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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銀金管銀金管銀金管銀 (一一一一 )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800369460 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  

  因本公司之財務報告已依證交法 36 條規定公告申報並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及本公司網頁中公布，依上開規定第二點之說明，得免再揭露與財務報

告內容重複之部份，爰僅針對未包含於財務報告之內容，予以補充揭露。  

 
(一 )資產負債資訊  

1.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活期性存款 697,931,676 682,304,628 

活期性存款比率 54.55 55.64 

定期性存款 581,569,789 543,893,210 

定期性存款比率 45.45 44.36 

外匯存款 181,648,318 180,096,630 

外匯存款比率 14.20 14.69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 ÷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

比率＝定期性存款 ÷全行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

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註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註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2.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小企業放款 288,083,175 263,969,584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8.18 27.19 

消費者貸款 292,715,295 298,038,197 

消費者貸款比率 28.64 30.70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率（國內）＝中小企業放款（國內）÷放款總

餘額（國內）；消費者貸款比率（國內）＝消費者貸款（國內）

÷放款總餘額（國內）。  

註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註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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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

卡循環信用）。  

(二)管理資訊 

1.  特殊記載事項  

 案 由 及 金 額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違反

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處以罰

鍰者 

101年 4月 19日發文：本行○○分行

工員張員於 100年 11月至 100年 12

月間，擅自開啟客戶保管箱，並竊

取箱內現金，合計新臺幣 100萬元，

本行已追回被竊取之款項，客戶尚

無財物損失。對於張員違規行為，

營業單位人員未能落實內部作業牽

制，分行主管亦未確實覆核，核有

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

違反銀行法第 45條之 1第 1項規

定。依銀行法第 129條第 7款規定，

核處該行新臺幣 200萬元罰鍰；另

依同法第 61條之 1第 1項第 3款規

定，命令該行解除張員職務。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者 無 

最近一年經主管機關依銀行法第六十一

條之一規定處分事項 

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發文：本行國

內營運處職員擔任轉投資事業彰銀

人身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及彰

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以外之職務，核與「商

業銀行轉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符，依銀行

法第 61條之 1第 1項規定核處應予

糾正。 

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案件

或未切實依「金融機構安全維護注意

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故，其年

度個別或合計實際損失逾五仟萬元者 

無 

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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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

金額 

累計減損金

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

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股票 

上市櫃公司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1,360 (1,702)  59,65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上市櫃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500,408 (134,030)  2,366,37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848,434  (120,000) 4,728,434 原始成本   

債券 

政府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645,420 (370)  2,645,05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櫃

買中心提供之理論價格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81)  (81)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櫃

買中心提供之理論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2,485,248 33,685  42,518,93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櫃

買中心提供之理論價格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300,000   1,300,000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498,676 44,331  4,543,00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櫃

買中心提供之理論價格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5,620,226   5,620,226 攤銷後成本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 800,000   800,000 攤銷後成本   

票券 

本國銀行發行定

存單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63,934 30  563,964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國庫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96,840 (259)  496,581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承兌匯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620 1  4,621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商業本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778,452 1,016  18,779,468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央行發行 CD NCD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71,900,000   171,900,000 攤銷後成本   

其他 固定收益特別股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 1,300,000   1,300,000 攤銷後成本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 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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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五、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六、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七、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

技術估算等。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項目 
名目本金 帳列之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

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餘額 會計科目 損益 

利率有關契約 50,046,421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4,068 

68,302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60,057 

利率有關契約 2,000,000 其他金融資產 133,835 (15,565)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389,233,502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81,773 

242,063 
現金流量折現法/以評

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615,441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0,027 0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三、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

技術估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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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金額 
累計減損

金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來源 國家別 

債

券 

國外債券型基

金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8,560 9,880   98,44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88,560 80  88,64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062,957 1,405   1,064,36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383,760 462   384,22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新加坡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590,400    590,40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新加坡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295,200    295,20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新加坡 

公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80,005 (2,001)  378,00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600,229 (851)  599,37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710,876 (179,850)  10,531,025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受益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95,200 (69,834)  225,36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定期存單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7,600     147,600 攤銷後成本   

國庫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282,053     282,053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51,432     151,432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438,495    3,438,495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577,766   (114,238) 463,527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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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2,829,077    2,829,077 攤銷後成本     

受益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376,248     376,248 攤銷後成本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 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臺幣達 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五、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六、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七、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八、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

技術估算等。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項目 

名目本金 帳列之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 採公平價值衡量

者其公平價值產

生之來源 
餘額 會計科目 損益 

利率有關契約 7,291,67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91,896 

(32,240)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19,435 

利率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8,347  (125)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匯率有關契約 16,068,576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3,624 

(8,690) 以評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68,807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單筆衍生性商品交易帳列餘額折合新臺幣達 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四、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

技術估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