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99年7月31日 98年7月31日 99年7月31日 9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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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136  $      21,332 -0.24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         -  $      61,517   (1.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6,005,199      2,958,347 1.03 央行及同業融資            -            -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304,128        398,553 -0.24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負債

       275,441        379,20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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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8,087      4,291,028 -0.17 應付款項        696,893        485,674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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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6,262      5,322,412 -0.22 存款及匯款        713,080        535,573    0.3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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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0          8,906   (0.26)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151          1,151   - 其他金融負債            -            -     -

固定資產-淨額          2,815          1,850 0.52 其他負債     12,046,699     11,293,170    0.07

無形資產-淨額            -            -   - 　負債合計     13,738,733     12,764,048    0.08

其他資產-淨額        231,638        251,277 -0.08 股本        150,000        150,000     -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376,683        331,902    0.13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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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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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683        481,902    0.09

資產總計  $  14,265,416  $  13,245,95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14,265,416  $  13,245,950    0.08

總經理：朱家光                             經理人：陳連綿 主辦會計：蔡旻霓

註：截至民國99年7月31日止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為TWD2,127,700，其他保證款項為TWD2,721,365。

中華民國99年7月31日及98年7月31日

資產負債表

變動

百分比

（%）

負債及股東權益 變動

百分比

（%）



單位：新臺幣千元，％

99年7月31日 98年7月31日

活期性存款                  28,603                  58,691

活期性存款比率 4.01% 10.96%

定期性存款                 684,477                 476,882

定期性存款比率 95.99% 89.04%

外匯存款                 145,181                 361,635

外匯存款比率 20.36% 67.52%

    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四、本表信託投資公司不適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99年7月31日 98年7月31日

中小企業放款                  47,500                 109,40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1.33% 2.06%

消費者貸款                     -                     -

消費者貸款比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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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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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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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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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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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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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119,347   257,913 -53.73%

   31,965   121,692 -73.73%

   87,382    87,382   136,221 -35.85%

  117,098   101,127 15.79%

   42,197    23,389 80.41%

   72,581    76,468 -5.08%

    2,320     1,270 82.68%

  204,480   237,348 -13.85%

   72,215    57,496 25.60%

   37,484    27,424 36.68%

      682       525 29.90%

   34,049    29,547 15.24%

  132,265   179,852 -26.46%

  132,265   179,852 -26.46%

  132,265   179,852 -26.46%

 經理人：陳連綿    主辦會計：蔡旻霓

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本　　　期 變動百分

比（%）

損　　益　　表
中華民國99年及98年1月1日至7月31日

代

碼 項　　　　　　　　　　　　目

上　　　期

總經理：朱家光

利息收入

減：利息費用

利息淨收益

利息以外淨收益

手續費淨收益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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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其他非利息淨損益

淨收益

呆帳費用

營業費用

用人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

停業單位損益

　停業前營業損益

　處分損益

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

非常損益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淨利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淨利

普通股每股盈餘：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

　停業單位淨利

　非常損益



　單位：新臺幣千元，%

自

有

資

本

標準法

內部評等法

資產證券化

基本指標法

標準法/選擇性標準法

進階衡量法

標準法

內部模型法

註：一、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該項比率係依銀行法第四十

四條及「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所計算之比率

二、若有編製合併報表者，應併揭露合併資本適足率。

三、銀行如有尚未攤銷完畢之出售不良債權損失者，應補充揭露各期未攤銷餘額。

四、本表於第1季及第3季得免予揭露。

五、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一類資本

第二類資本

                    年度

分析項目

信用風險

作業風險

市場風險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普通股股本占總資產比率

資本適足性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資本適足率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第三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第三類資本

自有資本

加權風險

性資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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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20,244      -     -     -     -      555,500      -     -      -

    -    3,317,020      -  27,695 0.83%     -    4,510,845      -  27,926 0.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擔保     -          -      -     -     -     -          -      -     -      -

無擔保     -          -      -     -     -     -          -      -     -      -

    -    3,937,264      -  27,695 0.83%     -    5,066,345      -  27,92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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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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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400

        0378號函所規定之逾期帳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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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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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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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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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7月31日

業務別＼項目

現金卡

其他

年月

住宅抵押貸款

小額純信用貸款

信用卡業務

99年7月31日

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業

資產品質

放款業務合計

企業金融

擔保

無擔保

消費金融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占本期淨值比例

(%)

1 014-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720,000 171.75% 303-未分類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1,181,448 461.98%

2 930022-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397,988 94.94% 312-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750,000 293.27%

3 308-積體電路製造業 333,300 79.51% 284-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 616,875 241.21%

4 930019-書籍.文具批發業 315,148 75.18% 308-積體電路製造業 555,500 217.22%

5 930021-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286,944 68.45% 014-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520,000 203.33%

6 304-家具批發業 250,000 59.64% 302-顯示器及終端機製造業 320,000 125.13%

7 128-採礦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40,000 33.40% 930019-書籍.文具批發業 256,455 100.28%

8 277-人身保險業 105,765 25.23% 304-家具批發業 190,000 74.30%

9 253-汽車零售業 82,048 19.57% 310-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120,000 46.92%

10 266-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 47,500 11.33% 128-採礦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20,000 46.92%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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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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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銀在台分行應以分行淨值計算。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99年 7月 31日 98年  7月 31日

排名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行業別 授信總餘額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行業別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例(%)



                                               單位：新臺幣千元，%

被投資公司 期末 投資

名稱 持股 帳面 擬制持股

比率 金額 股數 股數 持股比例

註：

一、請依金融相關事業及非金融相關事業分別列示。

二、凡本銀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及符合公司法定義之關係企業所持有之被投資公司現股或擬制持股，

       均應予計入。

三、（一）擬制持股係指所購入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簽訂之衍生性商品契約(尚未轉換成股權持有者)，依約定交易條

          件及銀行承作意圖係連結轉投資事業之股權並作為本法第74條規定轉投資目的者，在假設轉換下，因轉換所

          取得之股份。 

    （二）前揭「具股權性質有價證券」係指依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有價證券，如可轉換公司債、

          認購權證。

    （三）前揭「衍生性商品契約」係指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4號有關衍生性商品定義者，如股票選擇權。

四、本表於第1季及第3季得免予揭露。

五、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中華民國99年7月31日

(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備註現股股數

合計

所在地區 主要營業項目 本期認列之投資損益

本行及關係企業合併持股情形



（（（（一一一一））））        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99年7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帳列 衡量

餘額 方法

上市櫃公司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

融資產       1,151     -       -  1,151 取得成本 不適用

政府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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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99年7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名目本金 帳列之 本期評價

餘額 會計科目 損益

利率有關契約

匯率有關契約    17,795,542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  36,818  (162,381)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商品有關契約

信用有關契約

其他有關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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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債券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目

其他

帳列餘額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

其公平價值產生之

累計減損金

額

採公平

價值衡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

金額



（（（（二二二二））））    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99年7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帳列 衡量

餘額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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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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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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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99年7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名目本金 帳列之 本期評價

餘額 會計科目 損益

利率有關契約

匯率有關契約    24,375,041

公平價值變動

列入損益之金

融負債  (7,931)   192,358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商品有關契約

信用有關契約

其他有關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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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

金額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其他

帳列餘額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

其公平價值產生之

累計減損金

額

採公平

價值衡

股票

債券

金融商品名稱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

價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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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7月31日

無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

項目/年月 99年7月31日

無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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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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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

稅前

稅後

稅前

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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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平均值 平均利率 平均值 平均利率

  3,562,052 1.97%   4,796,763 2.49%

  1,753,093 0.33%     371,698 1.27%

    881,999 0.38%     532,126 1.36%

    154,148 0.70%   1,554,78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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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7月31日

0.92%

0.69%

78.30%

40.8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淨值報酬率

33.33%

25.00%

99年7月31日

1.44%

1.08%

54.53%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純益率

  拆放銀行同業

孳息資產孳息資產孳息資產孳息資產

  貼現及放款

99年7月31日

64.20%

付息負債付息負債付息負債付息負債

  存款及匯款

  銀行同業拆放

9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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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6,709     5,746,159     3,004,946     3,077,004     1,154,617     1,333,983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16,172,704     4,392,698     5,541,875     3,964,690     1,775,064       498,377

期距缺口    (1,855,995)     1,353,461    (2,536,929)      (887,686)      (620,447)       835,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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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美金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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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793        44,876        74,521       104,101        81,294           -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388,189       298,799        33,820         4,495        28,800        22,275

期距缺口       (83,396)      (253,923)        40,701        99,606        52,494       (2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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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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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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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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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7月31日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格式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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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4,953      1,950,246        601,445      1,327,692      7,634,336

利率敏感性負債        566,127            -            -          1,847        567,974

利率敏感性缺口      3,188,826      1,950,246        601,445      1,325,845      7,066,362

       489,907

1344.13%

14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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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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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新臺幣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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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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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11         20,045         31,294            -         73,150

利率敏感性負債        332,619          4,495         28,800            -        365,914

利率敏感性缺口       (310,808)         15,550          2,494            -       (292,764)

         1,147

19.99%

-2552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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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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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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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值

中華民國99年7月31日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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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