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1年9月30日 100年9月30日 101年9月30日 100年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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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0 11,251 (36)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同業 494,845 288,039 72 央行及同業融資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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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0 14,887 (65) 應付款項 5,895 6,76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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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903 499,954 (9) 存款及匯款 561,418 493,803 14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淨額 82,226 68,37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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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99 134,821 (1) 其他負債 330,030 265,661 24

無形資產-淨額 184 0 100 　負債合計 897,343 766,230 17

其他資產-淨額 25,679 53,62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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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909) (36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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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107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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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53 304,724 1

資產總計 1,205,296 1,070,954 13 負債及股東權益合計 1,205,296 1,070,954 13

註：（一）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諾: 新臺幣0元。   

    （二）各款保證款項: 新臺幣717,357,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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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及100年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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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日     100 年 9 月 30日

活期性存款 348,615 301,183

活期性存款比率 62.83 61.57

定期性存款 206,215 187,973

定期性存款比率 37.17 38.43

外匯存款 74,659 85,481

外匯存款比率 13.46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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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100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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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7 3,670

消費者貸款比率 0.47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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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3 7,622 27

減：利息費用 2,322 809 187

利息淨收益 7,371 6,813 8

利息以外淨收益 30,192 29,769 1

   手續費淨收益 11,034 11,0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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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0 12,797 (5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利益）

   其他非利息淨損益 12,748 5,874 117

淨收益 37,563 36,582 3

呆帳費用 0 0 0

營業費用 44,720 42,349 6

   用人費用 29,668 26,505 12

   折舊及攤銷費用 2,249 2,419 (7)

   其他業務及管理費用 12,803 13,425 (5)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淨損） (7,157) (5,767) 24

所得稅（費用）利益 0 0 0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利（淨損） (7,157) (5,76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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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7) (5,76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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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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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93,346 - 39,756 - 0 424,064 - 39,201 -

0 2,337 - 24 - 0 3,670 - 19 -

擔保 0 0 112,000 560

無擔保 0 0

0 495,683 - 39,780 - 0 539,734 - 39,7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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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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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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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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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 715,358 232.29% 電子設備及其零組件批發業 213,542 70.08%

2 電子設備及其零組件批發業 226,134 73.43%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115,475 37.89%

3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165,619 53.78% 未分類其他金融中介業 91,000 29.86%

4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51,593 16.75%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54,273 17.81%

5 未分類其他金融中介業 50,000 16.24%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10,786 3.54%

6 人力供應業 1,000 0.32% 人力供應業 1,000 0.33%

7 人力供應業 1,000 0.32% 人力供應業 1,000 0.33%

8 人力供應業 1,0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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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100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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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6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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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行可轉讓

 定期存單

持有至到期日

金融資產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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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26
公平價值變動

列入損益之金

融資產與負債

87,968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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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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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金流量折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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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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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4 132 2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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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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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有關契約

投資國外金融商品交易資訊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30 日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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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債券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年月 101 年 9 月 30 日  100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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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放款及催收款備抵呆帳提列政策:

   註：最近一年度係指自揭露當季往前推算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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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行民國100年1月1日以前就放款及應收款之結算日餘額，依收回可能性予

    以評估，並參酌本行依主管機關規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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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予提列備抵呆帳，對逾期未能收回之款項，確定無

    法收回者，經提報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核准後予以沖銷。

    本分行民國100年1月1日以後，放款及應收款之減損評估係首先確認是否存在

    客觀證據顯示重大個別之放款及應收款項發生減損，重大個別之放款及應收

    款項存在客觀證據顯示發生減損者，應個別評估其減損金額，其餘存在客觀

    證據顯示發生減損之非屬重大之放款及應收款項，以及無減損客觀證據之放

    款及應收款項，將具類似信用風險特徵者納入群組，分別評估該組資產之減

    損，以合併估計為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金融商品之會計處理準

    則」第三次修訂規定計算之備抵呆帳金額，再與本行依主管機關規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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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最低應提列備

    抵呆帳標準比較，兩者擇其高者，認列為結算日備抵呆帳餘額。

特 殊 記 載 事 項 



單位：﹪

 101年 9 月 30 日  100年 9 月 30 日

稅前 (0.52) (0.64)

稅後 (0.52) (0.64)

稅前 (2.29) (1.89)

稅後 (2.29) (1.89)

(19.05) (15.76)

項目

資產報酬率

獲利能力

淨值報酬率

    四、稅前（後）損益係指當年一月累計至該季損益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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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純益率＝稅後損益÷淨收益。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平均值 平均利率

孳息資產

  存放銀行同業 61,823 0.04 56,992 0.09

  拆放銀行同業 293,973 0.46 102,768 0.33

  存放央行 45,724 0.53 15,594 0.41

  存拆放聯行 60,169 0.26 55,282 0.33

  金融資產 76,241 1.13 69,430 0.93

  貼現及放款 736,478 1.40 469,429 1.92

付息負債

  銀行同業拆放 1,082 0.71 968 0.25

  聯行存拆放 531,242 0.29 1,072 0.18

   活期存款 296,533 0.08 237,170 0.08

  定期存款 202,747 0.59 183,560 0.45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1 年 9 月 30 日 100 年 9 月 30 日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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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169 575,982 5,766 127,355 86,736 139,330

主要到期

資金流出
795,038 68,802 136,916 256,093 22,760 310,467

期 距 缺 口 140,131 507,180 -131,150 -128,738 63,976 -17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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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4 1,759 0 7,922 0 503

主要到期

資金流出
13,672 9,778 458 2,526 22 888

期 距 缺 口 -3,488 -8,019 -458 5,396 -22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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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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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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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095 124,145 86,215 1,951 754,406

利率敏感性負債 192,044 249,206 22,721 1,052 465,023

利率敏感性缺口 350,051 -125,061 63,494 899 289,383

307,821

162.23%

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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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 7,913 0 503 10,106

利率敏感性負債 10,233 2,524 22 600 13,379

利率敏感性缺口 -8,543 5,389 -22 -97 -3,273 

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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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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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30 日

淨          值

利率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率

利率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金）

    四、利率敏感性缺口＝利率敏感性資產－利率敏感性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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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1 年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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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8 102,340 1 USD 97 2,946

2 PHP 2,718 1,915 2 PHP 3,267 2,281

3 IDR 264,658 811 3 IDR 267,816 925

4 EUR 7 255 4 THB 234 231

5 JPY 416 157 5 JPY 26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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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100 年 9  月 30  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原幣原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