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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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活期性存款 662,602,144 593,459,265 

活期性存款比率 54.67 50.90 

定期性存款 549,430,133 572,583,477 

定期性存款比率 45.33 49.10 

外匯存款 187,254,553 178,232,227 

外匯存款比率 15.45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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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40,966,811 218,367,953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5.46 25.28 

消費者貸款 
297,929,724 273,585,301 

消費者貸款比率 
31.48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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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23 (1,254)  44,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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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6,329 12,779  2,54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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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80  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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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38 1,399  2,425,63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3,194,276 206,610  23,400,88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0   0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00,000 22,557  1,022,55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043,732   1,043,732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411,880 39,843  4,451,72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240,225   3,240,225 攤銷後成本   

票券 

本國銀行發行定

存單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3,288 (27)  13,261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國庫劵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97,898 (89)  597,809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商業本票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1,942,048 (193)  11,94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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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00,000   178,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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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66,685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36,821 

(25,976)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512,986 

利率有關契約 2,000,000 其他金融資產 169,323 38,975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77,577,879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23,536 

(399,142) 
現金流量折現法/以評

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2,335,513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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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05 522,218   6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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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05 3,736,112   3,82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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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05 740  9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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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795 -4,841   1,20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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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510 -1,486   1,026,02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815,465 4,905  820,37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公司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994,448 70,402 -503,358 56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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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2,792 -33,982  6,23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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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50 -121,988  19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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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70     62,470 攤銷後成本   

國庫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213,286     213,286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330,505     1,330,505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4,377,720    4,377,720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312,350     312,350 攤銷後成本   美國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1,726,965   -120,874 1,606,091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

投資 
7,709,116   -197,272 7,5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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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50     31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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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223     70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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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7,27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22,633 

21,893 現金流量折現法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01,384 

利率有關契約 854,07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5,581 (852)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匯率有關契約 12,186,245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4,060 

(98,398) 以評價技術估算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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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