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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國際商業銀行 

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理專區資訊揭露 

（一） 資本管理 

1. 合併資本適足比率計算範圍。（附表一） 

2. 資本適足比率。（附表二及附表三） 

3. 資本結構。（附表四、附表四之一、附表四之二、附表四之三及附

表五） 

（二）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附表六） 

2. 信用風險定量資訊。（附表七至附表十） 

（三）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一） 

2. 作業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二） 

（四）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三） 

2. 市場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四至附表十七） 

（五） 證券化： 

1. 證券化管理制度。（附表十八） 

2. 證券化定量資訊。（附表十九） 

（六）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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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比率計算範圍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金額 合併比例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金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比率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台新建築經理

(股)公司 
600,627 100% 

 
台新保險代理

人(股)公司 
1,186,545 100%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比率計算之子公

司名稱 

大安租賃(股)

公司 
207,812 0% 

其資本額及

總資產不具

重大性，且已

無 營 業 活

動，故未將其

併入合併財

務報表。 

 

3. 說明集團內資金或

監理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集團內資金及資本移轉主要是透過盈餘上繳金控後，再由金控視實

際情況轉投資子公司以達其資本需求。但若子公司虧損則會導致集

團內資金及資本移轉上之限制。 

 
填表說明：合併比例一欄，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例合併者填入持股比例，未納入合併

者填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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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理說明 

102 年度 

項    目 內    容 

簡要論述銀行面對目前和未來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依每月編制 FYF 營運量及損益預估，來計算

未來資本適足性相關資料，若顯示資本有不足

之處，則可提早規劃相關因應措施，以避免風

險發生。 

 

 

【附表三】 

資本適足比率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行 合    併 

102 年 6 月 30 日  年 月 日 102 年 6 月 30 日  年 月 日 

自有資本: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

本淨額 
62,990,038  63,435,037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

第一類資本淨額 
1,202,598  1,408,974  

第二類資本淨額 24,225,829  24,638,581  

自有資本合計數 88,418,465  89,482,592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688,786,285  688,817,988  

作業風險 39,101,650  39,101,650  

市場風險 28,659,825  28,659,825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數 756,547,760  756,579,463  

普通股權益比率 8.33%  8.38%  

第一類資本比率 8.48%  8.57%  

資本適足率 11.69%  11.83%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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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結構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行 合併 

102 年 6 月

30 日 
 年 月 日 

102 年 6 月

30 日 
年 月 日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淨額： 
 普通股股本 47,275,173 47,275,173 
 預收普通股股本 0 0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本溢價 3,089,329 3,089,329 
資本公積—其他 249,917  249,917  

 法定盈餘公積 7,567,396 7,567,396 
 特別盈餘公積 276,698 276,698 
 累積盈虧 7,763,377 7,763,377 
非控制權益 0 239,165 

 其他權益項目 350,530 350,530 
減：96 年 1 月 4 日後出售不良債權未

認列損失 
0 0 

減：法定調整項目： 
1、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

之避險工具利益及損失（利益應扣

除，損失應加回） 
0  0  

2、預付退休金或員工福利負債準備
中屬確定福利計畫所提列之確定
福利負債之提列不足數 

0  0  

3、庫藏股 0  0  
4、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1,624,702)  (1,625,244)  
5、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

得稅資產 
(548,079)  (548,079)  

6、銀行之負債因其本身信用風險之
變動所認列之未實現損失或利
益（利益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0  0  

7、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516,975)  (516,975)  
8、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提列不足數 0  0  
9、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

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
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12,871)  (212,871)  

10、證券化交易應扣除數 0  0  
11、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

類至銀行簿者 
(679,755)  (473,379)  

12、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
規扣除數 

0  0  

13、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0  0  
14、對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

產10%超限數 
0  0  

15、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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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扣除門檻 15%之應扣除數 
   16、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不足扣除

數 
0  0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淨額（1） 62,990,038  63,435,037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其他第一類資本條件者(普通股) 

1,882,353  1,882,353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0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其他第一類資本條件者 

0  0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0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
資本合計數 

0  0  

減：1、第二類資本不足扣除數 0  0  
  2、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

類至銀行簿者 
(679,755)  (473,379)  

3、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0  0  

4、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0  0  
其他第一類資本淨額 （2） 1,202,598  1,408,974  
第二類資本： 
 永續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0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0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可轉換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0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長期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16,530,000  16,530,000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0  
非永續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0  0  

     2、102年1月1 日之後發行者 0  0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

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

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12,871 212,871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232,639 23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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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8,609,829 8,609,829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

之資本 
0  0  

減： 
1、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

至銀行簿者 
(1,359,510) (946,758) 

2、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

扣除數 
0  0  

  3、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類資本淨額（3） 24,225,829 24,638,581 
自有資本合計＝（1）＋（2）＋（3） 88,418,465 89,482,592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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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無需揭露 
資 產 負 債 表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名稱 
個體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資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同業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避險之衍生金融資產-淨額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應收款項-淨額         
當期所得稅資產         
待出售資產-淨額         
貼現及放款-淨額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淨額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淨額         
受限制資產-淨額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淨額         
資產總計         
負債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央行及同業融資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淨額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付款項         
當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存款及匯款         

應付金融債券         
特別股負債         
其他金融負債         
負債準備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計         
權益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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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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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個體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

餘減少數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

餘減少數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

留盈餘減少數 
        

  其他權益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益         
權益總計         
負債及權益總計         
銀行納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若於計算合併普通股權益比率、第一類

資本比率及資本適足率時，係自自有資本扣除者，請說明該子公司主要營業活

動暨其資產及權益總額 
 

填表說明： 
1. 本表旨在分別列示資產負債表與用以計算資本適足率之資產負債表之各資產、負債及權益等會計項目之金

額，若二者之資產負債權益數字均相同，即同時符合下列條件者，無需揭露本表，僅須揭露【附表四之二】

及【附表四之三】： 
(1) 預期損失、評價準備及確定福利負債未有提列不足之情形者。 
(2) 於計算合併普通股權益比率、第一類資本比率及資本適足率時，其納入合併之子公司與國際會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七號合併財務報表相同者。 
2. 若銀行有預期損失、評價準備及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之情形，為使計算資本適足率之資產負債表仍能保

持平衡，除於保留盈餘項下扣除該金額外，應同步於相關之資產負債會計項下調整上開不足之金額(如：預

期損失提存不足，應調整貼現及放款-淨額；評價準備提列不足，應調整相關金融資產；確定福利負債提列

不足，則調整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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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二】 
資產負債權益展開表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資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14,408,163 14,408,163 14,408,562 14,408,562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

同業 
    

35,063,610 35,063,610 35,063,610 35,063,610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資產 
    

38,129,222 38,129,222 38,129,222 38,129,222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72  A1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2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3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4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5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6 
    其他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38,129,222 38,129,222   
  避險之衍生金融資產

-淨額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

資 
    

   

  應收款項-淨額     74,840,067 74,840,067 74,881,692 74,881,692   
    應收款項-總額   75,618,287 75,659,912   
    備抵呆帳-應收款項   (778,220) (778,220)   
      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 76  (778,220) (778,220) A7 
      其他備抵呆帳      
  當期所得稅資產     162,142 162,142 163,151 163,151   
  待出售資產-淨額        
  貼現及放款-淨額     669,093,815 669,093,815 669,093,815 669,093,815   
    貼現及放款-總額(含折溢價調整)   677,558,704 677,558,704   
    備抵呆帳-貼現及放款   (8,464,889) (8,464,889)   
      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 76  (8,203,877) (8,203,877) A7 
      其他備抵呆帳   (261,012) (261,012)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187,833,120 187,833,120 187,833,120 187,83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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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淨額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填寫市值，若有評價利益者以原始成本加計 45%

未實現利益) 
  

126,594 126,594   

       分類至交易簿者 72  A8 
       分類至銀行簿者   126,594 126,594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31,648 31,648 A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31,649 31,649 A1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63,297 63,297 A1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1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13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1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1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1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1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18 
    其他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187,706,526 187,706,526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

產-淨額 
    

1,973,603 1,973,603 1,973,603 1,973,603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1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2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A2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2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23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2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2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2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2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28 
    其他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   1,973,603 1,973,603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淨額 
    

1,651,332 1,651,332 645,571 64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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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1,406,010 580,506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351,503 145,127 A2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351,502 145,126 A3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703,005 290,253 A3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3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33 
    其他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245,322 65,065   
  受限制資產-淨額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3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3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A3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3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38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3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4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4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4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43 
    其他受限制資產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2,130,369 2,130,369 1,392,745 2,197,644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1,186,416 1,186,416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296,604 296,604 A4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296,604 296,604 A4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593,208 593,208 A4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4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48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4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5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5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5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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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其他金融資產(排除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943,953 1,011,228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17,435,064 17,435,064 17,495,210 17,495,210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265,456 265,456   
  無形資產-淨額     1,624,702 1,624,702 1,625,244 1,625,244   
    商譽 8 1,152,274 1,152,274 A54 
    無形資產(排除商譽) 9 472,428 472,970 A55 
  遞延所得稅資產     4,503,897 4,503,897 4,540,596 4,540,596   
    視未來獲利狀況而定者  2,740,393 2,740,393  
         一次扣除 10     A56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20% 10  2,740,393  2,740,393 A56_1 
    暫時性差異   1,763,504 1,800,203   
       超過 10%限額數 21  A57 
       超過 15%門檻數 25  A58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 75 1,763,504 1,800,203 A59 
  其他資產-淨額     5,743,646 5,743,646 5,996,231 5,996,231   
    預付退休金 15  A60 
  96 年 1 月 4 日後出售不良債權未認列損失  3     A60_1 
    其他資產   5,743,646 5,996,231   
資產總計     1,054,592,752 1,054,592,752 1,054,312,727 1,054,312,727   
負債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33,594,319 33,594,319 33,594,319 33,594,319   
  央行及同業融資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負債 
    

13,906,241 13,906,241 13,906,241 13,906,241   

    母公司發行可計入資本之工具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2  A61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62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63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64 
    子公司發行之資本工具非由母公司持有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  A65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35  A66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8  A67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8、49  A68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評價調整-因銀行自身信用風險改變而產生者 14  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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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其他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13,906,241 13,906,241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

-淨額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

債 
    

27,918,333 27,918,333 27,918,333 27,918,333   

  應付款項     17,216,266 17,216,266 17,454,388 17,454,388   
  當期所得稅負債     1,292,105 1,292,105 1,311,724 1,311,724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存款及匯款     842,704,761 842,704,761 841,656,226 841,656,226   
  應付金融債券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母公司發行   25,000,000 25,000,000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2  A70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71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72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16,530,000 16,530,000 A73 
       應付金融債券(排除可計入資本者)   8,470,000 8,470,000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  A7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35  A75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8  A76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8、49  A77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應付金融債券(排除可計入資本者及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特別股負債        
    母公司發行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2  A78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79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80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81 
       特別股負債(排除可計入資本者)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  A82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35  A83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8  A8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8、49  A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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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特別股負債(排除可計入資本者及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其他金融負債     22,053,214 22,053,214 22,053,214 22,053,214   
  負債準備     711,925 711,925 711,925 711,925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9,439 249,439 249,439 249,439   
    可抵減      
      無形資產-商譽 8  A86 
      無形資產(排除商譽) 9  A87 
      預付退休金 15  A88 
      視未來獲利狀況而定者    
            一次扣除 10     A89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20% 10     A89_1 
      暫時性差異      
           超過 10%限額數 21  A90 
           超過 15%門檻數 25  A91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 75  A92 
    不可抵減   249,439 249,439   
  其他負債     1,491,376 1,491,376 1,762,980 1,762,980   
負債總計     986,137,979 986,137,979 985,618,789 985,618,789   
權益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益 
    

   

    股本     49,157,526 49,157,526 49,157,526 49,157,526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1 47,275,173 47,275,173 A93 
    其他第一類資本   1,882,353 1,882,353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1 1,882,353 1,882,353 A9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95 
       排除可計入其他第一類資本者      
  第二類資本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95_1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95_2 
     排除可計入第二類資本者       
    資本公積     3,339,246 3,339,246 3,339,246 3,339,246   
    股本溢價-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1 3,089,329 3,089,329 A96 
    股本溢價-其他第一類資本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1  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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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98 
       排除可計入其他第一類資本者      
  股本溢價-第二類資本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98_1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98_2 
     排除可計入第二類資本者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除外) 2 249,917 249,917 A99 
    保留盈餘     15,607,471 15,607,471 15,607,471 15,607,471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餘減少數 12  A100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餘減少數 7  A101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餘減少數 15  A102 
    證券化交易銷售獲利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13  A103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    

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26a、

56a 
212,871 212,871 A104 

  其他個案情形產生不得列入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之保留盈餘數 2     A104_1 
    其他保留盈餘 2 15,394,600 15,394,600 A105 
    其他權益 其他權益總額 3 350,530 350,530 350,530 350,530 A106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26b、56b 516,975 516,975 A107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益(損失) 11  A108 
    其他權益(排除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及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

部分之避險工具損益) 
  

(166,445) (166,445)   

  庫藏股票   16  A109 
  非控制權益     239,165 239,165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5 239,165 A110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權益總計     68,454,773 68,454,773 68,693,938 68,693,938   
負債及權益總計     1,054,592,752 1,054,592,752 1,054,312,727 1,054,312,727   
附註 預期損失    252,090 252,090   
填表說明： 
1. 本表有關對金融相關事業資本投資之展開項目，僅適用於商業銀行，工業銀行應依工業銀行設立及管理辦法第 8 條規定，直接投資生產事業、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及投資不動產之總餘額，其依規應自資本

扣除金額進行展開。 
2. 備抵呆帳及營業準備係指存放銀行同業、拆放銀行同業、應收款項、貼現及放款、買入匯款及非放款轉入之催收款等資產科目所提列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本表將存放銀行同業、拆放銀行同業、應收款項、

買入匯款及非放款轉入之催收款等資產項目，所提列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視為未超過預期損失，無須展開，備抵呆帳超過預期損失者，應就貼現及放款所提列之備抵呆帳展開為「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及

「其他備抵呆帳」二項，「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係指上開備抵呆帳及營業準備超過銀行依歷史損失經驗所估算預期損失部分之金額，「其他備抵呆帳」係指全部預期損失扣除上開未展開之其他會計項目下之備抵

呆帳及營業準備後之餘額。 
3. 「其他權益」項下之「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應以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損失互抵前之金額填列、「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益(損失)」則以利益與損失互抵後之金額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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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三】 
資本組成項目揭露表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過渡期間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 月 1 日)  

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資本工具與準備     

1 
合格發行之普通股(或非股份制公司相

對應之工具)加計股本溢價 
 50,364,502 50,364,502

  
A93+A96 

2 保留盈餘（含股本溢價以外之資本公積） 15,857,388 15,857,388
  A99+A103+

A104+A105- 
A104_1 

3 
累積其他綜合淨利及其他準備（即其他

權益項目） 
350,530 350,530

  
A106-A60_1 

4 
自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分階段扣除之

直接發行資本(僅適用於非股份制公司) 
  

本國不適用 

  
仍可繼續認列為資本至 2018 年 1 月 1 日

前之公部門資本挹注 
  

本國不適用 

5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普通股 
(即符合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標準之

非控制權益) 
239,165

  
A110 

6 法定調整前之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66,572,420 66,811,585
  本項

=sum(第 1
項:第 5 項)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項     
7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0 0   |A101| 
8 商譽(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 1,152,274 1,152,274   A54-A86 

9 
其他無形資產(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

債) 
472,428 472,970

  
A55-A87 

10 
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

資產(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 
548,079 548,079 2,192,314 2,192,314 

A56-A89+(
A56_1-A89_
1)*20%*（5-
剩餘年限） 

11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

工具利益及損失（利益應扣除，損失應

加回） 
0 0

  
A108 

12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數 0 0   |A100| 
13 證券化交易銷售獲利 0 0   A103 

14 
以公允價值衡量之負債，因銀行自身信

用風險改變而產生的利益/損失（利益應

扣除，損失應加回） 
0 0

  
-A69 

15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數 0 0
  A60-A88+|

A102| 

16 
銀行自行買回其所發行之資本工具（如

庫藏股） 
0 0

  
A109 

17 交叉持股   本國不適用 

18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

金融及保險機構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

部位)且持有單一金融機構資本未超過

該發行機構股本的 10%(超過 10%限額

者) 

  

本國不適用 

19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

及保險機構(扣除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

大普通股投資(超過 10%限額者)。 

  
本國不適用 



 17

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20 房貸事務性服務權(超過 10%限額者)   本國不適用 

21 
因暫時性差異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超過 10%限額者，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0 0

  
A57-A90 

22 超過 15%門檻的金額 0 0
  本項=第 25

項 
23   其中:重大投資於金融公司的普通股   本國不適用 
24   其中:房貸事務性服務權   本國不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異所產生的遞延所得

稅資產 
0 0

  
A58-A91 

26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26a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

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

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12,871 212,871

  
A104 

2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516,975 516,975   A107 

26c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至銀行簿

者(或工業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

動產依規扣除數) 
679,755 473,379 

  A9+A19+A2
9+A34+A44
(適用於商業

銀行；工業銀

行應依步驟

二實際展開

項目進行對

照) 

26d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

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0 0 

  
A2+A14+A2
4+A39+A49 

27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0 0

  A5+A12+A1
7+A22+A27
+A32+A37+
A42+A47+A
52 

2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的法定調整合計

數 
3,582,382 3,376,548

  本項

=sum(第 7
項:第 22 項,
第 26 項 a:第
27 項) 

29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CET1） 62,990,038 63,435,037
  本項=第 6 項

-第 28 項 
其他第一類資本：資本工具     

30 
直接發行的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含相關股本溢價) 
1,882,353 1,882,353

  本項=第 31
項+第 32 項 

31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股東權益 1,882,353 1,882,353   A94+A97 

32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負債 0 0
  A61+A70+A

78 

33 

從其他第一類資本分階段扣除的直接發

行資本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

遞減 10%之母公司發行之其他第一類資

本工具） 

0 0

  
A62+A71+A
79+A95+A9
8 

34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

類資本 
0

  A65+A66+A
74+A75+A8
2+A83 

35 
  其中:由子公司發行分階段扣除的資本

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

遞減 10%之子公司發行非由母

0
  

A66+A75+A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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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

具） 

36 法定調整前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1,882,353 1,882,353
  本項=第 30

項+第 33項+
第 34 項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     
37 買回銀行自身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38 
與銀行本身以外之金融相關事業交叉持

有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39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

金融及保險機構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

部位)且持有單一金融機構資本未超過

該發行機構普通股的 10%(超過 10%限

額的金額) 

  

本國不適用 

40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

及保險機構(扣除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

大資本投資 

  
本國不適用 

41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41a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分類至銀

行簿者(或工業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

資不動產依規扣除數) 
679,755 473,379 

  A10+A20+A
30+A35+A4
5(適用於商

業銀行；工業

銀行應依步

驟二實際展

開項目進行

對照) 

41b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

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0 0 

  
A3+A15+A2
5+A40+A50 

42 
因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

類資本扣除金額 
0 0 

  A6+A13+A1
8+A23+A28
+A33+A38+
A43+A48+A
53 

43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679,755 473,379 
  本項

=sum(第 37
項:第 42 項) 

44 其他第一類資本(AT1) 1,202,598 1,408,974
  本項=第 36

項-第 43 項 

45 第一類資本(T1=CET1+AT1) 64,192,636 64,844,011
  本項=第 29

項+第 44 項 
第二類資本:資本工具與提存準備     

46 
直接發行的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含相

關股本溢價） 
0 0

  A63 +A72 
+A80+A95_
1+A98_1 

47 

從其他第二類資本分階段扣除的直接發

行資本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

遞減 10%之母公司發行之第二類資本工

具） 

16,530,000 16,530,000

  
A64 +A73 
+A81+A95_
2+A98_2 

48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第二類資

本 
0

  A67 +A68 
+A76 +A77 
+A84 +A85 

49 
  其中:子公司發行之分階段扣除資本工

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
0

  A68 +A77 
+A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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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減 10%之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

司持有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5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8,609,829 8,609,829 

  1.第 12 項

>0，則本項

=0 
2.第 12 項

=0，若第 77
（或 79）項>
第 76（或 78）
項，則本項

=76（或 78）
項； 
  若第 77
（或 79）項

<76（或 78）
項，則本項

=77（或 79）
項 

51 法定調整前第二類資本 25,139,829 25,139,829

  本項

=sum(第 46
項:第 48 項,
第 50 項)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項     
52 買回銀行自身第二類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53 
與銀行本身以外之金融相關事業交叉持

有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54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

金融及保險機構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

部位)且持有單一金融機構資本未超過

該發行機構普通股的 10%(超過 10%限

額的金額) 

  

本國不適用 

55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

及保險機構(扣除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

大資本投資 

  
本國不適用 

56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56a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

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

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12,871) (212,871)

  
 -A104 

5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232,639) (232,639)    -A107*45% 

56c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分類至銀

行簿者(或工業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

資不動產依規扣除數) 
1,359,510 946,758

  A11 +A21 
+A31 +A36 
+A46(適用

於商業銀

行；工業銀行

應依步驟二

實際展開項

目進行對照) 

56d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

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0 0 

  A4 +A16 
+A26 +A41 
+A51 

57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914,000 501,248
  本項

=sum(第 52
項:第 5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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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d) 

58 第二類資本(T2) 24,225,829 24,638,581
  本項=第 51

項-第 57 項 

59 資本總額(TC=T1+T2) 88,418,465 89,482,592
  本項=第 45

項+第 58 項 
60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756,547,760 756,579,463     

資本比率與緩衝    

61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

險性資產比率) 
8.33% 8.38%

  
  

62 
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

率) 
8.48%  8.57% 

  
  

63 總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11.69% 11.83%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比率(最低普通股權

益第一類資本+留存緩衝資本+抗景氣循

環緩衝資本+全球型系統性重要銀行緩

衝資本等，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3.5%  3.5% 

  

  

65   其中:留存緩衝資本比率     
66   其中: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比率 3.5% 3.5%     

67 
  其中:全球型系統性重要銀行緩衝資本

比率 
  

  

6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用於留存緩衝比

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國家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69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最低比率(假如

不同於 Basel 3) 
  

  

70 
第一類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71 總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風險加權前)    

72 對金融相關事業非重大資本投資   本國不適用 
73 對金融相關事業重大普通股投資   本國不適用 

74 
房貸事務性服務權(扣除相關所得稅負

債) 
  

本國不適用 

75 
因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2,033,504 2,070,203

  
A59-A92 

適用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備上限    

76 
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者合格納入第二類資

本的營業準備(適用限額前) 
8,982,097 8,982,097 

  1.當第 12 項

>0，則本項

=0 
2.當第 12 項

=0，則本項

=|A7| 

77 
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者納入第二類資本的

營業準備限額 
8,609,829 8,609,829 

  信用風險加

權風險性資

產總額

*1.25% 

78 
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合格納入第二

類資本的營業準備(適用限額前) 

  1.當第 12 項

>0，則本項

=0 
2.當第 12 項

=0，則本項

=|A7| 
79 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納入第二類資   信用風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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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本的營業準備限額 權風險性資

產總額*0.6% 
資本工具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    

80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普通股權

益第一類(CET1)資本工具上限 
  

  

81 
因超限需自普通股權益第一類(CET1)排
除金額(因贖回或到期而超限) 

  
  

82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其他第一

類(AT1)資本工具上限 
1,882,353 1,882,353

  
  

83 
因超限需自其他第一類(AT1)排除金額

(因贖回或到期而超限) 
0 0

  
  

84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第二類

(T2)資本工具上限 
16,530,000 16,530,000

  
  

85 
因超限自第二類(T2)排除金額(因贖回或

到期而超限) 
8,470,000 8,470,000

  
  

填表說明： 
1. 本表各類資本工具及法定調整項之金額均可依檢索碼對應至附表四之二，用以計算資本適足率之資產負債表之展

開項目(範例：本表「合格發行之普通股加計股本溢價之欄位，係附表四之二 A93 與 A96 之加總)。 
2. 法定調整項目，若作為資本工具之減項請以正值填列，若作為資本工具之加項，例如 56a 項(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

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及 56b 項(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之 45%)，填列時請以括號表示負值。 
3. 編號 80-85 項適用於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11 年 1 月 1 日，即銀行依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於計算自有資本時，將 101

年底前已發行之資本工具適用過渡期間逐年遞減之規定者；該等資本工具於 111 年全數扣除後，該等欄位可無須

再揭露。 
4. 「101.11.26 管理辦法修正規定施行前之金額」(虛線欄位)應揭露銀行於過渡期間依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本調整金額。

以編號第 10 項「排除由暫時差額所產生之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需

填入金額為例，若銀行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為 100 萬，依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7 條，102 年

扣 20 萬(填入左邊實線欄位)，未扣除 80 萬則填入右邊虛線欄位。 
5. 編號 37、52 項於本國無適用，不需填報；係因本國實務上贖回第一類資本工具(如永續非累積特別股)或第二類資

本工具(如長期次順位債)即辦理註銷，無買回後掛帳之情形。 
6. 資本組成項目揭露表可與自有資本計算表(1-B)相互勾稽，其對應項目整理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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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資本組成項目揭露表與自有資本計算表(1-B)項目對照 
編號 項目 項目說明(與【自有資本計算表 1-B】相對應項目)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資本工具與準備   

1 
合格發行之普通股(或非股份制公司相對應之工

具)加計股本溢價 

【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本溢價】 
+【預收普通股股本】 

2 保留盈餘（含股本溢價以外之資本公積） 

【資本公積—其他】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累積盈餘】 

3 
累積其他綜合淨利及其他準備（即其他權益項

目） 
【其他權益項目】 

4 
自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分階段扣除之直接發

行資本(僅適用於非股份制公司)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仍可繼續認列為資本至 2018 年 1 月 1 日前之公

部門資本挹注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5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普通股 (即符合普

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標準之非控制權益) 
【非控制權益】 

6 法定調整前之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等於第 1 至 5 列之合計數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項   

7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8 商譽(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商譽】 

9 其他無形資產(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其他無形資產】 

10 
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扣
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11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份之避險工具利

益及損失（利益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益及損失（利益應扣

除，損失應加回）】 

12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數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提列不足數】 

13 證券化交易銷售獲利 【證券化交易應扣除數：未來預期收益之資產出售利益】 

14 
以公允價值衡量之負債，因銀行自身信用風險改

變而產生的利益/損失（利益應扣除，損失應加

回） 

【銀行之負債因其本身信用風險之變動所認列之未實現損失或利益（利

益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15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數 
【預付退休金及員工福利負債準備中屬確定福利計畫所提列之確定福利

負債之提列不足數】 

16 銀行自行買回其所發行之資本工具（如庫藏股） 【庫藏股】 

17 交叉持股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18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金融及保

險機構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部位)且持有單一金

融機構資本未超過該發行機構股本的 10%(超過

10%限額者)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19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

構(扣除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大普通股投資(超
過 10%限額者)。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20 房貸事務性服務權(超過 10%限額者)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21 
因暫時性差異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超過

10%限額者，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對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10%超限數】 

22 超過 15%門檻的金額   

23   其中:重大投資於金融公司的普通股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24   其中:房貸事務性服務權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異所產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超過扣除門檻 15%之應扣除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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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項目說明(與【自有資本計算表 1-B】相對應項目) 

26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26a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

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

加數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

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26c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或工

業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扣除數)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or【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26d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

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

約當帳列金額 

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4-H)+資
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6-G) 

27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

股權益扣除金額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不足扣除數】 

2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的法定調整合計數 等於第 7 至 22 列加上第 26、27 列之合計數 

29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CET1） 等於第 6 列減第 28 列 

  其他第一類資本：資本工具   

30 
直接發行的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含相關股

本溢價)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2) 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31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股東權益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32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負債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2) 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33 
從其他第一類資本分階段扣除的直接發行資本

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母公

司發行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

符合其他第一類資本條件者】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1) 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其

他第一類資本條件者】 

34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資本合計數】 

35 

  其中:由子公司發行分階段扣除的資本工具（即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子公

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類資

本工具） 

無對應項目 

36 
直接發行的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含相關股

本溢價) 
第 30、33 和 34 列之合計數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   

37 買回銀行自身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不適用，係因本國實務上贖回第一類資本工具(如永續非累積特別股)或
第二類資本工具(如長期次順位債)即辦理註銷，無買回後掛帳之情形。 

38 
與銀行本身以外之金融相關事業交叉持有之其

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39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金融及保

險機構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部位)且持有單一金

融機構資本未超過該發行機構普通股的 10%(超
過 10%限額的金額)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40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

構(扣除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大資本投資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41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41a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

(或工業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扣

除數)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or【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41b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

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

約當帳列金額 

【其他資本扣除項目: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

約當帳列金額(4-H)+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

當帳列金額(6-G)】 

42 
因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

扣除金額 
【第二類資本不足扣除數】 

43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等於第 37 至 42 列之合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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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項目說明(與【自有資本計算表 1-B】相對應項目) 

44 其他第一類資本(AT1) 等於第 36 列減第 43 列 

45 第一類資本(T1=CET1+AT1) 等於第 29 列加第 44 列 

  第二類資本:資本工具與提存準備   

46 
直接發行的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含相關股本溢

價） 

【永續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長期次順位債券：(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非永續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2)102 年 1 月 1 日之後發行者】 

47 
從其他第二類資本分階段扣除的直接發行資本

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母公

司發行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永續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其他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其他第

二類資本條件者】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其他第二類

資本條件者】 
+【長期次順位債券：(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其他第二類資本

條件者】 
+【非永續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合

其他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48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第二類資本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資本】 

49 

  其中:子公司發行之分階段扣除資本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子公司

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第二類資本工

具） 

無對應項目 

5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51 法定調整前第二類資本 第 46 至 48 列及第 50 列之合計數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項   

52 買回銀行自身第二類資本工具 
不適用，係因本國實務上贖回第一類資本工具(如永續非累積特別股)或
第二類資本工具(如長期次順位債)即辦理註銷，無買回後掛帳之情形。 

53 
與銀行本身以外之金融相關事業交叉持有之第

二類資本工具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54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金融及保

險機構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部位)且持有單一金

融機構資本未超過該發行機構普通股的 10%(超
過 10%限額的金額)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55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

構(扣除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大資本投資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56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56a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

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

加數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

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5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56c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

(或工業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扣

除數)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or【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56d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

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

約當帳列金額 

【其他資本扣除項目: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

約當帳列金額(4-H)+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

當帳列金額(6-G)】 

57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第 52 列至第 56 列之合計數 

58 第二類資本(T2) 等於第 51 列減第 57 列                      

59 資本總額(TC=T1+T2) 等於第 45 列加第 58 列合計數          

60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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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項目說明(與【自有資本計算表 1-B】相對應項目) 

  資本比率   

61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

比率) 
等於第 29 列除以第 60 列(比率表示) 

62 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等於第 45 列除以第 60 列(比率表示) 

63 總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等於 59 列除以 60 列(比率表示)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比率(最低普通股權益第一類

資本+留存緩衝資本+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全球

型系統性重要銀行緩衝資本等，占加權風險性資

產比率) 

依【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說明及表格修正總說明】、

【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5 條說明填寫 

65   其中:留存緩衝資本比率 
主管機關規定比率(自 105 年 1月 1日後才需填寫,銀行於 105 年開始應分

年逐步遞增至 2.5%之比率(即 105 年 0.625%、106 年 1.25%及 107 年

1.875%)) 

66   其中: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比率 俟主管機關規範後填寫 

67   其中:全球型系統性重要銀行緩衝資本比率 如銀行有被 FSB 及 BCBS 評為全球型系統性重要銀行，始須填列 

6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用於留存緩衝比率(占加

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比率減去其用以滿足第一類資本及總資本要求之

比率,即銀行實際緩衝比率(自 105 年 1 月 1 日後才需填寫) 
範例:某銀行 105 年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比率(CET1)7.5%、其他第一類

資本比率(AT1)0.5%、第二類資本(T2)2%；  
計算留存緩衝資本比率，應使用 104 年最低要求標準： 
第 1 步：用以支應 CET1 比率最低要求之 CET1 剩餘數： 
7.5%-4.5%(A)=3% 
第 2 步：用以支應第一類資本比率(T1)最低要求 ：  
CET1 4.5%(A)+ AT1 0.5%(B)=5% 
-->不足數 6%-5%=1%(C)用 CET1 補足 
第 3 步：用以支應 BIS 比率最低要求：  
CET1 4.5%(A)+ AT1 0.5%(B)+ CET1 1%(C)+T2 2%(D)=8% 
第 4 步：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用於留存緩衝資本比例：  
7.5%-4.5%(A)- 1%(C)=2% 

  國家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69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本國規定與 Basel III 相同，本欄不需填寫 

70 第一類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本國規定與 Basel III 相同，本欄不需填寫 

71 總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本國規定與 Basel III 相同，本欄不需填寫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風險加權前)   

72 對金融相關事業非重大資本投資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73 對金融相關事業重大普通股投資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74 房貸事務性服務權(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75 
因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扣除相關

所得稅負債) 
依【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說明及表格】「壹、法定調

整項目」相關規定計算 

  適用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備上限   

76 
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者合格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

業準備(適用限額前)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77 
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者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

備限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之 1.25% 

78 
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合格納入第二類資本

的營業準備(適用限額前)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79 
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

業準備限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之 0.6%。 

  資本工具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  

80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普通股權益第一類

(CET1)資本工具上限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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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項目說明(與【自有資本計算表 1-B】相對應項目) 

81 
因超限需自普通股權益第一類(CET1)排除金額

(因贖回或到期而超限) 
無對應項目，本國不適用 

82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其他第一類(AT1)
資本工具上限 

依【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8,11 條規定計算

(相關說明可參考【Basel_Ⅲ：強化銀行體系穩健性之全球監理架構】第

94 段(g)) 
分階段扣除之其他第一類資本(AT1)未扣除之總金額 

83 
因超限需自其他第一類(AT1)排除金額(因贖回或

到期而超限) 

依【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8,11 條規定計算

(相關說明可參考【Basel_Ⅲ：強化銀行體系穩健性之全球監理架構】第

94 段(g)) 
分階段扣除之其他第一類資本(AT1)已扣除之總金額 

84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第二類(T2)資本工

具上限 

依【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9,11 條規定計算

(相關說明可參考【Basel_Ⅲ：強化銀行體系穩健性之全球監理架構】第

94 段(g)) 
分階段扣除之第二類資本(T2)未扣除之總金額 

85 
因超限自第二類(T2)排除金額(因贖回或到期而

超限) 

依【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9,11 條規定計算

(相關說明可參考【Basel_Ⅲ：強化銀行體系穩健性之全球監理架構】第

94 段(g)) 
分階段扣除之第二類資本(T2)未扣除之總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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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普通股以外之合格資本工具重要發行條款特性說明 
102 年 6 月 30 日 

# 項  目  第 94-2 期  第 99-1 期  第 99-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2 期  第 101-2 期 

1 
特別股或債券簡稱
(如發行年度及期別) 

94 台新 2 99 台新 1A 99 台新 2A 01 台新 1A 01 台新 1B 01 台新 2A 01 台新 2B 

2 發行人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 台新銀行 

3 
代碼 
(如 CUSIP, ISIN 碼) 

G19966 G19971 G19972 G19973 G19974 G19975 G19976 

4 資本工具適用法源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計算規範        

5 資本類別 第二類資本 第二類資本 第二類資本 第二類資本 第二類資本 第二類資本 第二類資本 

6 計入資本方式 
最後五年 

依 20%遞減 

最後五年 

依 20%遞減 

最後五年 

依 20%遞減 

適用過渡期間 

規定者 

適用過渡期間 

規定者 

適用過渡期間 

規定者 

適用過渡期間 

規定者 

7 
銀行本身/合併/銀
行本身及合併之合
格資本工具 2 

銀行本身及合併 銀行本身及合併 銀行本身及合併 銀行本身及合併 銀行本身及合併 銀行本身及合併 銀行本身及合併 

8 資本工具種類 長期次順位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長期次順位債券 

9 計入自有資本金額 0 2,700 百萬元 3,300 百萬元 990 百萬元 4,050 百萬元 3,420 百萬元 2,070 百萬元 

10 發行總額 3 3,300 百萬元 4,500 百萬元 5,500 百萬元 1,100 百萬元 4,500 百萬元 3,800 百萬元 2,300 百萬元 

11 會計分類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負債- 

應付金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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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 94-2 期  第 99-1 期  第 99-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2 期  第 101-2 期 

12 原始發行日 94/04/28 99/04/12 99/04/12 101/10/19 101/10/19 101/12/14 101/12/14 

13 永續或非永續 非永續 非永續 非永續 非永續 非永續 非永續 非永續 

14 原始到期日 106/4/28 106/4/12 106/4/12 108/10/19 111/10/19 108/12/14 111/12/14 

15 
須經主管機關事前
核准之發行方贖回
權 

是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16 贖回條款 4 

以 101 、 102 、

103、104及105年
當年度之 3月 10
日上午10:30中央

銀行網站公告之

本公司一年期定

期儲蓄存款一般

告固定利率為基

準。若上開利率

小 於 或 等 於

1.85%時，則債券

持有人得行使賣

回權；若上開利

率大1.85%時，則

本公司得行使贖

回權。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7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
券或可轉換特別股
之轉換條款 5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債息/股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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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 94-2 期  第 99-1 期  第 99-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2 期  第 101-2 期 

18 
固定或浮動債息/股
利 

固定轉浮動 固定 浮動 固定 固定 固定 固定 

19 
票面利率及任何相
關指標 

發行期間前七年

每年為固定利率

2.70%。第八年至

第十二年：若當

年度債券持有人

得行使賣回權而

不行使時，則依

本公司一年期定

期儲蓄存款一般

牌告固定利率加

0.80%計息；若當

年度本公司得行

使贖回權而不行

使時，則依本公

司 
一年期定期儲蓄

存款一般牌告固

定利率加 0.95%
計息。 

年息2.65%。 
 

依「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一年

期定期儲蓄存款

一般牌告機動利

率」加 1.50% 計

息。票面利率每

年重設一次。「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一年期定期

儲蓄存款一般牌

告機動利率」係

以每次利息計算

期間開始日之前

二個營業日上午

10:30中央銀行網

站公告之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

一年期定期儲蓄

存款一般牌告機

動利率為基準。 

年息1.53%。 年息1.65%。 年息1.53%。 年息1.65%。 

20 

是否有停止支付普
通股股利條件(即當
資本工具無發放債
息或股利時，是否有
限制普通股股利之
發放)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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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 94-2 期  第 99-1 期  第 99-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2 期  第 101-2 期 

21 

對於債息/股利之支
付，發行人是否有完
全自主權、部分自主
權或強制，並請說明
相關條款內容。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強制 

發行條件中並無

債息支付可延遲

或不支付之相關

規定 

22 
是否有利率加碼之
約定或其他贖回誘
因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3 
債息/股利是累積或
非累積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24 

是否於發行條件中
載明若發生經主管
機關依法派員接
管、清理或清算時，
該等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普
通股股東相同之規
定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5 

101 年 12 月 31 日前
發行，因未符合「銀
行資本適足性及資
本等級管理辦法」第
八條第二項及第九
條第三項所訂資本
工具條件，而適用第
十一條之過渡期間
規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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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 94-2 期  第 99-1 期  第 99-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1 期  第 101-2 期  第 101-2 期 

26 

若有，請說明未符合
「銀行資本適足性
及資本等級管理辦
法」第八條第二項及
第九條第三項之特
性 

1.發行條款定有

利 率 加 碼 之 約

定。 

2.未約定銀行發

生經主管機關派

員接管、勒令停

業 清 理 、 清 算

時，本資本工具

持有人之清償順

位與普通股股東

相同。 

未約定銀行發生

經主管機關派員

接管、勒令停業

清理、清算時，

本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

普 通 股 股 東 相

同。 

未約定銀行發生

經主管機關派員

接管、勒令停業

清理、清算時，

本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

普 通 股 股 東 相

同。 

未約定銀行發生

經主管機關派員

接管、勒令停業

清理、清算時，

本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

普 通 股 股 東 相

同。 

未約定銀行發生

經主管機關派員

接管、勒令停業

清理、清算時，

本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

普 通 股 股 東 相

同。 

未約定銀行發生

經主管機關派員

接管、勒令停業

清理、清算時，

本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

普 通 股 股 東 相

同。 

未約定銀行發生

經主管機關派員

接管、勒令停業

清理、清算時，

本資本工具持有

人之清償順位與

普 通 股 股 東 相

同。 

1、本揭露表格應逐筆填報納入銀行本身及合併自有資本計算之普通股以外的合格資本工具。 
2、銀行本身發行之資本工具，在計算本身及合併自有資本時皆須計入，因此填報「銀行本身及合併」；若銀行無子公司而無需計算合併自有資本，

則填報「銀行本身」。銀行之子公司發行的資本工具，僅在計算合併自有資本時須計入，因此填報「合併」。 
3、資本工具總額係指不含折溢價之發行總金額。 
4、資本工具若有須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之發行方贖回權，則請說明贖回條款內容，例如首次可贖回日、後續可贖回日之頻率、贖回金額、是否有

稅務及/或法律事件發生時之贖回權等。 
5、若資本工具屬於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或可轉換特別股(指由債券或特別股持有人決定是否執行轉換權)，請說明轉換條款內容，例如到期日是否

強制轉換、轉換後之資本工具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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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以外之合格資本工具重要發行條款特性說明表 
填報選項與參考釋例 

# 項  目 填報選項/參考釋例 

1 債券簡稱(如發行年度及期別)  

2 發行人  

3 代碼(如 CUSIP, ISIN 碼) 其中若銀行係發行特別股或私慕，無法取得

CUSIP、ISIN 碼，則本欄填寫不適用 

4 
資本工具適用法源 依銀行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銀行資本適

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九條第

三項][第十一條] 

 計算規範  

5 資本類別 [其他第一類資本][第二類資本] 

6 計入資本方式 [全數計入][最後五年依 20%遞減][適用過渡期間依

10%遞減] 

7 銀行本身/合併/銀行本身及合併之合格資本工具 [銀行本身][合併][銀行本身及合併] 

8 

資本工具種類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

券][永續累積特別股][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長
期次順位債券][非永續特別股][可轉換之次順位債

券] 

9 計入自有資本金額 [新臺幣    百萬元] 

10 發行總額 [新臺幣或某外幣    百萬元] 

11 會計分類 [權益][負債-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

債][負債-應付金融債券][負債-特別股負債] 

12 原始發行日 [  年  月  日] 

13 永續或非永續 [永續][非永續] 

14 原始到期日 [無到期日] [  年  月  日] 

15 須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之發行方贖回權 [是] [否] [不適用] 

16 贖回條款  

17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或可轉換特別股之轉換條款  

 債息/股利   

18 固定或浮動債息/股利 [固定][浮動][固定轉浮動][浮動轉固定] 

19 票面利率及任何相關指標  

20 
是否有停止支付普通股股利條件(即當資本工具無發

放債息或股利時，是否有限制普通股股利之發放) 

[是][否] 

21 
對於債息/股利之支付，發行人是否有完全自主權、

部分自主權或強制，並請說明相關條款內容。 

[完全自主權(另請說明內容)][部分自主權(另請說明

內容)] [強制(另請說明內容)] 

22 是否有利率加碼之約定或其他贖回誘因 [是][否] 

23 債息/股利是累積或非累積 [累積][非累積] 

24 是否於發行條件中載明若發生經主管機關依法派員接

管、清理或清算時，該等資本工具持有人之清償順位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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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填報選項/參考釋例 

與普通股股東相同之規定 

25 

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因未符合「銀行資本適足

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三

項所訂資本工具條件，而適用第十一條之過渡期間規

定 

[是][否] 

26 
若有，請說明未符合「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

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三項之特性 

參考釋例：99/9/12 以前發行，發行條款訂有利率

加碼之約定，不符合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

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第四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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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2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策略、目

標、政策與流程 
信用風險管理目標主要為在合理的風險下追求最大的利潤，以

維護股東權益。透過定期監控淨流量數字的變化，以有效掌握

資產品質的趨勢，進而作為調整授信政策及催收策略之參考。

授信風險管理策略係在符合法令規定的前提下，遵循既定之業

務方針，採取下列策略以管控信用風險： 

一、授信案件的審核注重現金流量為主要還款來源並獲取適當

之風險報酬為考量。 

二、藉由各項系統工具及報表之建立，強化信用風險之衡量、

監控與管理。 

三、視外在總體經濟情勢、國際金融市場的變化等因素，機動

檢討、調整授信監控的方式及／或授信部位的承擔限額。 

2. 信用風險管理組織與

架構 
銀行除下列所述兩大金融事業總處之授信管理單位外，另設置

獨立信用風險管理單位，綜理銀行整體信用風險部位。 

個人金融事業總處之授信信用風險管理由個金授信管理處主

導，負責授信政策之制定及管理、授信案件之徵審及覆審作業；

逾期案件的管理及催理則由個金資產管理處負責。 

法人金融事業總處之授信信用風險管理由法金授信管理處主

導，其下設有授信管理部、各審查部與資產管理部等單位。其

中授信管理部負責內部信評制度的規劃、授信部位的監控、授

信風險分散、管理措施的規劃與擬定、不動產擔保品價格的鑑

估及貸放後之覆審規劃、覆核與授信檢查等。各審查部主要負

責授信案件之審理，資產管理部則負責各類法金授信資產之統

計、應提列備抵呆帳之評估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及呆帳等不良

授信之催理等。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量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個人金融事業總處:根據營運目標，訂定合適之授信管理政策，

運用客戶進件評分系統（Application Scoring System）、行為評

分系統（Behavior Scoring System）、催收評分系統

（Collection/Recovery Scoring System）及徵信評分系統

（Credit Bureau Scoring System）等風險評分，對客戶進行多

維度風險分級，搭配產品利潤模型，針對不同授信條件下的客

戶設定測試族群，觀察測試結果，藉以找出兼顧風險損失及銀

行獲利之最佳授信條件。此外，透過定期資產品質分析及違約

共通性分析，動態調整各類風險管理指標以及進行分群管理，

以達成預設營運目標值。 

法人金融事業總處: 信用風險之衡量與管理以運用內部信用評

等制度進行控管。所有之授信案件除均應於申貸時辦理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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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外，並應予持續追蹤管理。內部信評制度共有兩個評等面向，

第一個評等面向為授信戶信評，評估授信戶履行其財務承諾之

能力。授信戶信評之評估使用統計模型與評分表為輔助工具。

第二個評等面向為額度信評，評估各種額度特性，如擔保品之

有無、設定順位、產品種類等因素。每年定期分析內部評等之

變動，以評估現行評等制度之穩定性。並進行評等變動分析及

情境分析進行壓力測試。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

與流程 

風險之抵減以徵提擔保品為主，擔保品依不動產、動產、有價

證券分別訂有不同之鑑估方式與評價週期，以確保有效降低風

險。 

運用本行內部信用評等(分)制度、期中管理與覆審，及授信部位

(客群)的分散與設限額等方式，除隨時監控部位是否符合風險規

避之規範外，並視整體經濟、金融環境等影響因素的變化，不

定期檢討或依照本行程序調整風險規避與抵減策略。 

填表說明: 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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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管理制度─內部評等法(不適用) 

○○年度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露 

1. 信用風險策略、目標、政策與流程  

2. 信用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略與流程 

 

(二)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1. 採用標準法計提資本之資產組合範圍，

並說明未來導入內部模型法之計劃 
 

2. 主管機關核准採用內部評等法計提之資

產組合範圍，並說明主管機關對使用方

法之認可與核准之過渡期 

 

(三)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 

1. 說明其內部評等系統架構，以及內部評

等與外部評等間之關係 

2. 說明各資產組合之違約機率、違約損失

率以及違約暴險額之定義 

3. 除採取內部評等法計算資本外，其他使

用內部估計值的狀況 

4. 說明內部評等系統之管理機制，包括獨

立性、可靠性以及對評等系統之覆核 

 

 
填表說明: 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評等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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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暴險額 應計提資本 季平均暴險額 

標準法 1,332,884,259 54,715,284 1,326,613,566 

基礎內部評等法    

進階內部評等法    

合計 1,332,884,259 54,715,284 1,326,613,566 

註 1: 本表信用暴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

內部評等法係指違約暴險額。 
註 2: 平均暴險額計算期間係以(月或季)平均計算，相關計算說明如下: 

(1) 採月平均者，以當年度各月底計算之暴險額取簡單平均數。 
(2) 採季平均者，以當年度各季底計算之暴險額取簡單平均數。 

註 3：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一) 標準法 

1. 該表填列及說明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等。 
2. 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

呆帳後之金額。 
3. 平均暴險額之計算方式係依銀行內部管理實務，另須於附註說明採用多久期間之平均

暴險額，例如:月平均或季平均等。 
(二)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 

1. 該表填列及說明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3-B、3-C 等。 
2. 基礎/進階內部評等法之違約暴險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之違約暴

險額合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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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類型 信用暴險額(註) 
具合格金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暴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暴險額 

主權國家 183,593,557 3,102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2,357,141 192,922 0 

銀行（含多邊開發銀行） 42,714,632 12,087,622 0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382,980,487 60,663,220 11,292,106 
零售債權 158,088,629 12,212,591 3,026,069 
住宅用不動產 292,064,494   

權益證券投資 3,421,910   

其他資產 267,663,409 0 0 
 合計 1,332,884,259 85,159,457 14,318,175 

註 1：本表信用暴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註 2：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欄位二及欄位三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之「具淨額結算、擔保品之暴

險額」與「具信用保障之暴險額」等相關欄位填列及說明，且該兩欄應填列抵減前之暴

險額。 
2.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呆帳

後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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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抵減─內部評等法(不適用)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類型 信用暴險額 
具擔保品、保證人或信用衍

生性商品信用暴險額 

基礎內部 
評等法 

   

   

小計   

進階內部 
評等法 

   

   

小計   

合計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准通過內部評等法之部位，適用本表格。 
2. 本表之暴險額係指依據基礎內部評等法/進階內部評等法所計算之違約暴險額。 
3. 當暴險被以下任一信用風險抵減工具涵蓋時，應填載於「具擔保品、保證人或信用衍生

性商品信用暴險額」此一欄位中： 
(1)合格金融擔保品或其他擔保品; 
(2)保證人; 
(3)信用衍生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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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不適用)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險組合 暴險額 
暴險加權違

約機率 
暴險加權違

約損失率 
暴險加權平

均風險權數 
未動用承諾

總額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合計      

註 1：風險組合係指針對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或進階內部評等法之資產部位，進一步區分 
為具風險排序之子集合。例如若房貸部位通過了進階內部評等法，則可將其區分為

房貸-低風險、房貸-中風險與房貸-高風險等。 
註 2：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暴險額欄位填入各風險組合於風險抵減前之暴險額。 
3. 若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其暴險加權違約損失率得以監理值進行加權平均，亦

不需填寫未動用承諾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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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異(不適用) 

                       年  月  日                 （單位：%） 

計提

方法 
暴險類型 

違約機率(PD) 違約損失率(LGD) 信用轉換係數(CCF)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資料期間說明： 

 重大差異分析與說明：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若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不需填寫違約損失率與信用轉換係數之估計比較。 
3. 各風險成份預期值與估計值所採用的資料期間，應於表後之『資料期間』說明項中說明

之。 
4. 預期值與實際值有重大差異或需進一步說明之內容，請填於重大差異分析說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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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 

102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本行已明訂作業風險管理架構與作業流程： 

1. 由金控董事會核准通過風險管理政策（包含作業風險）

及作業風險相關程序書，明文確規範作業風險定義、作

業風險管理架構及相關分層負責權責，並已於96年獲得

主管機關認可採用標準法計提作業風險資本。 

2. 本行作業風險架構涵蓋風險辨識、評估、監測、控制/
沖抵等之處理程序流程。 

董事會定期每季檢視作業風險管理執行情形。 

2. 作業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本行之作業風險管理架構整合三道防線，使本行各階層人員

在從事各項業務時，能對辨識、衡量、控管、監督及報告各

項作業風險建立一致遵循標準： 

1. 第一道防線：各事業單位(法金、個金及財富管理事業群)
及支援單位(人事、資訊、法務等)，負責辨識、評估、

衡量、控管其業務內之作業風險。 

2. 第二道防線：獨立風險管理處建立全行作業風險管理架

構，設計並實施銀行之作業風險評估程序與方法，並彙

整、分析、監控、整合全行作業風險。 

3. 第三道防線：稽核處定期對全行作業風險管理架構及各

單位風險管理之落實情形進行查核。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本行作業風險範疇之定義為「因不當或錯誤之內部流程、人

員、系統或外部事件而引發損失之風險，包含法律風險，但

排除策略風險及信譽風險」。 

本行已建置損失資料庫、風險自評、關鍵風險指標等作業風

險管理系統，以分析、評估、衡量作業風險發生之機率與曝

險額，並針對分析結果，提出行動方案，以降低未來類似作

業風險發生之頻率。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

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略與流程 

針對損失發生頻率高或影響程度大的風險，已建立營運持續

管理（BCM）或/及投保保險，並持續監控該風險發生頻率及

其抵減工具之有效性。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

法 
標準法 

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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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1. 簡述銀行採用的進階衡量

法，包括其測量方法中考

慮的相關內外部因素。而

部分使用AMA時，採用不

同方法的範圍和涵蓋情

形。 

不適用 

2. 使用進階衡量法的銀行敘

述為降低作業風險而使用

之保險。 

不適用 

填表說明：採用進階衡量法之銀行請增填屬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若無則填不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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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營業毛利 應計提資本 

99年度 21,677,718  

100年度 24,801,302 

101年度 23,942,522 

合計 70,421,542 3,128,132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進階衡量法(不適用)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加權風險性資產 應計提資本 

○○年度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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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2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策略為依據市場條件與資本限制訂定部

位限額，於此限額內提升報酬，以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落

實在控管流程上，各風險承擔單位承作交易前均經核准並授

予限額，由獨立之風險管理單位每日評估持有部位之損益，

並定期向高階主管呈報損益與部位暴險情形。 

2.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市場風險管理組職負責維護銀行整體市場風險控管環境並

且監督銀行操作符合市場風險管理政策及程序。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包括額度控管單位負責監控董事會核定

之市場風險限額使用狀況及編製日常交易之損益表；專職 IT
單位負責系統建置與維護；以及計量單位(Quant Team)負責

風險值、商品訂價與壓力測試等計量模型開發與驗證以及非

陽春型衍生性商品之分析。另有財務會計單位負責交割結算

與帳務流程管理。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風險報告之目的在於即時揭露風險，作為高階主管為達成業

務目標所需擬定對策調整投資組合之重要參考；本行致力於

整合各產品之交易管理系統，以求對持有部位能即時衡量暴

險及損益變化。 

在質的方面：著重於加強本行風險管理政策及規範之制定與

落實，及風險管理文化之建立。風險管理單位獨立於風險承

擔單位之外，衡量分析暴險情形，呈報高階主管做成決策，

並建立評價流程、新產品上線流程及管理機制、模型驗證程

序等，除依循主管機關規定外，並期精確衡量風險，及將控

管與作業流程標準化。 

在量的方面：依據各產品不同之風險因子分別訂定價格敏感

度限額，作為風險衡量之基礎。此外，目前已以內部模型計

算風險值(VaR, Value-at-Risk)並設定風險值限額控管，以掌

握市場波動對本行持有部位之影響。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

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

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略與流程 

避險之重點在於避險交易之辨識及後續管理，以持續追蹤避

險有效性。本行已於各相關風險管理政策與規範中建立避險

規範，除定義避險範圍外，於承作避險交易之前應經授權層

級核准，及由風險管理單位確認避險交易符合規定，承作交

易後並由風險管理單位檢覈避險之有效性。 

 
填表說明：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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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理制度─內部模型法(不適用) 

○○年度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露 

1. 市場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2.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略與流程 
 

5. 交易部位於審慎評價原則下應包含之範

圍與方法(如：評價系統與控管機制，市

價評估與模型評價及獨立市價驗證方

法，及評價調整或準備等) 

 

(二) 內部資本適足性之評估基礎與方法  

(三) 採用內部模型法之資產組合 

1. 使用模型之特性  

2. 應用在投資組合之壓力測試說明  

3. 內部模型及模型開發過程進行回顧測試

/模型驗證之執行方法與結果 
 

(四) 採用內部模型法計提資本之投資組合範圍  

 
填表說明：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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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2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利率風險 1,915,540 

外匯風險 226,196 

權益證券風險 151,050 

商品風險  

內  部  模  型  法  

合              計 2,292,786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附表十五】不適用 

市場風險值   

                  ○○年度○月至○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揭露項目 
本期期間 期末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期末值 

整體市場風險值     

利率風險     

外匯風險     

權益證券風險     

商品風險     

註 1：配合半年度或年度揭露資訊，本期期間分別為 1/1~6/30 或 1/1~12/31。 
註 2：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2. 市場風險值為採用 99% 10 day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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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六】不適用 

風險值與實際損益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例外數之分析   

○ ○年度○月至○月 
市場風險值 

實際損益(單位:新臺幣千元) 
 
                                                                        
 
 
 
 

 
 

期間 

分析說明：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附表十七】不適用 
 

回顧測試之實際損益重大偏離值分析   

○○年度○月至○月 

天數(單位：日) 
 
                                                                        
 
 
 
 

 
 

                                                         損益(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說明：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採用或部份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2. 損益採劃分適當級距之方式予以分級後由低至高列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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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八】 

證券化管理制度 

102 年度 

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1. 證券化管理策略與流程 一、管理策略 

本行進行資產證券化業務主要著眼於全行資產負債配

置之最適化，同時達到資產分散與風險分散之目的。

二、管理流程 

由本行財務管理處先針對全行資產負債配置狀況進行

分析，再依據全行的經營策略方向進行證券化業務之

提案(包括執行成本、執行效益等)，並提交董事會做最

終之決議。 

(註)非創始銀行資產證券化產品則依據市場風險管理

政策管理。落實在控管流程上，各營業單位承作交易

前均經核准並授予限額，由獨立之風險管理單位每日

評估持有部位之損益，並定期向高階主管呈報損益與

部位暴險情形。 

2. 證券化管理組織與架構 

 
3. 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

圍與特點 
定期風險管理報告，內容包含： 

1. 投資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種類、金額、信用評

等及評價等明細資料。 

2. 信託報告與保管機構報告（如有）。 

3. 證券化標的資產表現情形。 

4. 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

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

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針對風險性資產之產業集中度、景氣循環風險及有效

運用資本等考量因素辦理資產證券化業務，事後不定

期驗證檢討成本效益，以利有效評估繼續辦理證券化

案之適當時機。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標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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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6. 總體定性揭露要求，包括:  

1) 從事證券化活動之目的，及銀

行從事再證券化活動所承擔

與保留之風險類型 

2) 證券化資產所蘊含之其他風

險 (例如流動性風險) 

3) 證券化過程中,銀行扮演的各

種不同角色，以及每個過程中

銀行的參與程度 

4) 敘述對證券化暴險涉及之信

用及市場風險變化所採取之

監控流程 

5) 銀行於抵減證券化及再證券

化所保留之風險時，其使用信

用風險抵減之管理政策 

不適用 

7. 綜述銀行證券化的會計政策  不適用 

8. 在銀行簿中，證券化中使用的外

部評等機構(ECAI)名稱，及其使

用於每一類證券化暴險的情形  

不適用 

9. 解釋自上次報告期間後任何定量

資訊之重大變動(例如資產於銀

行簿與交易簿間移動)  

不適用 

 
填表說明: 第6項至第9項僅目前尚有流通在外部位之創始銀行方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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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證券化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易類型 

                                                           102年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  

        類別 

銀   

行   簿 

角色  別 

資產類別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暴險額 
應計提

資本 

(2) 

暴險額 
應計提

資本 

(4) 

暴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

化前之

應計提

資本 

保留或買

入 
提供流

動性融

資額度 

提供信用

增強 
小計 

(1) 

保留或

買入 

(3) 

非創

始銀

行 

銀行簿 
房貸基礎

證券 
2,536,791   2,536,791 40,589 

  
2,536,791 40,589 

 

          

交易簿 
          
          

小計           

創始 

銀行 

銀行簿 
           
           

交易簿 
           
           

小計            

合計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資產類別」一欄，依發行證券化之資產類型(例如信用卡、房屋淨值貸款、汽車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類(例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不動

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債權憑證)等細分。 
2. 銀行簿之暴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暴險額。 
3. 「提供流動性融資額度」一欄，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暴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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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 

102 年度 

項目 內容 

1.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策略與

流程 

利率風險管理策略為依據銀行簿利率風險部位，因利率

的不利變動，而對未來淨利息收入(NII)及股東權益經濟價

值(EVE)所造成的不利影響，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本年度利率風險限額類別分為NII01及DV01限額。 

 

NII01限額為非強制性限額(Advisory Limits)。風險管理處

應每日監控NII01部位是否超限，若NII01部位觸及限額，

風險管理處應請風險承擔單位應說明超限原因，並通知

風險承擔單位處級主管、風控長、財務長與銀行總經理。

若超限原因為事業單位因業務需求所造成之短期存放款

大額進出，且NII01總額度尚未超限，則風險承擔單位得

不降低暴險；若為其他原因而超限，則應由財務長、風

控長與銀行總經理決定是否繼續持有部位或降低部位。

 

DV01限額應為強制性限額(Hard Limits)，銀行簿投資部

位之利率風險暴險不應高於DV01 限額。若持有部位高

於限額，風險管理處應通知風險承擔單位及其處級主

管、風控長、財務長與銀行總經理，風險承擔單位應最

遲於五個工作日內將暴險部位降至限額內，並將處理情

形回報風險承擔單位處級主管、風控長、財務長與銀行

總經理。 

 

若因央行可能限縮本行申購央行NCD，多餘資金將被迫

轉往其他投資工具，致使DV01 超限，則風險承擔單位

應於事前擬定投資與避險計畫呈報風險管理委員會，董

事會授權由風險管理委員會暫時核准提高DV01限額，有

效期限為三個月，風險承擔單位應於期限內呈報董事會

核准變更DV01 限額。 

2.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組織與
董事會 - 審核本行銀行簿利率風險承受度及風險管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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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額之訂定，並對本行資產負債管理負最終責任。 

 

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 - 負責本行資產負債管理事宜，檢

視本行之銀行簿利率風險，議決適當之策略，並應定期

提供董事會有關資產負債管理之執行成果報告。 

 

財務管理處 -負責承擔及管理本行之銀行簿利率風險，其

職掌為於授權限額內管理利率風險部位，蒐集資料及分

析暴險狀況，以作為調整策略之參考，研訂銀行簿利率

風險之衡量指標，定期提供風險衡量報告予管理階層。

 

風險管理處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之監督與執行單位，其職

責為銀行簿利率風險暴險與各項限額之監控及輔助分析

風險來源，設計壓力情境、定期執行壓力測試及提供測

試報告，執行模型驗證及每年一次向董事會呈報銀行簿

利率風險之風險管理限額 

3.銀行簿利率風險報告/衡量

系統的範圍、特點與頻率 

利率風險的衡量有兩個面向，一為以盈餘觀念衡量

(Earnings Approach)，二為以經濟價值觀念衡量

(Economic Value Approach)。前者著重短期(通常為一年

以內)風險對獲利的影響，後者則重視長期風險對股東權

益的影響。 

 

以盈餘觀念衡量利率風險的方法可分為重訂價缺口

(Repricing Gap)以及NII-at-Risk方式；重訂價缺口為衡量

未來各時間帶(Time Bucket)重訂價之資產及負債之錯配

(Mismatch)程度，NII-at-Risk則衡量在一定信心水準下，

未來一段時間內NII的最大可能變動。 

 

以經濟價值觀念衡量利率風險，即反映不同利率變動下

對EVE的影響，EVE係預期銀行未來的淨現金流量以市

場利率折現後之現值。 

 

財務管理處定期檢視分析、衡量及控制利率風險的暴

險，充分揭露風險於資產負債管理委員會，並確保利率

風險部位於限額內運作；若有觸及限額之情況，則風險

管理處將依當年度之利率風險限額之規定逐級呈報。風

險管理處係監控利率風險之暴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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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銀行簿利率風險避險/抵減

風險的政策，及監控規避/
抵減風險工具持續有效性的

策略與流程 

本行銀行簿利率風險避險策略及流程如下：  

策略： 

1.維持全行暴險部位於限額內，配合存放款部位變化調整

部位，降低全行 NII01 波動程度。 

2.配合 house view 調整部位配置，規避利率風險並創造

最大效益。 

 

流程： 

1.風險管理處每日監控全行 NII01 現況，以確保資金管理

單位依前述策略進行利率風險調整。 

2.若因全行存放策略導致 NII01 超限，依利率風險限額之

規定逐級呈報，由長官裁示是否保留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