對銀

計提與風險管理之機構，克服內部損失資料
不足之困難。
此外，金管會銀行局林專員詩韻於00年

行產生實質的助益。
此外，有關作業風險損失事件之認定與分
類，因極易存在認知不一致的情形，所導致資

0月「至英國倫敦參訪已建置作業風險外部損

料品質的可信度產生疑慮之問題，在「作業風

失事件資料庫之機構報告」中曾表示：

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建置工作小組」制訂報送作

“作業風險外部損失事件資料之蒐集，其主要

業要點的過程中，已針對此議題進行了充分的

目的係在於透過資料之分享，瞭解其他銀行

討論。以下的相關措施，應可有效防止此一情

所發生之損失事件，以改善其本身之作業流

形的發生：

程，強化其控管機制，並進而降低非必要之

•明確定義應報送資料之相關欄位；

損失，而由於資料庫建置之成功與否，有賴

•藉由資料的試行報送蒐集相關問題及較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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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應如何進行分類之特殊案例，交由「作

本中心於正式蒐集作業風險損失資料日

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建置工作小組」討論

起，即每季定期提供金管會銀行局與參與報送

後，將所有決議與參與銀行分享，以凝聚一

之銀行相關統計資訊，以利前述機構對我國銀

致性的判斷邏輯。

行業所面臨之作業風險輪廓能有進一步的瞭

•持續蒐集銀行所提供之較難判斷應如何進行

解。此外，本中心所提供之參考資訊，除了包

分類之特殊案例，藉由前述機制以提升資料

含整體性的統計資料外，另在兼顧資料的可用

品質之一致性與正確性。

性與保密性前提下，以銀行之屬性資訊( 如：

基於前述之理由，我國所建構之銀行業作
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在主管機關與本國銀
行的共同努力之下，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
下將對此資料庫的資料實質內涵，予以簡單的

資產規模、員工數、個人放款平均數與企業放
款平均數等屬性 )將報送銀行予以分群，藉此
產生不同區隔下之統計報表，以提高此統計資
訊對銀行的參考價值。而本段落所敘述之統計
資訊，係由此資料庫以本國銀行於試報日起至

說明

00年年底所發現且已結案之作業風險損失事

我國銀行業「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
料庫」之資料內涵分析

表一

件為基礎而產生，另基於資料保密等因素，將
僅以百分比方式呈現統計結果，對於損失事件
發生數與損失金額等絕對數字則不予揭露。

各業務別下之統計結果
業務別

金額百分比

事件數百分比

企業財務規劃與融資

0.%

0.%

財務交易與銷售

.%

.%

消費金融

.%

.0%

企業金融

.00%

.0%

收付清算

0.%

0.%

保管及代理服務

0.0%

0.%

資產管理

0.0%

0.%

零售經紀

0.00%

0.00%

其他業務別

.0%

.0%

 統計資料採四捨五入方式取至小數點後位，因此加總後之總數可能與00％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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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損失型態下之統計結果
損失型態

金額百分比

事件數百分比

內部詐欺

.%

0.%

外部詐欺

.%

.%

僱用慣例、工作場所安全

0.%

0.%

0.%

.%

人員或資產損失

.%

.0%

營運中斷與系統當機

0.0%

0.%

.%

.%

金額百分比

事件數百分比

客戶、產品、營業行為

執行、運送及作業流程之管理

表三

各損失成因下之統計結果
損失事件發生原因

流程面

.%

.%

人員面

.%

.%

系統面

.%

0.%

.%

.%

金額百分比

事件數百分比

外部事件

表四

事件影響類別之統計結果
事件影響類別

法律責任

0.0%

0.%

監理措施

.%

.%

實體資產減損

.%

.%

.%

.%

.%

.0%

.0%

.%

其他

.%

.%

法律責任與損害賠償

.%

0.%

監理措施與損害賠償

.%

.%

監理措施與帳面減損

.%

0.%

損害賠償與喪失追索權

0.%

0.%

損害賠償與帳面減損

0.0%

0.%

損害賠償
喪失求償權
帳面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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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發生地區別之統計結果
事件發生地區

表六

金額百分比

事件數百分比

台

北

縣

.%

.%

宜

蘭

縣

0.%

0.%

桃

園

縣

.%

.0%

新

竹

縣

0.0%

0.%

苗

栗

縣

0.%

.%

台

中

縣

0.%

.%

彰

化

縣

.%

.0%

南

投

縣

0.%

0.%

雲

林

縣

0.%

0.%

嘉

義

縣

0.0%

0.%

台

南

縣

0.%

.0%

高

雄

縣

.%

.0%

屏

東

縣

0.0%

0.%

新

竹

市

.%

.0%

台

中

市

.0%

.0%

嘉

義

市

0.%

0.%

台

南

市

.%

.%

台

北

市

.%

.00%

高

雄

市

.%

.%

台

灣

.0%

.%

跨

國

0.%

0.%

其 他 國 家

.%

.%

各業務別與損失型態下之統計結果( 上排數字為金額百分比，下排數字為事件數百分比 )
損失型態

內部詐欺

外部詐欺

僱用慣例、
工作場所安全

客戶、產品、
營業行為

人員或
資產損失

營運中斷
與系統當機

企業財務規劃與融資

N/A

N/A

N/A

0.0%
0.%

N/A

N/A

0.%
0.%

財務交易與銷售

N/A

N/A

N/A

N/A

N/A

N/A

.%
.%

消費金融

.%
0.%

.%
.%

0.0%
0.%

0.%
.%

0.%
0.%

0.0%
0.%

.%
.%

企業金融

N/A

.%
0.%

0.0%
0.%

N/A

0.%
0.%

N/A

.%
.%

收付清算

N/A

N/A

N/A

N/A

N/A

N/A

0.%
0.%

保管及代理服務

N/A

N/A

N/A

N/A

N/A

N/A

0.0%
0.%

資產管理

N/A

N/A

N/A

N/A

N/A

N/A

0.0%
0.%

零售經紀

N/A

N/A

N/A

N/A

N/A

N/A

N/A

其他業務別

N/A

.0%
0.%

0.%
0.%

N/A

.0%
0.%

N/A

0.%
0.%

業務別

執行、運送及
作業流程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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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之一般性之統計資訊外，另有關

XXX元外，本行無其他損失。另系統

大額損失事件( 依本資料庫之定義係指已發生

方面已請資訊部門立即修正相關程式

損失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之事件 )所需報送之

參數檔，以防止再次發生錯誤引用參

「損失事件描述」欄位，對銀行在日常作業風

數之情形。此外，系統並增加檢核約

險管理工作上，亦極具參考價值。以下將提供

定收款人之機制，日後若有異常狀況

幾個去識別化後之常見作業風險損失案例供銀

時，系統將即時回應客戶錯誤訊息並

行於檢討內部作業流程時參考( 資料來源除銀

結束交易。

行真實報送之作業風險損失事件外，另包括金
管會網站所公告之裁罰案件 )。

案例3：本行成功募集了財務交易之商品。依
原規定，應運用募集本金預計產生利
息收入之一部分購入選擇權，但交易

去識別化後之作業風險損失案例分

員因交易眾多導致下單買進選擇權之

享

金額產生錯誤，發現後立即進行反向

案例1：OO分行主管於檢印時，察覺保管箱收
費紀錄有遭塗改之嫌，於是連日調閱
相關文件比對，發現係內部同仁利用
職務之便，竄改保管箱之收費紀錄，

產生美金XXX元之損失。
案例4：客戶於3月3日交付給本行的當日國
外匯出匯款多份申請表格中，夾帶了

藉此侵吞租金收入。本行勒令該員休

一筆6月3日的匯款申請文件。本行未

假接受調查，在查確認後，已立即解

能及時發現該文件之匯款日期為6月3

除其職務。此案金管會認為本行未能

日，因此誤扣客戶款項提前匯出。後

有效落實執行內部控管，因此核處

雖於當日立即發送MT199電文通知收

XXX萬元罰鍰。

款行取消此筆匯款，但已無法追回。

案例2：客戶於網路銀行進行國外匯出匯款交

10

平倉，但因買賣價差過大，導致本行

事後本行同意客戶之要求，由本行先

易，惟系統引用參數時發生錯誤，錯

墊付該筆款項，屆原匯款日6月3日

置收款人資料，以致此筆匯款錯匯至

時，再由客戶支付本行該筆款項。本

另一帳戶。當日發現後立即請託OO外

事件損失之金額為墊款資金息。

商銀行協助，然卻未能成功攔下此筆

案例5：客戶因承做進口業務來電表示需購買

交易，因此本行立即拍發電文取消此

340,000英鎊，經辦立即電洽本行國外

筆匯款交易並追討相關款項。誤匯之

部負責拋補之單位進行議價，但負責

款項己於X日內匯回，除處理費用美金

拋補單位之經辦卻誤以為客戶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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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000英鎊，造成本行超額買入。

依法申報代扣營業稅，導致本行接獲

雖已於隔日立即拋售軋平，但因英鎊

國稅局之補稅通知。經全面清查後，

貶值，造成本行損失XXX元。

發現類似案件共計XXX件；其中XXX

案例6：OO分行逾期貸款戶之保證人否認作

件已結清。由於本行已喪失追索權

保，聲明異議，本行遭判敗訴，因此

利，故予以認列損失。

無法取得該保證人之執行名義。財團

案例11：本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

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前述事

案件，對已取得足額擔保者，仍有徵

由表示全案不理賠。

提「共同發票人」之情事，違反銀行

案例7：客戶來行辦理舊摺換新摺，發現存摺
餘額短缺。本行查核後發現，係分行

法與金管會之相關函令。因此遭金管
會核處XXX元之罰鍰。

經辦盜刻客戶印鑑，並藉由本行全面

案例12：存款戶來行申請解除警示帳戶，因本

換發存摺時取得新摺，以盜領客戶存

行經辦於解除其警示戶資料時操作程

款。經全面清查後，發現遭盜領之戶

序錯誤，導致客戶於聯徵中心之資料

數計有XX戶。本行除立即將被盜領之

仍顯示為警示戶，因而產生客訴。本

存額本金返還受害存戶外，並加計盜

行賠償客戶損失XXX元。

領日起至返還日止之利息，且對相關

案例13：負責監控與管理行外ATM補鈔作業

違法失職人員進行懲處，另涉及不法

之總行相關部門人員，發現OO分行設

之部分，已將涉案人員及涉案內容移

於OO賣場之ATM庫存金額異常後，隨

送司法機關查辦。

即通知保全公司執行該機台之卸鈔作

案例8：本行依董事會決議出售聯貸授信案件

業，清點後發現短少現金XXX萬元。

之債權，惟未於事實發生日起 2 日內

經實地查核後，發現OO分行之ATM經

公告申報相關資訊，違反相關法令，

辦，藉由分行帳務作業未落實覆核等

因此遭金管會核處XXX萬元罰鍰。

漏洞，利用大出納系統之密碼以作帳

案例9：本行前理專於客戶詢問連動債商品

方式挪用了ATM短缺之款項。本案已

贖回時機時，未能明確回覆該商品狀

要求舞弊行員償還全部挪用金額並予

況及攸關資訊，導致客戶資產價值受

以解職。

損。經本行與客戶協商溝通後，客戶
接受本行支付XXX元和解金結案。
案例10：因委外拍車公司未將車輛拍定之價金

案例14：OO分行因不明原因遺失空白定期
存單XX張。經查該分行係因未確實
依規定盤點營業中之空白單據，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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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與代理人未確實清點交接等原因

頂棚，結果不到一天車子就被偷走了。然而停

所致。本行除對相關違法失職人員進

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輛車，過了一個星期後仍

行懲處外，另此案金管會認為本行未

安然無恙。後來，辛巴杜用鐵錘把停在中產階

能有效落實執行內部控管，因此核處

級社區那輛車的玻璃敲了一個大洞，結果僅過

XXX元罰鍰。

了幾個小時，車子就不見了。政治學家威爾森

由上述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作業風險之

( James Q. Wilson )和犯罪學家凱琳( George

損失案件，其實存在銀行日常業務運作的各個

L. Kelling )依循這項實驗的發現，於年

角落中。所謂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相

月在一篇題為「破窗( Broken Windows )」

信藉由他行的損失案例分享，可以讓許多銀行

的文章中，提出了所謂的「破窗理論( Broken

避免災難於無形，大幅降低銀行未來的作業風

Windows Theory )」。破窗理論係認為：如果

險損失。不過由於銀行目前所報送有關「損失

有人打破了一棟建築物的窗戶，且破損之窗戶

事件描述」之資訊，資料品質差異頗大，常見

又無法被及時的修復，他人就極有可能受到某

的報送缺失，包括：

種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破更多的窗戶，甚至會闖

•敘述過於簡短，未明確交代事件成因、處理

入建築物內進行不法之勾當，而且此情形將從

程序與事件結果；

此棟建築物開始蔓延至整條街，並逐漸擴散到

•敘述過於壟長，未注意此欄位之長度限制為

其他鄰近街道。因此，此理論認為環境中的不

0位文字數字，以致超過限制之敘述遭截

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在，將會誘使人們仿傚，

斷；

甚至變本加厲。

本中心已以函文之方式，請全體報送機構

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的存在，除了可

確實依規定報送「損失事件描述」欄位，以利

以協助銀行進行作業風險的辨識、評估與分析

我國銀行業之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可提

等相關工作外，更可扮演即時矯正並降低作業

供參與銀行更多有價值之攸關資訊。

風險損失的積極角色，以協助銀行防止「破窗
效應」的發生。

結語

近0年來國際上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作業風

美國心理學家辛巴杜( Philip Zimbardo )

險損失案例，如英國霸菱銀行( Barings Bank )

曾於年在美國加州做過以下實驗：他找

的倒閉、美國加州橘郡( Orange County )的

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一輛停在治安較亂

破 產 、 美 國 長 期 資 本 管 理 公 司 ( L o n g Te r m

的社區，另一輛停在中產階級的社區。他把

Capital Management )產生巨大的損失及法國

停在治安較亂社區那輛車的車牌拿掉，並打開

興業銀行( Societe Generale )所爆發的鉅額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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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等案件，均印證了「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 八 ) 於連續放假期間( 併同週休二日或補

這句我國古老之諺語。期盼我國所建構之銀行

假形成連續放假日【含】以上 )，自

業作業風險外部損失資料庫，未來在主管機

動櫃員機可用率( 指可提供服務且不

關、本國銀行與本中心的持續共同參與及努力

缺鈔之自動櫃員機佔全部自動櫃員機

之下，除可提供本國銀行在進行業務決策或作

比率 )低於百分之九十五，且未能提

業流程修正時最大的幫助外，另可對我國之整

供服務之自動櫃員機超過台以上。

體金融環境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

附錄：金管會所發布「銀行業通報

( 九 ) 其他重大事件。
三、所謂其他重大事件，非僅以損失金額為絕

重大偶發事件之範圍與適用

對要件，其他雖未造成任何金額損失之非

對象」相關規定

量化事件，其有危及銀行業正常營運及金
融秩序者，亦屬之。

一、所稱銀行業指金融控股公司、本國銀行、
外國銀行、信用合作社、票券金融公司、
信用卡公司、信託投資公司、郵政公司。

四、銀行業發生重大偶發事件應立即通知治安
或其他有關機關採取緊急補救措施，並應
依下列方式申報：

二、所謂重大偶發事件指：
( 一 ) 銀行業負責人應儘速以電話及書面傳
( 一 ) 人為或天然災害 ( 如：地震、水災、
火災、風災等 )。
( 二 ) 內部控制不良之舞弊案或作業發生重
大缺失情事。
( 三 ) 安全維護方面( 如：搶奪強盜、重大
竊盜、行舍或設備遭破壞或遭恐嚇
等 )。
( 四 )業務方面( 如投資或放款 )有重大財物
損失。

真向中央銀行及中央存款保險公司
( 除票券金融公司外 ) 報告。
( 二 ) 銀行業負責人應儘速以電話及網際網
路申報系統向金管會銀行局報告。
( 三 ) 銀行業負責人應於發生重大偶發事件
一週內函報詳細資料或後續處理情
形。
五、違反以上各點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予
以適當之處分。

( 五 ) 媒體報導足以影響銀行業信譽。
( 六 ) 資金流動性不足恐有擠兌之虞者或擠
兌存款。
( 七 ) 發生資通安全事件，且其結果造成客
戶權益受損或影響機構健全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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