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1年3月31日 100年3月31日 101年3月31日 100年3月31日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金 額 代碼 會計科目 金 額 金 額

現金及約當現金 7,558 14,769 (49)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同業 392,299 256,846 53 央行及同業融資 20,000 0 100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

  金融資產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

  金融負債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收款項-淨額 3,358 2,455 37 應付款項 3,913 3,412 15

待出售資產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

  負債

貼現及放款-淨額 782,098 325,885 140 存款及匯款 512,867 441,486 16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淨額 69,473 69,365 0 應付金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

  -淨額
特別股負債

採權益法之股權投資-淨額 應計退休金負債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其他金融負債

固定資產-淨額 133,792 135,996 (2) 其他負債 546,082 72,459 654

無形資產-淨額 0 171 (100) 　負債合計 1,082,862 517,357 109

其他資產-淨額 4,912 19,728 (75) 營運資金 664,695 664,695 0

股本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留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或待彌補虧損）
(354,213) (357,025) (1)

股東權益其他項目

  未實現重估增值

  累積換算調整數

  金融商品之未實現損益 146 188 (23)

  庫藏股票

  未認列為退休金成本之

    淨損失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

    之權益

  股東權益合計 310,628 307,858 1

資產總計 1,393,490 825,215 69 負債及股東權益合計 1,393,490 825,215 69

註：（一）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諾: 新臺幣675,264,558元。   

    （二）各款保證款項: 新臺幣2,000,000元。

(此為本行自編報表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101年3月31日及100年3月31日

資　　產 變動百分

比（%）

變動百分

比（%）

負債及股東權益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1 年 3 月 31日     100 年 3 月 31日

活期性存款 292,207 246,419

活期性存款比率 58.08 56.85

定期性存款 210,909 187,046

定期性存款比率 41.92 43.15

外匯存款 73,984 83,599

外匯存款比率 14.71 19.29

                定期性存款÷全行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率＝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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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表信託投資公司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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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不含郵政儲金轉存款。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1 年 3 月 31  日 100 年 3 月 31  日

中小企業放款 0 0

中小企業放款比率 0.00 0.00

消費者貸款 2,693 4,083

消費者貸款比率 0.3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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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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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率＝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率＝

　       　關團體職工福利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不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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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利息收入 3,069 2,517 22

減：利息費用 527 250 111

利息淨收益 2,542 2,267 12

利息以外淨收益 7,483 8,581 (13)

   手續費淨收益 3,597 4,108 (12)

   公平價值變動列入損益之金融資產及負債損益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之已實現損益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之已實現損益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投資損益

   兌換損益 2,255 2,376 (5)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利益）

   其他非利息淨損益 1,631 2,097 (22)

淨收益 10,025 10,848 (8)

呆帳費用 0 0 0

營業費用 14,486 13,563 7

   用人費用 9,635 8,400 15

   折舊及攤銷費用 713 812 (12)

   其他業務及管理費用 4,138 4,351 (5)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淨損） (4,461) (2,715) 64

所得稅（費用）利益 0 0 0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利（淨損） (4,461) (2,715) 64

停業單位損益

　停業前營業損益(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處分損益（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列計非常損益及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

   前淨利（淨額）

非常損益(減除所得稅費用$×××後之淨額)

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減除所得稅費用

   $×××後之淨額）

本期淨利（淨損） (4,461) (2,715) 64

普通股每股盈餘：

　繼續營業單位淨利（淨損）

　停業單位淨利（淨損）

　非常損益

　會計原則變動之累積影響數

　本期淨利（淨損）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 101年及100年1月1日至3月31日

 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變動百分

比（%）

(此為本行自編報表 ,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代

碼

上　　　　期
項　　　　　　　　　　　　目

本　　　期



單位：新臺幣千元，%

逾期放款

金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率

備抵呆帳

金額

備抵呆帳

覆蓋率

逾期放款

金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率

備抵呆帳

金額

備抵呆帳

覆蓋率

0 0 0 0

0 716,186 - 39,253 - 0 245,583 - 39,181 -

0 2,693 - 14 - 0 4,083 - 21 -

擔保 103,000 515 116,000 580

無擔保 0 0

0 821,879 - 39,782 - 0 365,666 0.00% 39,782 #DIV/0!

逾期帳款

金額

應收帳款

餘額

逾期帳款

比率

備抵呆帳

金額

備抵呆帳

覆蓋率

逾期帳款

金額

應收帳款

餘額

逾期帳款

比率

備抵呆帳

金額

備抵呆帳

覆蓋率

註：

資 產 品 質

放款業務合計

無追索權之應收帳款

承購業務

信用卡業務

企業

金融

其他

擔保

無擔保

住宅抵押貸款

100 年 3  月 31  日年月

業務別＼項目

一、逾期放款係依「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規定之列報逾期放款金額；信用卡逾期帳款係依94年7月6日金管銀（四)字

     第0944000378號函所規定之逾期帳款金額。

現金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
消費

金融

101 年 3  月 31 日

二、逾期放款比率=逾期放款÷放款總額；信用卡逾期帳款比率=逾期帳款÷應收帳款餘額。

三：放款備抵呆帳覆蓋率=放款所提列之備抵呆帳金額÷逾放金額；信用卡應收帳款備抵呆帳覆蓋率=信用卡應收帳款所提列之備抵呆帳金額÷逾期帳款金額。

四：住宅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宅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年子女所購(所有)之住宅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金融機構以取得資金者。

五：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94年12月19日金管銀（四）字第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金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六：消費金融「其他」係指非屬「住宅抵押貸款」、「現金卡」、「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費金融貸款，不含信用卡。

七：無追索權之應收帳款業務依94年7月19日金管銀(五)字第094000494號函規定，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不理賠之日起三個月內，列報逾期放款。

八、應補充揭露下列事項：（一）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履行之免列報逾期放款」總餘額：新臺幣41,881元，以及（二）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履行之免

    列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無。

九、應補充揭露下列事項：（一）各期「債務清償方案及更生方案依約履行而免列報逾期放款」總餘額：無；以及（二）各期「債務清償方案及更生方案依約

    履行而免列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無。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排名
公司或集團企業

所屬行業別

授信總

餘額

占本期淨值

比例(%)

公司或集團企業

所屬行業別

授信總

餘額

占本期淨值

比例(%)

1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563,086 181.27% 未分類其他金融中介業 108,048 35.10%

2 未分類其他金融中介業 71,014 22.86%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71,922 23.36%

3 未分類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52,933 17.04% 未分類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55,613 18.06%

4 金屬表面處理業 29,153 9.39%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30,000 9.74%

5 人力派遣業 1,000 0.32% 人力派遣業 1,000 0.32%

6 人力派遣業 1,000 0.32% 人力派遣業 1,000 0.32%

7 人力派遣業 1,000 0.32%

8

9

10

註：

    戶名稱，若該授信戶係屬集團企業者，應將該集團企業之授信金額予以歸戶後

    加總列示，並以「代號」加「行業別」之方式揭露，若為集團企業，應揭露對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101 年 3 月 31 日 100 年 3 月 31 日

一、依對授信戶之授信總餘額排序，請列出非屬政府或國營事業之前十大企業授信

    該集團企業暴險最大者之行業類別，行業別應依主計處之行業標準分類填列至

   「細類」之行業名稱【如A公司（集團）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二、集團企業係指符合「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

    規定」第六條之定義者。

    分行淨值計算。

三、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進口押匯、出口押匯、貼現、透支、短放、短

    擔、應收證券融資、中放、中擔、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無追

    索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合計數。

四、授信總餘額占本期淨值比例，本國銀行應以總行淨值計算；外銀在台分行應以



(一) 國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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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櫃公司

非上市櫃公司

政府債券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64,397 29 63,213 公平價值

彭博社

Bloomberg Generic

(BGN)

金融債券

公司債

其他債務商品

證券化商品

結構型商品

其他金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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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名目本金

餘額

帳列之

會計科目
帳列餘額

本期評價

損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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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有關契約

  利率有關契約

其他

國內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1 日

  匯率有關契約

採公平價值衡量者

其公平價值產生之

來源

不適用，因本行未承作此項業務。

  其他有關契約

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投資國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1 日

股票

金融商品名稱

  權益證券有關契約

  商品有關契約

債券

項目



（二）  國外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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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集中或店頭

市場交易者

非於集中或店

頭市場交易者

政府債券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6,844 117 6,260 公平價值

彭博社

Bloomberg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公司債

其他債務商品

證券化商品

結構型商品

其他金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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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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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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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名目本金

餘額

帳列之

會計科目
帳列餘額

本期評價

損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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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有關契約
不適用，因本行未承作此項業務。

股票

債券

採公平價值衡量者其公

平價值產生之來源
項目

  信用有關契約

  其他有關契約

  利率有關契約

  匯率有關契約

  權益證券有關契約

投資國外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1 日

金融商品名稱

其他

國外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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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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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年月 101 年 3 月 31 日  100 年 3 月 31 日

帳列出售不良債權未攤銷

損失之金額
無。 無。

註：請揭露本期及去年同期之帳列出售不良債權未攤銷損失之金額。

出售不良債權未攤銷損失



放款、催收及投資損失準備提列政策：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由及金額

（請簡要述明案情，若有涉及人名或公司者，

     請以○○君或○○公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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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條之1規定處分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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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特 殊 記 載 事 項 

   註：最近一年度係指自揭露當季往前推算一年。

  行局民國97年3月11日銀局(一)字第09710000850號函，且已停止就降低存款準備率增

  加收益提列備底呆帳。

  按資產之特性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其他相關規定，基於穩健原則評估可能損失

  計提備抵呆帳。

2.投資、保證、其他資產備抵呆帳提列政策:

  自民國100年1月1日起，依據金管會民國99年11月18日以金管銀法字第09900428780號令

 「銀行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列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理辦法」第5條，第17條之1，

  第18條修正，第一類授信資產債權餘額扣除對於我國政府機關之債權餘額後提列

  百分之零點五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本分行依財政部民國88年6月30日台財融第88733196號函規定就降低營業稅稅率增加

  收益之相當數額提列備底呆帳(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 自民國97年起

  已停止就降低營業稅稅率增加收益提列備底呆帳，依據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

1.放款及催收款備抵呆帳提列政策:

  依財政部93年1月6日台財融(一)字第0928011826號令確實評估授信資產分為五類，

  第一類屬正常放款，第二類應予注意，第三類可望收回，第四類收回困難，第五類

  收回無望，各類授信資產餘額依序提列百分之零、二、十、五十及一百為備抵呆帳。



單位：﹪

 101年 3 月 31 日  100年 3 月 31 日

稅前 (0.37) (0.32)

稅後 (0.37) (0.32)

稅前 (1.43) (0.88)

稅後 (1.43) (0.88)

(44.50) (25.03)

項目

資產報酬率

獲利能力

    三、純益率＝稅後損益÷淨收益。

    四、稅前（後）損益係指當年一月累計至該季損益金額。

淨值報酬率

    純益率

註：一、資產報酬率＝稅前（後）損益÷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率＝稅前（後）損益÷平均淨值。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孳息資產

  存放銀行同業 57,438 0.03 62,404 0.12

  拆放銀行同業 254,114 0.44 38,675 0.26

  存放央行 19,345 0.41 14,536 0.38

  存拆放聯行 60,300 0.20 63,161 0.18

  金融資產 85,563 1.02 71,327 0.94

  貼現及放款 717,999 1.55 470,275 1.96

付息負債

  銀行同業拆放 1,290 0.75 968 0.25

  聯行存拆放 356,576 0.27 0 0.00

   活期存款 301,268 0.08 214,285 0.08

  定期存款 188,088 0.45 179,449 0.44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1 年 3 月 31 日 100 年 3 月 31 日

註：一、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露。



 單位：新臺幣千元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年 超過1年

主要到期

資金流入
809,320 512,802 5,180 8,121 143,952 139,265

主要到期

資金流出
1,440,044 134,716 219,324 325,988 446,930 313,086

期 距 缺 口 -630,724 378,086 -214,144 -317,867 -302,978 -173,821

資料來源 ~ 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檢查局報表)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年 超過1年

主要到期

資金流入
22,620 989 1,361 20,058 212 0

主要到期

資金流出
22,998 11,629 422 10,000 61 886

期 距 缺 口 -378 -10,640 939 10,058 151 -886

註：本表僅含總行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行、國內分支機構及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合計美金之金額，除非另有說明，

    二、如海外資產占全行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露資訊。

        請依帳面金額填報，未列帳部分不須填報（如計畫發行可轉讓定存單、債券或股票等）。

 中華民國101年3月31日

美金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美金千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金額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金額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101年3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至90天

（含）

91至180天

（含）

181天至1年

（含）
超過1年 合計

利率敏感性資產 474,516 7,453 142,805 1,962 626,736

利率敏感性負債 172,469 149,515 108,156 1,052 431,192

利率敏感性缺口 302,047 -142,062 34,649 910 195,544

310,510

145.35%

62.98%

項目
1至90天

（含）

91至180天

（含）

181天至1年

（含）
超過1年 合計

利率敏感性資產 2,157 20,055 212 0 22,424

利率敏感性負債 12,049 10,000 57 600 22,706

利率敏感性缺口 -9,892 10,055 155 -600 -282 

98.76%

    四、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單位：美金千元，％

        額，不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二、利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利率變動影響之生利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指美金利率敏感

        性資產與利率敏感性負債）。

淨          值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行及國內分支機構、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及海外分支機構合計美金之金

利率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率

註：一、本表係填寫總行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不含外幣）之金額。

    三、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利率敏感性資

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金）

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1 日

淨          值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四、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產與利率敏感性負債）。

    二、利率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益或成本受利率變動影響之生利資產及付息負債。

中華民國 101 年 3 月 31 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折合新臺幣 折合新臺幣

1 USD 378 11,154 1 USD 297 8,723

2 PHP 5,788 3,987 2 PHP 5,782 3,936

3 IDR 188,421 607 3 IDR 243,171 822

4 THB 296 286 4 THB 177 173

5 JPY 416 149 5 JPY 262 93

註：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金額較高之前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三、本表信託投資公司不適用。

101 年 3  月 31  日 100 年 3  月 31  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原幣原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