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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2 季法人說明會 

投資人提問重點彙整  
 

一. 請問貴行下半年度獲利的展望如何? 

答：本行 2022 年上半年度獲利已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27.65%，主

要是升息效應對本行上半年利差與 NIM 表現都有十分正向的影響

外，透過本行在營運上積極布局的努力下，存放款規模與債券部

位都有明顯成長，讓本行上半年利息淨收益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18.95%，此外，在本行布局基本面佳之股票部位增加下，也讓股

利收益也較去年同期有所成長，加上上半年台幣貶值，增加兌換

利益，整體而言，使兌換與投資淨收益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16.57%；展望下半年度本行獲利表現，在全球升息政策趨勢不變

下，本行利差與淨利差可望維持持續成長，同時在企個金及海外

授信業務營運量增長帶動下，利息淨收益將更優於上半年度，加

上下半年還有股利收益的對獲利的挹注，並在資產品質顯著改善

下，下半年本行獲利表現勢必將更優於上半年。 

 

二. 請問貴行上半年台、外幣放款情形？下半年展望以及是否修正

全年放款目標？ 

答：2022年上半年本行放款平均量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7.19%，其

中台幣放款均量較去年同期增加 5.90%，外幣放款均量增加

15.02%；在從對象別來分析，中小企業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11.0%，房貸成長約 9.98%，大企業成長 9.49%，海外成長

11.55%，可見本行放款各項業務皆有顯著的成長；今年受聯準會

與我國央行升息的影響，全球經濟發展預期將轉趨保守，不過，

預估本行今年放款動能仍可維持成長趨勢，本行亦將持續引導全

行授信結構轉型，提升中小企業授信占比，除聚焦於中小企業放

款量，亦著重於風險的控管，鼓勵營業單位善加利用本行連續 3

年獲頒的信保金質獎額外保證額度，搭配信保基金致力於強化中

小企業放款業務；加上海外市場隨國際間疫情緩和，相關的隔離

管控措施多已解除，海外經濟活動穩定復甦，並持續激勵海外單

位加強拓展外幣放款業務、擴大生利資產基磐下，今年第二季底

海外授信餘額較去年底成長約三成；展望下半年營運狀況，本行

將持續落實推展策略，同時視市場變化機動調整，以提升全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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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動能，並持續協助國際貿易客戶，提供進出口、國際應收帳款

等外幣融資業務，以增裕本行收益。 

 

三. 請問貴行上半年台、外幣存款增加多少？原因及未來策略為何? 

答：2022 年上半年本行總存款平均餘額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11.72%，其中台幣存款均量增加約 7.16%，未來將陸續舉辦各項

活動，以吸引及爭取客戶之往來，並積極拓展代收代付業務，提

昇代理手續費收入，以掌握優質存款商機，拓展本行台幣存款基

磐。 

在外幣存款部份，隨著美國及多數國家央行多採取升息趨勢，帶

動上半年外匯承作量的成長動能，使外幣存款均量較去年同期成

長約 27.78%，本行為持續掌握全球升息商機及支應放款成長動

能，將持續吸收美元存款，擴大外幣存款基磐，並著重企業金流

之掌握，建構穩定充裕的存款資金池。 

 

四. 請說明升息對貴行 NIM 及 Spread 的影響為何？ 

答：2022年上半年度聯準會升息三次共 6碼，而我國央行則升息

兩次共 1.5 碼，利差效益在放款利率重定價期間逐步調整後，第

二季上升幅度更加明顯，其中存放利差 1.31%，較上一季增加

9bp，NIM 為 1.00%亦較上一季增加 9bp；展望下半年度國內外經

濟情勢，在聯準會加速升息以對抗通膨的政策影響下，全球經濟

成長動能的預期將轉趨保守。目前 7 月聯準會又升息 3 碼，而聯

準會在 9、11、12 月還有三次利率會議，對於升息預期不變，惟

幅度將視通膨與整體經濟狀況而定，當然，在預期下半年聯準會

升息趨勢不變下，我國央行在 9 月與 12 月理事會亦有跟進升息

的可能，這對下半年本行利差與 NIM 值的影響都是正面的，本行

將掌握市場動態，調整資產結構與策略以因應升息階段的全球經

濟環境。 

 

五. 請問房市買氣受到打炒房加升息效應，對貴行是否造成影響？

第二季新承作房貸金額是否減少？對土建融市場展望及下半年

策略為何? 

答：今年年初因應銀行法 72-2 條限額比率變化，本行針對非自

住型房貸進行結構調整，第二季新承做房貸金額較第一季減少

12.3%，惟截至今年 6 月底的整體房貸餘額與去年底相比仍有微



 

第 3 頁，共 6 頁 

 

幅成長（約 3,889.46 億元），其中無自用住宅貸款較去年底增加

4.2%，整體房貸維持成長趨勢。鑑於近期各界多對房市提出示

謷，且受打炒房政策及升息影響，借款人利息負擔加重及建案開

發降溫，下半年整體房貸與土建融市場的需求將有所放緩。本行

推展重心仍以自住需求客群為主，並聚焦於青年安心成家貸款，

以維持房貸業務穩健發展。 

今年上半年國內房市買氣明顯降溫，其原因除本土疫情升溫致看

屋人潮下滑外，另俄烏戰爭加速通膨升溫，使得全球央行貨幣政

策由寬鬆轉向緊縮，我國央行也在暌違逾十年半之後，啟動升

息，迄今共升息 1.5 碼，加重民眾的房貸負擔，而房價則因營建

成本大漲與民眾的通膨預期下，表現相對平穩。 

展望未來，由於央行已步入升息循環，同時為遏止炒房亂象，內

政部《平均地權條例》修法有機會在立法院下會期(9 月)排審。

因此，在通膨、升息、政策打房等不利因素影響之下，預估下半

年國內房市將會持續降溫，整體房市交易量恐持續下滑，房價則

因營建成本的大漲，短期下跌空間相對有限。在土建融市場方

面，央行自 109 年 12 月以來連續祭出四波房市管制措施，持續

限縮建商土地貸款成數，且金管會亦調升承作新貸、舊案續貸及

轉貸案所適用的風險權數，均將加重銀行對於土建融的放款壓

力，加上目前鋼筋、水泥等營建成本仍維持高檔，缺工情況嚴

峻，預期建商將放緩建案的開發。此外，隨物價上漲以及我國央

行後續升息機率仍高，土建融的放款利率將持續攀升。因此，預

估整體土建融市場的需求將有所放緩。 

 

六. 請問貴行對下半年景氣看法? 

答：展望 2022 年下半年國內外經濟情勢，在主要國家央行加快

升息步伐對抗通膨的趨勢下，全球金融市場壓力逐漸升高，經濟

成長動能轉趨緩，且隨著歐美等大國市場需求降溫、西方國家與

俄羅斯雙邊經貿制裁升級以及中國房地產業景氣低迷與疫情反覆

的影響，均對下半年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下行風險。另伴隨市場需

求預期降溫，近來國際原物料如原油、糧食等價格及運費雖回檔

許多，但考量物價水準距離主要國家央行設定的通膨目標區間仍

有不小的差距，預期下半年歐美等國家仍將維持積極升息抗通膨

的立場。國內方面，隨著本土疫情確診人數自高峰趨緩，加上各

國邊境管制逐漸鬆綁，民眾消費意願回升將有望帶動下半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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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增強。但考量全球主要經濟體景氣擴張力道逐漸減緩，我國

製造業對未來景氣看法轉趨謹慎，部分業者已開始減少產能或延

後建廠投資計畫，可能抑制出口及投資成長力道。整體而言，在

內需及外需的正負面效應相互抵銷下，預期我國下半年經濟表現

將溫和成長。 

 

七. 大陸各項政策改變，牽動台商獲利動能，下半年是否會連帶對

金融業產生衝擊? 

答：就台灣出口至大陸產業之分佈來觀察，比重最高的是科技

產品，約佔 7 成，主要係半導體相關製品，對國內相關產業影響

有限；至於大陸的炒房經濟及爛尾樓事件，造成不動產市場受到

關注，由於大陸已自去年開始調控，在台商及早因應之下，預期

下半年對我國金融業之衝擊程度應不大，惟仍應持續留意大陸的

政策動向。 

 

八. 上半年股債市不佳，對於貴行資本適足率的影響? 

答：上半年股債市不佳，對於國內金融業只要是持有股債的部

位，多少都會受到一點影響，本行 111 年六月的 BIS 仍有

13.85%，所以受到影響不大。 

 

九. 請說明貴行上半年海外收益及下半年業務重點？海外新設據點

規劃為何？ 

答：今年度上半年海外分行和 OBU之提存前稅前盈餘占全行比重

約 36.1%，較去年同期增加 2.51%，另外在大陸子行方面，由於

今年上半年積極衝刺業務量，提存前稅前盈餘已較去年同期增加

53.67%。上半年海外地區經濟復甦態勢愈趨穩定，本行持續強化

海外分行授信推展力道，包括擴大授信部位及提高自貸案件比

重。下半年更將關注本行未設營運據點、具發展潛力之市場，並

重點拓展基礎建設及 ESG相關產業。 

目前海外部分地區疫情已較穩定，將視各國市場經濟復甦程度，

在經濟狀況較穩定的美國、日本及澳洲地區評估設立據點，在東

南亞方面，目前本行在東南亞地區已設有新加坡分行、馬尼拉分

行及仰光辦事處，未來仍持續就必要性、獲利性及整體性做通盤

考量，審慎評估於新南向國家具發展潛力之地區設立新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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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對於全球經濟擴張力道趨緩，請說明貴行海外授信風險控管。 

答：本行因應當前的加速升息趨勢，今年下半年本行海外授信

除持續推展授信及債券投資業務外，也將密切關注對升息抗壓性

較弱的授信戶，以利適時調節部位。 

且為避免海外授信產業風險過度集中，本行已訂立行業別授信及

投資限額管理準則，同時將視總體經濟、政治發展情勢、金融環

境及產業變化，定期檢討重新核算。若行業(組合)授信暴險達該

行業別授信限額水位之 85%(含)時，即啟動預警機制，並採取相

關風險管控措施；同時針對大陸地區已增訂「高風險產業」控管

措施，日前為因應大陸監管措施及國際政經情勢，本行就部份產

業調整控管限額，(調整後產業範圍有「租賃 」、「房地產」、

「水泥」、「建築材料」、「平板玻璃」、「煤化工」、「鋼鐵」

及「有色金屬」)，未來仍持續滾動式調整範圍及限額，以上說

明。 

 

十一. 面對歐美升息不斷、台股及海外債券價格波動劇烈，請問

貴行投資策略將如何調整？ 

答：今年歐美各國均面臨鉅大通膨壓力，各國央行紛紛採取升

息因應，美國聯準會自今年 3月啟動升息循環至今已升息 9 碼，

基準利率目標區間已上調至 2.25%~2.50%區間，帶動 10年期公債

殖利率自年初 1.51%低點，6月已快速升至 3.47%的今年高點，而

2 年期公債殖利率在上週五 Powell 演說後也升到了 15 年來的高

點。積極升息使得債市的焦點，由通膨轉為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美國 10年期減 2年期公債殖利率利差自 7月 5日已呈倒掛，引發

市場對經濟可能衰退的疑慮。 

近期美國公佈之經濟數據顯示其經濟正在放緩，但勞動力市場依

然非常強勁。預期聯準會將持續升息，在通膨回落至目標通膨率

2%水準之前，不會有降息的動作。而 Powell在 8 月 26 日全球央

行的年會上亦表示聯準會將持續升息，並讓利率在高位保持一段

時間，以遏制通膨。再次提醒市場的投資人，依市場最新預測，

9 月聯準會升息 3 碼的預期已來到 7 成，而下週歐洲央行升息三

碼的機率預期已來到 5 成，在歐美貨幣政策競相收緊之下，我們

預期下半年全球經濟成長將持續放緩。 

本行下半年的投資策略:  

1. 債券投資：仍將持續保守穩健，視市況分批佈局，加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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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債、高信評公司債以及金融債。 

2. 臺股操作：將隨時檢視市場狀況及個股基本面變化，適度彈

性調整，並於除權息後，伺機擇優佈局產業具成長潛力、具

ESG題材、投資價值浮現之標的。 

 

 

(會議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