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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資本適足率 

                          110 年 0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0年 06 月 30 日 109年 06 月 30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4,238,172 4,023,372 

第二類資本 886,164 860,150 

(A)自有資本合計數 5,124,336 4,883,522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45,023,880 44,442,293 

作業風險 1,142,375 1,136,625 

市場風險 10,350 12,200 

(B)風險性資產總額 46,176,605 45,591,118 

資本適足率(%)= (A)/(B) 11.10%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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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結構 

                         110 年 0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0年 06 月 30 日 109年 06 月 30 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1,720,722 1,708,725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465,859 450,161 

法定盈餘公積 1,779,673 1,641,260 

特別盈餘公積 70,109 70,109 

累積盈虧 201,809 153,117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出

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0 0 

減：商譽 0 0 

減：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0 0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一類資本合計(A) 4,238,172 4,023,372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0 0 

重估增值 0 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193,515 176,283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692,649 683,867 

減：資本扣除項目 0 0 

第二類資本合計(B) 886,164 860,150 

自有資本合計 = (A)+(B) 5,124,336 4,88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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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110年度信用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項目 內容 

A. 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

標、政策與流程 

本社信用風險管理政策與流程，應符合相關法令並考量

經濟景氣循環變化及對整體授信組合內涵及品質之可

能影響，確保其有效性；且應視內外部環境變化，定期

予以修正，以確保管理策略與相關執行政策已涵蓋本社

所有重大之信用風險。 

a.授信授權限額管理 

b.大額授信管理 

c.授信集中度及限額管理 

d.交易對手管理 

e.授信覆審管理 

f.授信品質管理 

g.資產品質分類及備抵損失管理 

h.授信組合管理 

i.損益變動管理 

B.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由企劃室負責規劃與執行本社風險管理事務，並定期向

理事會報告風險管理資訊。適用單位為法令遵循部、審

查部、業務部、會計室等單位。 

 

C.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應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建立特定指標或標準，衡

量各項業務暴險程度。 

a.本社應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衡量不同的風險

類型、產品或服務之暴險程度，並了解所面臨的

風險或須承擔的風險，俾作為本社進行績效評估

與資本管理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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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b.風險衡量期間之長短應配合本社各項營業活動之

期間。 

c.本社應建立特定的指標或標準，分析本社信用風

險之暴險程度。 

特點： 

a.相關單位應於每月八日前彙整所屬業務上月之信

用風險管理報表及信用風險管理自評表，經單位

主管簽章確認後，檢送風險管理單位。 

b.風險管理主管於監控作業中所發現之風險管理缺

失如有超越限額之情形或其他特殊狀況，均應迅

速向有關單位及風管單位呈報，並採取適當行

動，針對缺失提出改善措施。 

c.各單位應針對其各項業務類別之策略目標、產品

銷售或服務及內外特有之環境，定期檢視調整其

適切性。 

d.各單位推出新種商品或服務前，應先制定相關作

業控管措施，並評估其可能衍生之風險後始得推

出，以減少及預防各項業務之信用風險。 

e. 各單位於執行業務時，須依循本社「風險管理政

策及程序」及風險管理作業準則之規定，並遵守

主管機關及本社其他相關作業規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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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根據信用風險損失事件所發生之機率及嚴重性進行

分析，並評估各種風險對策之利弊得失，以協助本社

決定其所營業務之風險對策。 

風險對策可採行的方式包括： 

a.風險迴避：對於信用風險損失發生率高且損失嚴

重性大的事件，可採取迴避措施，不承作該項業

務。 

b.風險移轉／沖抵：對於信用風險損失發生率低，

但損失嚴重性大的事件，可採取抵減或移轉等措

施，例如徵提擔保品或保證人、信用保險等方式

適度抵減或移轉部份風險。 

c.風險控制：對於信用風險發生率高，但損失嚴重

性小的事件，可採用控制措施，透過與授信戶或

交易對手協議的方式，預防或控制其自身信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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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險的變化採取適當管控措施，以降低風險發生之

可能性及發生後之衝擊。 

d. 風險承擔：對於信用風險損失發生率低，且損失

嚴重性小的事件，可採用承擔措施，透過評估所

獲得之利潤若可平衡所承擔的風險，則可承擔該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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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信用風險應計提資本如下表: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0年 06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7,033,949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 -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8,934,607 1,808,286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 - 

零售債權 33,816,173 30,312,708 

住宅用不動產 20,943,471 9,451,196 

權益證券投資 501,583 1,476,627 

其他資產 2,013,813 1,975,063 

合   計 73,243,596 45,023,880 

註 1：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註 2：加權風險性資產額為風險抵減後暴險額乘上風險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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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2.作業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110年度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項目 內容 

A.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社作業風險管理策略，須考量本社營運活動的內部與

外部環境，並確保與本社營運策略目標及組織文化之一

致性。 

a.損失事件管理 

b.內部控制管理 

c.資訊安全防護及緊急應變計畫管理 

i. 資訊室應對資訊系統故障之應變措施，定期

進行實際演練。「資料庫伺服器故障演練記錄」

應每半年一次檢送風險管理單位。 

ii. 人事室應檢視本社災害緊急應變對策及相關

緊急應變計畫是否合宜並定期更新。 

iii. 業務部應確立緊急取得資金之備援管道及相

關程序，俾能於緊急時期按部就班籌措資金。 

iv. 各營業單位應依「金融機構安全維護注意要

點」之規定，加強營業處所之安全維護，並落

實安全維護教育及操作演練，提升員工應變能

力。 

d.法律風險 

為防範法律風險，本社各單位與他人簽訂各項契約

前，除定型化契約外，應經本社法務單位事先審核

後始得辦理，以確保應有權益。在簽訂契約前，並

應確認契約當事人之合法性及授權資格。 

B.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作業風險管理組織架構：適用各部室及營業單位。

本社由企劃室擔任「作業風險管理窗口」，負責下列事項： 

a.訂定本社「作業風險管理準則」。 

b.協調全社作業風險管理工作事宜。 

c.彙整各單位作業風險資訊與執行情形並彙報理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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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C.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

之範圍與特點 

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建立特定指標或標準，衡量各

項業務暴險程度。 

a.本社應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衡量不同的風險類

型、產品或服務之暴險程度，並了解所面臨的風險

或須承擔的風險，俾作為本社進行績效評估與資本

管理的依據。 

b.風險衡量期間之長短應配合本社各項營業活動之

特性。 

c.本社應建立特定的指標或標準，分析本社各項風險

之暴險程度。 

d. 參閱本社作業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附件一：事件分

類決策樹、以及附件二：作業風險損失事型態分類。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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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各單位如遇重大偶發事件，須依主管機關暨本社相

關規定呈報，並應即時填具事件通報單，檢送風險

管理單位。 

b.各單位應針對其各項業務類別之策略目標產品銷

售或服務及內外特有環境，定期檢視其適切性。 

c.客訴管理單位每月應將客訴情形製作「客訴案件統

計表」檢送風險管理單位。 

d.各單位推出新種商品或服務前，應先制定相關作業

控管措施，並詳估其可能衍生之風險後始得推出，

以減少預防各項業務之作業風險。 

e.各單位執行業務時，須依循本社「風險管理政策及

程序」及風險管理作業則之規定，並遵守主管機關

及本社其他相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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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2)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如下表: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0年 06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9年度 760,833 

91,390 
108年度 790,953 

107年度 732,956 

合   計 2,284,742 
    註 1：以 110 年度編製 109 年度年報為例，應填具 107、108 及 109 年度之營業毛利。 

    註 2：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為填具年度中為正值之年營業毛利平均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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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3.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及應計提資本 

(1)110年度市場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項目 內容 

A.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社市場風險管理策略，因應本社內部經營環境及面臨

風險之變化作適當的調整，維持與本社經營策略及目標

之一致性，並涵蓋與本社業務相關之所有重要市場風險。 

a.有價證券交易管理 

b.授權額度限額管理 

c.交易標的部位管理 

d.評價方式管理 

e.停損限額管理 

f.備抵跌價損失管理 

g.損益變動管理 

h.流動性風險管理 

B.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架構：適用單位為業務部及其他相關

單位。 

 

 

 

 

 

 

 

C.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應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建立特定指標或標準衡量各

項業務暴險程度。 

a.本社透過適當且一致的方法，衡量不同的風險類

型、產品或服務之暴險程度，並了解所面臨的風險

或須承擔的風險，俾作為本社進行績效評估與資本

管理的依據。 

b.風險衡量期間之長短應配合本社各項營業活動之

特性。 

c.本社已建立特定的指標或標準，分析本社各項風險

之暴險程度。 

特點：相關單位依其持有部位，參酌市場利率、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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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匯率走勢，適時調整部位，以保護利得或減少損

失。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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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相關單位應於每月八日前彙整所屬業務上月之市

場風險管理報表及市場風險管理自評表，經單位主

管簽章確認後，檢送企劃室。 

b.風險管理主管於監控作業中所發現之風險管理缺

失如有超越限額之情形或其他特殊狀況，應迅速向

企劃室及相關單位呈報，並採取必要行動，並針對

缺失提出改善措施。 

c.各單位應針對其管轄業務類別之策略目標、產品的

銷售或服務及內外特有環境，定期檢視調整其適切

性。 

d.各單位推出新種商品或服務前，應先制定相關作業

控管措施，並評估其可能衍生之風險後始得推出，

以減少預防各項業務之市場風險。 

e.各單位於執行業務時，須依循本社「風險管理政策

及程序」及風險管理作業準則之規定，並遵守主管

機關及本社其他相關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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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2)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如下表: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10年 06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風險別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0 

外匯風險 828 

合計 828 

 

 

 

 

【附表九】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0年 06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簿別(依交易類

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

證券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0 0 0 

交易簿 0 0 0 

合  計 0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