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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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000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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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活期性存款 684,470,067 662,602,144 

活期性存款比率 54.71 54.67 

定期性存款 566,728,580 549,430,133 

定期性存款比率 45.29 45.33 

外匯存款 186,120,561 187,254,553 

外匯存款比率 14.88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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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一 ○ ○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82,769,941 240,966,811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7.86 25.46 

消費者貸款 
295,422,537 297,929,724 

消費者貸款比率 
29.11 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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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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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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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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475,294 (300,347)  2,17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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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964 (4,980)  2,934,98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215  215 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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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41,6341 94,745  38,73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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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800,000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738,295 15,580  4,75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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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5,106   4,32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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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537 199  3,429,737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商業本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955,636 1,209  18,95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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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00,000   14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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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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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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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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70,133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29,322 

35,064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473,109 

利率有關契約 2,000,000 其他金融資產 155,876 7,479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300,344,926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068,525 

3,832,013 
現金流量折現法/以評

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5,407,032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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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75 5,856   97,431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金融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91,575 (5)   9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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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75 (9)  9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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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864 (2,211)   41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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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00 821   6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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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00    6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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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50    305,25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新加坡 

金融債券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244,644 (1,378)   243,265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788,360 (7,719)  78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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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3,170 (384,743)  11,29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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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50 (83,301)  2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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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25     152,625 攤銷後成本   

國庫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67,252     167,252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527,321     527,321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5,342,172    5,342,172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05,250     305,250 攤銷後成本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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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1,290,090   (118,130) 1,171,960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5,811,350   (192,259) 5,619,091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305,250     305,25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受益證券及資

產基礎證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524,968     52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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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1,035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56,137 

3,537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45,715 

利率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9,274  (36)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匯率有關契約 25,978,831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54,048 

25,700 以評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1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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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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