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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體信用評等 

twA/負向/twA-1 

主要評等因素 

 

評等展望：負向 

  「負向」的評等展望係反映：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群益金鼎證券）在市場受壓情況下繼續

將其資金來源與流動性結構維持在允當等級的能力仍偏弱。中華信評預期該公司應會在未來六個月至一

年內採取降低債券曝險部位的策略，以減緩其在受壓情況下可能面臨的資金來源與流動性風險。雖然群

益金鼎證券的資本水準因為其帳上持有的股票與債券部位在 2017 年底時大幅增加而有所轉弱，中華信

評同時預期，群益金鼎證券應會在未來的一至二年期間採取審慎的成長策略，因此該公司的資本水準應

可維持在非常強等級。另外，由於群益金鼎證券的獲利仍高度依賴台灣股市，因此該公司的獲利表現應

會持續波動，並與國內同業的平均水準相符。不過儘管如此，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應能維持其獲

利品質與獲利能力，且其獲利來源仍將主要來自經紀手續費收入與融資融券業務的利息收入。 

 

 
  

優勢 劣勢 

− 非常強的資本水準。  

− 在台灣證券業中令人滿意的市場地位。 

− 對大額資金來源的高度依賴。 

− 儘管致力於業務多樣化發展，但目前營收仍集中

在台灣波動較大的股市。 

評等下調情境 

  若群益金鼎證券無法在未來一年期間將其資金來源風險維持在允當等級，或亦無法將其流動性比率

恢復至略允當（adequate-low）的等級，則中華信評可能會調降群益金鼎證券的長期評等。可做為前

述調降情況的觀察指標為：該公司無法將其穩定資金來源對穩定資金需求的比率維持在 90%以上，且

流動性覆蓋倍數低於 0.9 倍。另外，相較於該公司目前在非常強等級的資本水準，若該公司的資本水準

弱化至強等級，則中華信評亦可能會調降該公司的評等。中華信評係根據我們的風險調整後資本比來計

算資本水準，若該比率滑落至 15%以下的水準，則相當於資本水準在強等級。以上評等下調情境，即

可能會導致評等向下調降達一個級距以上。 

評等上調情境 

  若群益金鼎證券的各項資金來源與流動性比率在未來一年中出現持續性改善的跡象，使該公司面臨

的資金來源與流動性風險因而下降，同時將其資本水準維持在非常強健等級，則中華信評可能會將群益

金鼎證券的評等展望調回「穩定」。可能發生前述評等展望調整的情況包括：若該公司能降低其債券曝

險部位並減少短期資金，並對其在資金來源與流動性容忍範圍設定更為嚴格的衡量標準；或若該公司能

增加可與其投資部位到期結構相稱之長期借款或債務部位；或是該公司的資本與流動性資產能更為增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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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理由 

  群益金鼎證券的評等結果係反映：中華信評認為，該公司擁有非常強的資本水準，且其在國內證券市

場中的營運狀況穩定。抵銷群益金鼎證券前述評等優勢的因素則為：隨著該公司投資組合的規模增長，該

公司對大額資金來源的高度依賴可能使其在受壓情況下面臨的資金來源與流動性風險升高。群益金鼎證券

的營收集中在台灣股市，而此情況也導致該公司的獲利表現較其他國際同業更為波動，並部分抵銷了該公

司的評等優勢。 

 

評等基準：以台灣為主要營運區域之證券業者的基準為標普全球評級 

  標普全球評級認為，台灣證券業面臨的經濟風險程度高於銀行業，因為證券業的業務多集中在較具波

動性的國內股市。標普全球評級同時認為，台灣證券業面臨的產業風險亦高於銀行業，因為證券業營收基

礎的穩定性較低，易隨國內股市行情的波動而起伏。此外，與銀行業者擁有小額且多樣化之資金來源結構

相較，台灣證券業對大額資金來源的依頼程度相對較高。基於此，台灣證券公司的評等基準為標普全球評

級「bb+」，較標普全球評級目前認定的台灣銀行業評等基準低 2 個級距。 

表 1 | 圖表下載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重要財務資料（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新台幣百萬元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調整後資產

調整後普通股權益

總調整後資本

營業收入

非利息費用

淨利

核心獲利

Copyright ©  by Taiwan Rating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營運狀況：市場地位令人滿意且營運組合穩定 

  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在台灣市場中的營運狀況允當，因為該公司擁有穩定的業務組合及營收、

且在主要產品線上享有令人滿意的市場地位。群益金鼎證券 2017 年年底時為國內證券經紀業務排名第五

大的業者，市占率達 4.4%，因此使其得以在融資融券業務方面維持良好的業務量。以交易案數量來看，

群益金鼎證券亦為台灣主要的權證╱結構型債券發行商以及債券與證券承銷商之一。群益金鼎證券穩定的

業務組合係以傳統證券經紀業務為主，且該業務為該公司的主要營收貢獻來源。 

 

  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過去五年的營運績效表現令人滿意，其股東權益報酬率亦與國內同業平

均相符。不過，中華信評預期，群益金鼎證券未來兩年的績效表現仍將易受波動劇烈的台灣股市影響。群

益金鼎證券的業務與營收來源目前仍集中在國內股市，因為股票經紀業務仍是其主要的營收貢獻來源。不

過群益金鼎證券已開始致力於新業務的開發，包括財富管理、債券交易、以及海外業務的擴張等。 

 

 
  

https://rrs.taiwanratings.com.tw/portal/member/viewFinancialSummary/613?lang=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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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圖表下載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狀況（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淨利息收入／營業收入

手續費收入／營業收入

市場敏感收入／營業收入

稅前盈餘／營業收入

核心獲利／平均調整後普通股權益

Copyright ©  by Taiwan Rating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資本與獲利：與該公司風險結構相較非常強健 

  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非常強健的資本水準乃其最佳的信用實力所在，且中華信評預期，此一

情況在該公司未來兩年採取的審慎成長策略以及盈餘保留的作法下應會持續。群益金鼎證券 2017 年年底

時的風險調整後資本比有所轉弱，達到接近中華信評評等準則中定義資本水準屬非常強等級的最低門檻。

群益金鼎證券的風險調整後資本比轉弱主要是因為在 2017 年股市市況良好之際，該公司提高了供交易用

的債券與股票部位所致。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的前述股債部位已經達到高點，且在未來一年中將

有所降低。 

 

  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的資本品質保持良好，因為其資本皆由股東權益所組成。另外，群益金

鼎證券的獲利能力以本地同業標準而言堪稱允當，但以全球標準而言卻略顯波動，原因在於國內券商的業

務極易受到台灣股市行情的影響。中華信評認為，在群益金鼎證券於強化產品與地理區域分散性之努力上

取得重大進展前，該公司面臨的獲利波動性應不會有所改變。不過，中華信評認為，該公司擁有的資本應

可作為吸收損失的良好緩衝。 

 

表 3 | 圖表下載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槓桿比

標準普爾考量分散效果前的風險調整

資本比

調整後總股東權益／調整後資產

調整後普通股權益／總調整後資本

*N.M.--無意義。Copyright ©  by Taiwan Rating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表 4 | 圖表下載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獲利（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人事費用／營業收入

成本收入比

核心獲利／營業收入

內生資本／前一年的股東權益

淨利息收入／平均生息資產

Copyright ©  by Taiwan Rating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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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部位：風險偏好與風險控管均屬允當 

  中華信評評估認為，群益金鼎證券在信用風險與市場風險方面的風險管理架構均屬允當。由於該公司

的不良放款比極低，且其平均覆蓋率高達 170%，因此該公司融資融券業務的信用風險受到良好的控管。

群益金鼎證券持有的債券部位評等大多為投資等級，且具地理分散性。該公司在市場風險方面亦維持允當

的風險偏好，並已具備積極式的風險控管與停損機制，特別是在證券自營交易與衍生性商品業務方面。與

同業相似的是，群益金鼎證券的風險部位操作亦容易隨國內股市的表現而波動。該公司並無主要的集中性

風險，且其營運仍舊略顯單純。 

表 5 | 圖表下載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風險部位（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經年度化換算的調整後資產成長率

調整後普通股權益／管理資產

Copyright ©  by Taiwan Rating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資金來源與流動性：在面臨市場壓力的情況下繼續將其資金來源與流動性結構維持在允當等級的能力仍偏

弱 

  中華信評認為，群益金鼎證券在面臨市場壓力的情況下繼續將其資金來源與流動性結構維持在允當等

級的能力仍偏弱。由於群益金鼎證券附買回協議與短期借款做為資金來源的債券部位以及融資融券業務規

模逐漸成長，該公司穩定的資金來源比率以及流動性覆蓋率持續減弱，且在 2017 年底與 2018 年第一季

時已經達到接近中華信評認為屬於允當等級的低門檻。中華信評預期，群益金鼎證券應能降低其債券持有

部位，並減少其透過附買回協議進行的相關融資安排。中華信評亦預期，該公司未來一至二年的資金來源

與流動性應能維持在允當等級。 

 

  在群益金鼎證券為分散其營收來源而採取的業務策略下，該公司在 2015 年至 2017 年底積極地建立

可供該公司進行交易操作的債券部位。這些新增的債券部位，多為投資等級的海外債券，其平均標普全球

評級為「A」等級。而且這些增持的債券部位中，多數為金融債券（以主順位債券居多），且具良好的地

理分散性。群益金鼎證券的海外債券曝險部位在過去二至三年間即成長了約 300%。鑑於該公司債券投資

組合良好的信用品質與分散性，中華信評在計算資金來源與流動性比率時對於這些債券部位的流動性採用

的折扣率為 40%，而非我們評等準則中所述的 50%。 

 

  與其他同業相同，群益金鼎證券是以短期借款與附買回協議等管道，來支應這類債券曝險部位所需之

資金以及 2017 年融資融券業務的成長；而中華信評認為，前述管道屬於穩定性較差的資金來源。券商持

有的債券部位通常是三年期至五年期的債券，但用於支應這些債券部位的資金卻是短期性資金，此一情況

會使業者暴露在到期結構不相稱的風險下，並可能使業者在受壓的情況下面臨潛在的資金來源與流動性風

險。儘管群益金鼎證券與台灣各金融機構維持有穩定的往來關係，以及其附買回協議交易對象多為投資等

級之金融機構。此外，中華信評亦認為，群益金鼎證券目前面臨的外匯風險應在可控管的範圍內，因為群

益金鼎證券主要是透過以美元計價的融資來源以及承做相同幣別之附買回協議，取得支應其海外債券投資

部位的資金，至於其它曝險部位則是透過換匯交易進行避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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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圖表下載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資金來源與流動性（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總穩定資金來源比率

短期躉售型資金來源／調整後資產

流動保障倍數

客戶存款／調整後資產

經紀客戶應付款／調整後資產

*2016-2017 總穩定資金來源比及流動保障倍數計算時債券部位的流動性是採用 40%折扣率，而非我們評等準

則中所述的 50%。Copyright ©  by Taiwan Rating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相關準則 

− Criteria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General: Risk-Adjusted Capital Framework Methodology - July 20, 

2017 

− 認識中華信評評等定義, www.taiwanratings.com - November 18, 2014 

− Criteria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General: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ating Methodology - 

December 09, 2014 

− Criteria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 Banks: Banking Industry Country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And Assumptions - November 09, 2011 

− General Criteria: Methodology For Linking Long-Term And Short-Term Ratings - April 07, 2017 

− General Criteria: Use Of CreditWatch And Outlooks - September 14, 2009 

− General Criteria: Group Rating Methodology - November 19, 2013 

(除非另有說明，相關準則與研究均公佈於 www.standardandpoors.com，欲進入該網站需註冊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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