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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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活期性存款 635,087,438 577,609,835 

活期性存款比率 53.00 49.14 

定期性存款 563,382,567 597,931,888 

定期性存款比率 47.00 50.86 

外匯存款 173,247,653 190,048,800 

外匯存款比率 14.46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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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23,782,381 221,219,72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4.04 25.22 

消費者貸款 
299,012,713 254,431,031 

消費者貸款比率 
32.12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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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0 (1,054)  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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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8,199 (149,016)  2,649,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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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905)  1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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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771 (7,104)  1,691,66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3,733,966 83,998  23,817,96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69,221   69,211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00,000 24,881  1,024,881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040,271   1,040,271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740,007 (7,589)  3,732,41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243,723   3,243,723 攤銷後成本   

票券 

本國銀行發行定

存單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6,688 (16)  56,672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國庫劵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98,720 (83)  298,637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商業本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5,525,399 (1,341)  15,52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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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00,000   19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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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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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07,945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79,169 

21,382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407,976 

利率有關契約 2,000,000 其他金融資產 156,339 23,944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97,348,12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638,201 

509,907 
現金流量折現法/以評

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238,444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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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27 1,312   9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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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27 3,616   10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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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27 609  97,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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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603 -11,097   1,21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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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668 -691   1,041,97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150,298 66,679 -478,306 73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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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470 107,005 -865,210 5,26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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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090 -56,487  265,60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國庫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206,369     206,369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519,637     1,519,637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4,838,803   -147,961 4,690,842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22,090     322,090 攤銷後成本   美國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1,712,447   -124,643 1,587,804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7,929,140   -182,396 7,746,745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322,090     32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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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522     73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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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007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1,768 

10,697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71,401 

利率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5,365  0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匯率有關契約 10,121,169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9,426 

(103,509) 以評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5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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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