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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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活期性存款 627,941,182 538,331,775 

活期性存款比率 53.00 46.78 

定期性存款 556,889,873 612,506,594 

定期性存款比率 47.00 53.22 

外匯存款 171,157,991 195,447,358 

外匯存款比率 14.45 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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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小企業放款 
214,762,806 206,128,158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3.88 24.54 

消費者貸款 
292,458,552 243,452,038 

消費者貸款比率 
32.52 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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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於96.9.29受理客戶○○○大

額通貨交易，未確實依規定於大額

通貨交易登記簿記錄交易代理人資

料，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7 條規定，

金管會於 98.10.7依同法核處罰緩新

台幣 20萬元。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者 ○○分行行員○○○因挪用客戶繳納

稅款，遭金管會於 99.3.19依銀行法

第 61條之 1發文命令本行三個月內

限期改善，並依同條文命令解除該

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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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33 (507)  5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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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111 168,281  2,37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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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7,188  (120,000) 4,737,188 原始成本   

基金 國內基金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0,000 415  30,415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債券 

政府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458,638 (16,425)  2,442,21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8,788,727 72,360  18,861,08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676,248   676,248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00,000 (32)  999,96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036,872   1,036,872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429,781 4,064  3,433,84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247,218   3,247,218 攤銷後成本   

票券 

本國銀行發行定

存單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9,296 (3)  9,293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國庫劵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99,325 317  499,641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承兌匯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280 (1)  7,279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商業本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4,430,266 (1,171)  14,42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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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00,000   20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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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化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 800,000   800,000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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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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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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09,22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55,899 

9,797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296,290 

利率有關契約 2,000,000 其他金融資產 132,395 2,047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06,688,07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06,511 

(79,820) 
現金流量折現法/以評

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594,355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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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債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95,319 1,909   9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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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19 5,307   1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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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627 991  14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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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191 -9,250   1,484,941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金融債券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043,132 2,024   1,045,15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89,632 77,465 -502,146 76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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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3,594 121,779 -854,319 5,48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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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30 -60,791  25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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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46     63,546 攤銷後成本     

國庫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203,908     203,908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644,456     1,644,456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5,729,507   -145,992 5,583,515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17,330     317,330 攤銷後成本   美國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1,869,400   -122,956 1,746,444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9,283,621   -197,699 9,085,922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317,330     317,33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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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證券及

資產基礎證

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799,612     7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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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3,42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1,232 

9,544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32,013 

利率有關契約 880,862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3,874 (1,335)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匯率有關契約 9,154,29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6,764 

(116,236) 以評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9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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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