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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行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理相關資訊應揭露事項 

為遵循新巴塞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律原則，銀行應於網站設置「資本適

足性與風險管理專區」，揭露下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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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槓桿比率。（附表六、附表六之一） 

（二）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七） 
2. 信用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八至附表十一） 

（三）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二） 
2. 作業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三） 

（四）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四） 
2. 市場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五至附表十八） 

（五） 證券化： 
1. 證券化管理制度。（附表十九） 
2. 證券化定量資訊。（附表二十） 

（六）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二十一） 
（七） 流動性風險： 

1. 流動性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二十二) 
2. 流動性覆蓋比率及其組成項目。(附表二十三) 

 



 2

【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比率計算範圍 

104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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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適用)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比率計算之子公

司名稱 

(不適用)     

     

     

3. 說明集團內資金或

監理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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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理說明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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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行於評估資本適足率時，係依照金管會頒訂

之「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及

「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說明與

表格」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另，目前信用風

險應計資本係採標準法、市場風險採標準法、

作業風險採基本指標法等方法計算風險性資

產。  
而為確保持有足夠資本以因應未來業務，本行

乃依據第二支柱的基本原則評估執行壓力測

試，並考量未來三年之營運計劃及市場情況，

以預測相對未來三年之財務狀況、資本需求及

風險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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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資本適足比率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行 合    併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年 12月 31日

自有資本：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

本淨額 23,570,848 23,321,486 23,570,848 23,321,486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

第一類資本淨額 7,987,530 0 7,987,530 0
第二類資本淨額  42,364 3,101  42,364 3,101

自有資本合計數 31,600,742 23,324,587 31,600,742 23,324,587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216,355,970 210,265,042 216, 355,970 210,265,042

作業風險 11,326,899 10,467,350 11,326,899 10,467,350

市場風險 7,972,047 9,112,789 7,972,047 9,112,789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數 235,654,916 229,845,181 235, 654,916 229,845,181

普通股權益比率 10.00% 10.15% 10.00% 
10.15%

第一類資本比率 13.39%
10.15%

13.39% 
10.15%

資本適足率 13.41%
10.15%

13.41% 
10.15%

槓桿比率： 

第一類資本淨額 31,558,378 23,382,839 31,558,378 23,382,839

暴險總額 410,209,876 377,518,375 410,209,876 377,518,375

槓桿比率 7.69% 6.19% 7.69%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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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行 合併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淨額： 
 普通股股本 22,000,000 22,000,000 22,000,000 22,000,000 
 預收普通股股本 

-
 -  

- 
 -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本溢價 
-

 -  
- 

 -

資本公積—其他 
-

 -  
- 

 -

 法定盈餘公積     433,357  331,269  433,357  331,269 
 特別盈餘公積 

-
 -  

- 
 -

 累積盈虧    1,299,096  1,093,073 1,299,096 1,093,073
非控制權益 

-
 -  

- 
 -

 其他權益項目     218,963  115,394   218,963  115,394 

減：96 年 1 月 4 日後出售不良債權

未認列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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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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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庫藏股  -   -

4、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153,637 117,595 153,637 117,595
5、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

所得稅資產 39,396  - 39,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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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  - -9,035  -

7、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149,566  62,315 149,566 62,315
8、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提列不足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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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證券化交易應扣除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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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行 合併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1、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
分類至銀行簿者 12,470 12,470 12,470   12,470

12、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   -

13、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   -
14、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

值模式所認列之增值利益  

15、101年1月1日後不動產售後租
回利益 34,534  13,400 34,534  13,400 

16、其他依規定或監理要求應調整數  
17、對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

資產10%超限數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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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不足扣
除數 

 12,470   12,470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淨額（1） 23,570,848 23,321,486 23,570,848 23,32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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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8,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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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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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1、第二類資本不足扣除數  
  2、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

分類至銀行簿者
12,470 12,470 12,470 12,470

3、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
產依規扣除數  

4、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其他第一類資本淨額 （2） 7,987,530 - 7,987,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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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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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101年12月31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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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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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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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年12月31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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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67,305 28,042 67,305 28,042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值

模式所認列增值利益之 45%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

有之資本  

減： 
1、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

類至銀行簿者 
24,941 24,941 24,941  24,941

2、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

規扣除數 
 

  3、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第二類資本淨額（3） 42,364 3,101 42,364  3,101

自有資本合計＝（1）＋（2）＋（3） 31,600,742 23,324,587 31,600,742 23,32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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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 產 負 債 表(無須揭露) 

104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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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所得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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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存款及匯款  
應付金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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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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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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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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

導準則公報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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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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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7,762   11,007,762   11,007,762   11,007,762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

同業 
     20,879,659   20,879,659   20,879,659   20,879,659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資產 
       30,029,750     30,029,750     30,029,750     30,02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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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9,750     30,02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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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1,948 14,011,948 14,011,948 14,011,948   

  當期所得稅資產      60,072  60,072  60,072  60,072   

  待出售資產-淨額      -  -  -  -   

  貼現及放款-淨額     200,636,453 200,636,453 200,636,453 200,636,453   

    貼現及放款-總額(含折溢價調整)    203,751,746  203,751,746   

    備抵呆帳-貼現及放款   -3,115,293 -3,11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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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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 76   A7 

     其他備抵呆帳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淨額 

    82,234,145 82,234,145 82,234,145 82,23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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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類至交易簿者 72  A8 

      分類至銀行簿者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1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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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34,145 82,234,145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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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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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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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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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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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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3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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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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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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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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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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370 178,370 178,370 178,370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4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12,470  12,470 A4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24,941  2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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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金融資產(排除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140,959 140,959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1,021,315 1,021,315 1,021,315 1,021,315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144,148 144,148 144,148 144,148   

  無形資產-淨額      153,637  153,637  153,637  153,637   

    商譽 8  -  - A54 

    無形資產(排除商譽) 9 153,637 153,637 A55 

  遞延所得稅資產     76,788 76,788 76,788 76,788   

    視未來獲利狀況而定者   -  -  

        一次扣除 10 39,396 39,396 A56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20% 10  - A56_1 

    暫時性差異    -   

       超過 10%限額數 21  - 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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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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15%門檻數 25  - A58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 75 37,392 37,392 A59 

  其他資產-淨額     7,229,909 7,229,909 7,229,909 7,22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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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9,909 7,229,909   
資產總計     367,663,956 367,663,956 367,663,956 367,663,956   
負債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47,063,305 47,063,305 47,063,305 47,063,305   

  央行及同業融資      -  -  -  -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負債 
    11,982,727 11,982,727 11,982,727 11,98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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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 9,035 A69 

    其他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11,973,692 11,973,692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

-淨額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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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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款項     8,710,702 8,710,702 8,710,702 8,7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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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31,642 264,031,642 264,031,642 264,031,642   

  應付金融債券        

    母公司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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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3 

       應付金融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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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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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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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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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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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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774 2,785,774 2,785,774 2,785,774   

  負債準備     256,914 256,914 256,914 256,91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5,139 55,139 55,139 5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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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39 55,139 A92 

    不可抵減      

  其他負債     826,336 826,336 826,336 826,336   
負債總計     335,712,539 335,712,539 335,712,539 335,712,539   
權益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益 
       

    股本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合格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1  22,000,000  22,000,000 A93 

    其他第一類資本    -  -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1  8,000,000  8,000,000 A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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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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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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得計入自有資本之股本    

    資本公積        

    股本溢價-合格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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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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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得計入自有資本之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除外) 2  A99 

    保留盈餘     1,732,454 1,732,454 1,732,454 1,73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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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4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用公允價值模式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
26e、
56e 

 
A104_1 

  101 年 1 月 1 日後不動產售後租回利益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26f 34,534 34,534 A104_2 

  其他依規定或監理要求不得列入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之保留盈餘數 2、26g  A104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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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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保留盈餘 2 1,697,920 1,697,920 A105 

    其他權益 其他權益總額 3 218,963 218,963 218,963 218,963 A106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26b、
56b 

149,566 14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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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動產重估增值 26e、
56e 

 -  - A108_1 

    其他權益(排除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工具損益及不動產重估增值) 
  

69,397 69,397   

  庫藏股票   16  A109 

  非控制權益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5  A110 

  其他第一類資本 34  A111 

  第二類資本 48  A112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權益總計     31,951,417 31,951,417 31,951,417 31,951,417   
負債及權益總計      367,663,956  367,663,956  367,663,956  367,663,956   
附註 預期損失    3,115,293 3,11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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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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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00  22,000,000   A93+A96 

2 保留盈餘（含股本溢價以外之資本公積）  1,732,454  1,732,454

  A99+A103+A10
4+A104_1+A104
_2+A104_3+A10
5 

3 累積其他綜合淨利及其他準備（即其他權益項目） 218,963 21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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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110 

6 法定調整前之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23,951,417  23,9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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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1| 

8 商譽(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   A54-A86 

9 其他無形資產(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  153,637  15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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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6 3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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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8 

12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數   |A100| 

13 證券化交易銷售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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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 -9,035   -A69 

15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數   A60-A88+|A102|

16 銀行自行買回其所發行之資本工具（如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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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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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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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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7-A90 

22 超過 15%門檻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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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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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4 

2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149,566 14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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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0  12,470 

  A9+A19+A29+A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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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A14+A24+A

39+A49 

26e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值模式所認列之增

值利益  -  -   A104_1+A108_1

26f   101 年 1 月 1 日後不動產售後租回利益 34,534 34,534   A104_2 

26g 
其他依規定或監理要求不得列入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

本之保留盈餘數  -  -   A104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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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5+A12+A17+A
22+A27+A32+A
37+A42+A47+A
52 

2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的法定調整合計數 380,568 38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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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70,848 23, 57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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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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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8,000,000   A94+A97 

32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負債  -  -   A61+A70+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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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62+A71+A79+
A95+A98 

34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
  A65+A66+A74+

A75+A82+A83+
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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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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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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66+A75+A83 

36 法定調整前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8,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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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0 12,470

  A10+A20+A30+
A35+A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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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A15+A25+A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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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A13+A18+A
23+A28+A33+A
38+A43+A48+A
53 

43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12,470  12,470 
  本項=sum(第 37

項:第 42 項) 

44 其他第一類資本(AT1)  7,987,530  7,987,530 
  本項=第 36 項-第

43 項 

45 第一類資本(T1=CET1+AT1)  31,558,378   31,55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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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3 +A72 

+A80+A95_1+A
98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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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4 +A73 
+A81+A95_2+A
98_2 

48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第二類資本     
  A67 +A68 +A76 

+A77 +A84 
+A85+A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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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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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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8 +A77 +A85

5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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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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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4 

5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67,305 -6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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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1  2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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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A16 +A26 

+A41 +A51 

56e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值模式所認列增值

利益之 45％ 
  -(A104_1+A108_

1)*45% 

57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42,364 -42,364   本項=sum(第 52
項:第 56 項 d) 

58 第二類資本(T2) 42,364 42,364   本項=第 51 項-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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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資本總額(TC=T1+T2)  31,600,742   31,600,742   本項=第45項+第
58 項 

60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236,654,916 236, 65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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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62 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13.39% 13.39%     

63 總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13.41%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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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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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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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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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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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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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營業準備限

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

險性資產總額

*0.6% 

資本工具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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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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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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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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第二類(T2)資本工具上限         

85 因超限自第二類(T2)排除金額(因贖回或到期而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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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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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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2 月 31 日 

# 項  目  第 1 次（期）1 

1 特別股或債券簡稱(如發行年度及期別) 104 年 1 月 20 日 
私募永續非累積甲種特別股 

2 發行人 星展(台灣) 

3 代碼(如 CUSIP, ISIN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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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規範  

5 資本類別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6 計入資本方式 全數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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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資本工具種類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 

9 計入自有資本金額 新臺幣 8,000 百萬元 

10 發行總額 3 新臺幣 8,000 百萬元 

11 會計分類 權益 

12 原始發行日 104 年 1 月 20 日 

13 永續或非永續 永續 

14 原始到期日 無到期日 

15 須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之發行方贖回權 是 

16 

贖回條款 4 (1) 本特別股為無預定贖回日之永續特別股。

(2) 本特別股股東並無要求本行收回其所持有之特別

股之權利。 
(3) 本行得依其決定，於發行日（含）滿五年後，若本

行計算贖回後本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

符合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現行或

其後之修正）所定之最低要求，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得以本特別股原始發行價格提前贖回本特別股

（下稱「贖回價格」）；於符合上開前提下，本行並

應於預定贖回日前 30 日通知本特別股股東按上開

贖回價格，將本特別股提前全數贖回(不得部分贖

回)。 
(4) 本行依本發行辦法贖回本特別股時，本特別股依本

發行辦法所計算之股息（含於贖回年度 1 月 1 日起

算至贖回日前一日止所產生或其他遞延但尚未支

付之股息(如有)），應於嗣後之本行股東會決議後，

方支付予贖回時持有本特別股之人。為免疑義，倘

本行依本發行辦法規定單方面決定不分配本特別

股股息時，因此事由而不予支付之股息，本行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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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 1 次（期）1 
義務於股東會承認相關年度財務報表後支付。

除上述本發行辦法所載情形外，本行無權贖回本特別

股，且無義務就本特別股之本金為任何相關給付。 

17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或可轉換特別股之轉
換條款 5 

本特別股不得轉換為普通股。 

 債息/股利   

18 固定或浮動債息/股利 固定股息 

19 票面利率及任何相關指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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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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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完全自主權

本行得單方面決定並宣告是否分派本特別股股息。倘

本行決定不分派本特別股股息時，則無特別股股息已

到期或應支付，因此事由而不予支付之股息亦不得累

積或遞延。 

22 是否有利率加碼之約定或其他贖回誘因 否 

23 債息/股利是累積或非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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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通股股東相同
之規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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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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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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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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 

會計資產與槓桿比率暴險額彙總比較表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行 合併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 年 12
月 31 日 

1 財務報表之總資產 
367,663,956

- 
367,663,956

- 

2 減：第一類資本扣除項中與資產項目有關之調整
-389,603

- 
-389,603

- 

3 根據銀行會計作業架構，認列於資產負債表內但不

計入槓桿比率暴險總額之信託資產調整
  

4 衍生性金融工具之調整 
10,096,265

- 
10,096,265

- 

5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即附買回和其他類似的擔保融

通)之調整 
0 - 0 - 

6 資產負債表表外項目之調整(即資產負債表表外暴

險轉換為信用相當額) 33,213,698
- 

33,213,698
- 

7 其他調整 
-374,440

- 
-374,440

- 

8 槓桿比率暴險總額 
410,209,876

- 
410,209,876

- 

 
填表說明： 

1. 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104 年無須填列 103 年同期資料）。 
2. 第 1 項應列示銀行財務報表之表內總資產。 
3. 第 2 項應列示第一類資本扣除項金額，惟負債項目不得自暴險總額中扣除；扣除金額應

以負數表示。本項同附表六之一的第 2 項。 
4. 第 3 項本國不適用。 
5. 第 4 項應列示衍生性金融商品總暴險額與衍生性金融商品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之差異。 
6. 第 5 項應列示有價證券融資交易總暴險額與有價證券融資交易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之差

異。 
7. 第 6 項應列示表外項目信用相當額。本項同附表六之一的第 19 項。 
8. 第 7 項應列示所有其他調整；扣除金額應以負數表示(如：應收承兌票款之調整)。 
9. 第 8 項應列示槓桿比率暴險總額，其應為前述項目之總和，也應與附表六之一中的第 21

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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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六之一】 
槓桿比率組成項目揭露表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行 合併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年12月31
日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3年 12月 31
日 

資產負債表表內暴險 

1 資產負債表表內項目 
(不含衍生性金融商品與有價證券融資交易) 356,995,466

- 
 

356,995,466 
- 

2 減：第一類資本扣除項中與資產項目有關之調整

-389,603
- 

 
-389,603 

- 

3 資產負債表表內總暴險 
(不含衍生性金融商品與有價證券融資交易)  
(本項為第 1 項和第 2 項之加總) 356,605,863

- 
 

356,605,863 

- 

衍生性金融商品暴險 

4 
所有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相關之重置成本 
(扣除合格現金價格變動保證金) 10,294,050

- 
 

10,294,050 
- 

5 所有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之未來潛在暴險額 
10,096,265

- 
 

10,096,265 
- 

6 
加回依據會計作業架構自資產負債表資產餘額扣除

所提供之衍生性金融商品擔保品     

7 
減：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因提供現金價格變動保證金

仍帳列銀行資產之金額     

8 
減：因提供客戶交易清算服務而產生但得豁免計算之

中央結算交易對手暴險     

9 信用保障提供人之調整後有效名目本金     

10 減：信用保障提供人之有效名目本金抵減數     

11 
衍生性金融商品總暴險 
(本項為第 4 項至第 10 項之加總) 20,390,315

- 
 

20,390,315 
-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暴險 

12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資產毛額(未認列互抵)    

13 
減：有價證券融資交易資產毛額應收應付款項抵减

額      

14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資產之交易對手信用風險暴險額      

15 經紀交易之暴險額      

16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總暴險 
(本項為第 12 項至第 15 項之加總)      

資產負債表表外暴險 

17 資產負債表表外暴險毛額 
146,672,253

- 
 

146,672,253 
- 

18 減：轉換為信用相當額之調整數 
-113,458,555

- 
 

-113,458,555 
- 

19 
資產負債表表外總暴險 
(本項為第 17 項和第 18 項之加總) 33,213,698

- 
 

33,213,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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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總暴險 

20 第一類資本淨額 
31,558,378

- 
 

31,558,378 
- 

21 

暴險總額 
(本項為第 3 項、第 11 項、第 16 項和第 19 項之加

總) 410,209,876
- 

 
410,209,876 

- 

槓桿比率 

22 槓桿比率 
7.69%

- 
 

7.69% 
- 

 
填表說明： 

1. 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104 年無須填列 103 年同期資料）。 
2. 第 1 項：資產負債表表內項目=(銀行財務報表之總資產)－(衍生性金融商品於表內資

產項目餘額)－(有價證券融資交易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其他調整)。 
3. 第 2 項應列示第一類資本扣除項金額，惟負債項目不得自暴險總額中扣除。 
4. 第 5 項應列示衍生性金融商品之未來潛在暴險額，惟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之信用保障

提供人無須計算未來潛在暴險額。 
5. 第 6、8、15 項本國不適用。 
6. 第 9 項係指信用保障提供人扣除公平價值負數調整後之有效名目本金。 
7. 第 10 項係指對於同一標的信用資產承買信用保障之抵減金額。 
8. 第 2、7、10、13、18 項為抵減項，應以負數表示。 
9. 第 17 項：資產負債表表外暴險毛額=(資產負債表表外項目帳面總金額)＋(其他調整，

如：應收承兌票款)。 
10. 填表時應先計算第 19 項：表外項目信用相當額；第 18 項：轉換為信用相當額之調整

數=第 17 項－第 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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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管理

策略、目標、政

策與流程 

風險管理是星展銀行(台灣)之業務核心，信用風險是其主要風險之一，本行

之信用風險管理不僅限於放款、保證等授信業務所產生的信用風險管理，

亦包含因外匯或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所產生的交易對手信用風險的管理。 
信用風險管理目標是透過適當之信用風險管理政策、策略與程序來建立適

當的信用風險環境、健全本行業務經營，發揮授信功能、提昇授信品質、

管理各類資產的信用風險並確保適當且足夠的信用風險控制。  
授信政策為本行信用風險管理之主要架構，與依此架構所訂定之各項辦

法、準則，共同構成信用風險之策略與政策。本授信政策訂定授信案件遵

守有關法令規章及星展銀行內部相關授信規範，並陳明授信權限職權分

工、授信流程、授信限額、利害關係人等授信原則。  

2. 信用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本行風險管理的最終負責單位為董事會，並設置審計委員會協助其監督及

管控本行存在或潛在之風險。本行信用風險委員會，經由董事會的授權，

負責監控及管理信用風險；本委員會與風控長以及內部稽核共同負責確保

信用風險的衡量及管理符合銀行標準及政策。  
信用風險委員會負責監督信用風險管理架構的有效性，並審核風險管理政

策及措施的相關標準，以及相關管理人員之授權。該委員會之成員為總經

理、企業及機構銀行一處、企業及機構銀行二三四處、消費金融處、環球

金融交易服務處與風險控管處相關部門主管及其他指定之人，稽核處人員

則得列席該委員會之會議。  
就信用風險管理相關事宜，本行設有企業金融授信管理部及消費金融授信

管理部，負責授信政策、相關業務額度審核與控管及逾期放款債權管理。 
直接向董事會報告之獨立單位內部稽核將確認銀行和業務之標準、政策與

流程已確實遵守。必要時需建議改善措施。  

3. 信用風險報告

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風險衡量在風險承擔和資產組合管理決策時扮演重要角色，本行透過每月

定期舉行之信用風險管理委員會審查信用風險報告，使管理階層了解目前

授信資產組合的規模、配置與相關業務狀況，且同時獲取充分的資訊以決

定本行的授信風險方針，進而達成設定的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內部風險

管理報告包含以下相關資訊:  
一、 主要行業授信比重及風險胃納設定。  
二、 關係關聯戶之授信管控。  
三、 分散大額授信風險。  
四、 早期警示、授信期中及事後追蹤管理。  
五、 資產組合之壞帳率和不良債權回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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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行透過擔保品、淨額結算合約、信用保險、衍生性商品和其它擔保來降

低對帳戶、客戶、資產組合可能發生之信用損失風險，合格擔保品種類及

其評價頻率與評價原則，皆訂定有相關規範。  
針對授信資產予於分類，持續追蹤檢視債務人的信用風險與財務狀況，如

監控債務人之現金流、實際訪談，訪廠與聯徵查詢，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

以確保授信風險之管控。  
依據巴塞爾資本協定三與主管機關規定其所認可合格擔保品與保證等風險

抵減工具，以確保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計算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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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度 

(不適用)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露 

1. 信用風險管理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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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法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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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內部估計值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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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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暴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暴險額 

標準法 381,610,192 17,308,478 375,755,201
基礎內部評等

法 

進階內部評等

法 

合計 381,610,192 17,308,478 375,75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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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暴險額計算係以最近一年度各季底取簡單平均數計算: 
註 3：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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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4 年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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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71,046               -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               -               -
銀行（含多邊開發銀行） 49,330,728               -               -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135,629,016 6,181,525         5,992,388
零售債權 53,500,246  1,761,674         8,715,659
住宅用不動產 49,623,057               -               -
權益證券投資 -               -               -
其他資產 3,356,100               -               -
 合計 381,610,192 7,943,199        14,70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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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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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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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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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異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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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 

10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一、 星展銀行 (台灣) 係遵循集團之作業風險政策，並考量

內、外部風險環境及內部控制等要素，辨識主要風險並持續

評估對本行產生之影響，進行因應與改善，以降低本行之作

業風險。另各業務及支援單位頇定期報告作業風險情形並立

即採取改善行動以降低作業風險。  
二、 制定作業風險管理政策及相關作業標準，以確保能夠

遵循組織性、系統性及持續性原則，準確識別、評估、監測、

管理和報告作業風險。茲就作業風險管理流程分述如下： 
(一) 辨識與評估  
各相關負責單位遵循作業風險政策，有效辨識評估各類

潛在作業風險項目，以了解本行之作業風險環境及暴險

程度。各部門依其業務特性可能發生之作業風險，依據

集團總部之風險標準分類辨識出所有風險。本行採用標

準的評估作業風險方法。  
(二) 監控與管理  
各相關負責單位依據已辨識之主要風險採取適當監督及

管理方法，並適時檢視與修正，以確保控管之有效性，

降低本行之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委員會，負責監督本行作業風險情形及控制環

境，持續監控作業風險，例如：關鍵風險指標及風險內

控自我評估報告。  
(三) 報告  
所有員工皆有其職責依據集團總部政策的規定辨識作業

風險損失事件並通報管理階層。事件發生單位針對該損

失事件頇確認已擬定妥適的行動方案並據以實施，並依

循集團總部規章與本行作業風險管理政策據以記錄於作

業風險損失資料庫，單位作業風險經理負責監督該行動

方案的執行狀況並定期呈報單位主管。作業風險管理部

定期呈報作業風險委員會及董事會。  

2. 作業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本行成立「作業風險委員會」負責督導及諮詢作業風險管理

事宜，委員會由風險控管處負責人擔任主席，其委員則由集

團企業金融處主管、商業金融處主管、消費金融處主管、環

球金融市場處主管、法律/合規及秘書處主管、授信管理處主

管、財務企劃處主管、資訊與營運處主管擔任，觀察員則由

稽核處主管擔任。  
作業風險委員會定期召開，於會議審議各項重大事件後，若

有任何影響本行營運目標、經營策略或重大負面影響等，則

應立即呈報管理委員會及董事會，請各相關單位擬定改善方

案，並積極追蹤改善。作業風險委員會應將作業風險監控情

形定期呈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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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一、 衡量方法：依據本行核准之風險胃納指標，訂定相對

應之預警與相關限額或最低標準。作業風險管理部每

月定期監視作業風險狀態暨將管理月報呈高階管理

階層。每年並重新審視設定之風險限額或門檻。各相

關負責單位依據已辨識之主要風險採取適當控制辦

法。作業風險管理部每月定期彙整主要暴險程度、風

險指標燈號控管等指標資料，呈報至作業風險委員會

以監督本行作業風險情形及控制環境。  
二、 作業風險報告：各單位如有作業風險事件發生應立即

呈報相關單位。作業風險管理部定期彙整、分析作業

風險相關報告，每月定期呈報作業風險委員會，以利

其監督本行作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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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行依據各項業務可能發生之作業風險，藉由內部控

制制度及作業風險控制評估、主要風險指標/類別等

監控全曝險狀況，並依業務性質之不同選定妥適之風

險對策（例如：委外、保險），以有效降低作業風險。

二、 定期辦理自行查核，針對缺失項目即時提出改善計

劃，並將執行結果呈報稽核處。  
三、 稽核處不定期辦理一般或專案檢查，以確保各項業務

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之有效性。  
四、 因應本行因各種事故導致業務中斷帶來之影響，本行

訂有業務持續運作管理辦法並定期審查，以為各單位

預防、通報及後續處理程序之依循準則。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基本指標法

 

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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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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營業毛利 應計提資本 

102年度           5,616,283

103年度           6,127,672 

104年度 6,379,081

合計 18,123,036 906,152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進階衡量法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年度 加權風險性資產 應計提資本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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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理

策略與流程 

市場風險是指由於價格參數的變化，例如：利率、匯率、股票和商品價格

的變化，以及它們之間的關聯性和隱含波動性而導致的表內和表外的市場

風險部位的損失。為了支持強大的市場風險管理系統，本行建置了立一個

綜合健全的市場風險政策，除了包括對風險的識別、計量、報告、控制和

監管外，還包含為了保證市場風險管理完整性的內部控制及標準。  
市場風險管理的步驟和系統  
 建立一個健全及全面的市場風險管理系統並與集團日常的風險管理

流程和系統緊密結合。  
 市場風險的管理涉及識別、計量、監測、報告和控制所有重要的市場

風險，並進行與風險有關的資本充足評估，最終透過市場風險管理使

銀行承擔的市場風險不會超過其風險承受能力從而不必為超出部分

承擔損失；  
 謹慎的評價政策和流程，這是一個健全市場風險管理系統的基礎； 
 市場風險管理體系應該與其市場風險活動的範圍、大小和復雜性相對

應；  
 風險管理系統應涵蓋所有在資產負債表內或表外的重要市場風險。  
星展(台灣)之市場風險管理政策均經董事會核准，重要原則則由市場暨流動

性風險委員會審查。當政策的持續相關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受到新的變化

或發展所影響時，就必頇對該政策進行審查；所有政策至少每年審查一次。

董事會並授權給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對日常交易限額之制定、監控、

核批等，執行控管。但其相關之變動、超限事件之處理等，均需要提報董

事會核備。  

2. 市場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在星展(台灣 )市場風險管理體系中，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負責獨立監

督及控管市場風險。相關風險控管報告由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製作。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的最高主管直接向台灣區總經理及風控長報告。

風控長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此委員會之設立目的在於監督和審查市場風險管理及組織架構，包括和市

場風險相關的架構、政策效率、人員、流程、 
市場風險相關的模型、資訊、方法和系統；檢討及評估涉及市場風險的部

位，影響損益的重大問題和重大交易。委員會由總經理和來自風險管理處、

環球金融市場處與財務企劃處等部門代表所組成。  
董事會和高階管理層的職責  
董事會和高階管理層應該充分並有效地監察銀行內的市場風險管理。只有

在董事會和高階管理層重視風險管理並且強調風險和回報平衡的情況下，

才能實現有效的市場風險管理。  
董事會、高階管理層和業務單位應通過透明的市場風險管理充分了解業務

單位所承擔的市場風險，並能在業務目標和市場風險承受間取得平衡；  
董事會和／或高階管理層應當確保市場風險管理和控制過程的持續有效

性，並將市場風險控管作為發展業務的基本方面來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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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風險承擔者的責任

任何一個承擔重大市場風險的風險承擔單位都必頇得到董事會(市場暨流

動性風險委員會)或／和高階管理層的同意並遵守控管。  
風險承擔單位應積極管理各自的市場風險部位，而且應適當平衡風險和報

酬。  
當風險承擔單位發現任何削弱銀行市場風險管理系統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的

問題時，必頇及時通知市場暨流動性風險部。  
內部控管和標準  
確保風險管理和控制過程的完整性，風險管理部門應當獨立於風險承當單

位之外，但這不排除風險承擔單位建立額外的內部流程對其市場風險進行

管理。  
為了確保政策、流程、系統和控制的持續有效性和適當性以及市場風險管

理流程的完整性，應建立一系列的內部控管、檢查評估和審計程序。  

3. 市場風險報告

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風險報告依交易部位計算製作，充分揭露各項相關數量資訊後，評估曝險

程度並監控部位額度、風險限額超限狀況及後續處理事宜。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在於透過敏感性分析、情境測試和堅實的管控以杜絕任

何較大的市場風險並管理殘餘曝險。  
(一) 敏感度分析(Factor Sensitivity)  
敏感度分析指制定市場風險因子的變化對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的影響

之判斷基準。爲監控風險承擔單位對遵守其獨立風險管控，所有相關敏感

度分析的計算應匯入獨立之風險管理系統。  
(二) 風險值  
風險值(VAR)用以估計在通常市場情況下，在指定的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在可平倉時間(Defeasance Period)內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或投

資組合價值的潛在損失暨最大損失值。  
(三) 壓力測試(Stress Testing)  
壓力測試(Stress Testing)指在評估市場風險因子大規模變動或市場風險因

子之間相關性(Correlation)發生有重大變化之假設情境(Stress Assumption 
Scenarios)時，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及投資組合價值可能之最大損失。

(四) 損益監控 (Management Action Trigger)  
針對交易行為所產生之損益設定監控點，當月或當年之交易損失到達限額

時,需取得相關被授權人之核准，以防避損失之擴大。  
(五) 限額監控(Limit Monitoring)  
每日必頇對獨立市場所有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及交易投資組合的風險

限額體系實施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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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風險部門管理的 “新商品核決流程 ( NPA )” 是用來確保新商品在承做

前及承做後的利率風險都有被正確了解及計算。  
市場風險部每日評估部位的評價、風險敏感度、損益，監控各曝險部位是

否在授權範圍內，並向各級主並向各級主管提出報告。對於超限的定義、

超限與例外的呈報對象、呈報時限、核准層級與處理時限皆明確規範在核

心市場風險管理政策中。每月於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報告各市場風險

限額之使用狀態。風控長並在董事會定期呈報以上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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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年度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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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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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4 年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利率風險 541,790 

外匯風險 95,974 

權益證券風險 - 

商品風險 - 

選擇權採簡易法處理 0 

內  部  模  型  法  

合              計 637,764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附表十六】 

市場風險值   

                  104 年度 1 月至 12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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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或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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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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七】 

風險值與實際損益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例外數之分析   

104 年度 1 月至 12 月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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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附表十八】 

回顧測試之實際損益重大偏離值分析   

104 年度 1 月至 12 月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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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或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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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5

【附表十九】 

證券化管理制度 

 104 年度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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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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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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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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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扮演之各種不同角色，

以及每個過程中銀行之參與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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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綜述銀行證券化之會計政策  

8. 在銀行簿中，證券化中使用之外部評等機構

(ECAI)名稱，及其使用於每一類證券化暴險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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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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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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證券化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易類型 

                                                           104年12月31 日(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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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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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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 

104 年度 

項目 內容 

1.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

策略與流程 

銀行簿『利率風險』指資產、負債項負債項目因利率變動而影響

未來淨利息收入、淨收入或準備金。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架構涉

及識別、計量、監測、報告和控制所有重要的銀行簿利率風險。

本銀行對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政策的監控和管理制定了全面的架

構和方法，並由董事會核准。董事會定期評估銀行簿利率風險管

理政策，並授權資產負債委員會及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共同

監督及執行。  
董事會批準之”銀行簿利率風險”涵蓋  
- 風險的定義和應用範圍  
- 風險之種類及影響   
- 風險承擔之任務與職責  
- 風險偏衡量方法與限額架構   
以確保該管理架構在全行內持續落實執行，且各階層人員充分瞭

解其責任。  

2.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一). 資產負債管理帳戶(ALM )風險承擔者為資產負債管理委員

會和交易室。風險報告制作、限額監控、風險控制、模型及政策

擁有者皆為風險管理處負責。資產負債管理帳戶由資產負債委員

會監管。  
(二). 交易室銀行簿 (T&M Banking)風險承擔者為交易室。風險

報告制作、限額監控、風險控制、模型及政策擁有者皆為風險管

理處負責。交易室銀行簿由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監管。  
風險承擔者  
(一) 銀行簿利率風險的承擔者是資產負債帳戶或流動資金管理

處銀行簿的相關業務單位。資產負債委員會和流動資金管理處共

同負責資產負債賬戶的利率風險。風險承擔者應明確風險組合的

交易策略和對銀行簿利率風險的管理。  
(二) 資產負債委員會將對每日中央作業賬戶管理的職責委派給

當地的流動資金管理處或金融市場處。每日持續性管理，包括對

不同業務單位所管理的執行利率和市場利率的收益率曲線風險管

理和對基差風險的監控。  
(三) 除非通過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同意，所有的隱含選擇權

風險應分離而且應全額避險，唯有線性利率風險才能留在資產負

債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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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四).對於非交易產品的隱含選擇權風險（如無法預期的固定利率

貸款的提前還款和存款的提前贖回），通過對客戶提前終止合同

的行為進行罰款來減少風險。當未對非交易產品的隱含選擇權風

險設立限額時，當地的資產負債委員會將決定對客戶提前終止合

同進行罰款是否足夠能抵抗風險。  
風險監察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負責監控所有市場風險，包括銀行簿利

率風險。  

3.銀行簿利率風險報告/
衡量系統的範圍、特

點與頻率 

銀行簿利率風險種類包含:  
重定價風險： 是由於銀行資產負債和表外部位不同的到期日（固

定利率）和不同的定價日（浮動利率） 所導致  
收益率曲線風險：產生於收益率曲線的斜率和形狀發生變化； 
利率基差風險： 產生於不同產品之間利率重新定價的變動不完全

同步，而導致相似定價期間的收入和支出不同；  
隱含選擇權風險: 其來源於隱藏在銀行資產負債項目或表外的資

產組合內的選擇權，包括借款人可隨時提前還款和存款人可隨時

取款的權力。  
風險衡量與方法  
風險衡量 – 盈餘波動性  
A. 資產負債委員會是負責盈餘波動預測風險的委員會  
B.盈餘波動的預測方法與銀行簿會計上採應計基礎制方式一致，

在這種方式下，風險計量來自於：由於利率的改變而導致淨利息

收入敏感度的變化。淨利息收入的假設模型可用超過一年範圍，

通過預先設定的假設情況（即：重新定價、收益率曲線、基差和

提前還款/提領的風險），來預測收入的波動性。  
C. 淨利息收入假設情景與巴塞爾II對銀行賬戶利率風險管理的

要求一致。  
D. 經星展台灣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的核准後，利率管理和監

控還可包括其他的利率假設情景。  
風險衡量 – 價格波動性  
A.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負責對價格波動進行風險計量預測

B. 價格波動計量是為了預測由於利率的變化，對現存的投資組合

公平價值的影響  
C. PV01 是對價格波動的風險計量工具，它能定量分析利率變化

1個基點的利率缺口敏感程度。PV01可用作對以下風險類型的風

險矩陣計量:  
c.1 重定價風險： 用累加的PV01作為收益率平行移動的計量方

式；  
c.2收益率曲線風險： 當收益率非平行移動時，不同期限的PV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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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數值可作為收益率曲線風險的計量方法

c.3基差風險： 當產品的規定利率和市場利率的基差發生變化

時，可用PV01計量。  
D. 此外，風險值也用來衡量資產負債賬戶的利率風險和內部風險

資本的評估依據。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負責監控所有市場風險，包括銀行簿利

率風險；為了更好地監管銀行資產負債賬戶，資產負債委員會負

責監管銀行簿的利率風險同時對資產負債賬戶的淨利息收入進行

管理，這樣整合管理更能使高階主管及董事會了解銀行簿利率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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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風險部門管理的 “新商品核決流程 ( NPA )” 是用來確保新商

品在承做前及承做後的利率風險都有被正確了解及計算。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建立了尾部風險值 (VaR)和利率PV01
限額對銀行簿的利率風險價格波動進行監控。此外建立對收入波

動性預測的淨利息收入限額，該限額通過淨利息收入模擬情境以

妥適反應銀行之整體風險胃納。  
本行針對已確認之各類暴險狀況設計相關控制機制及改善計畫。

當超限發生而向限額核准者提出增加限額或對限額進行審核時，

銀行簿管理者應負責提供以下資訊，風險管理處應予文件化。 
- 增加限額的原因  
- 市場變化趨勢和部位對損益的影響  
- 對限額超限的矯正行為，如：反向平倉、避險或維持現有部位

- 如有可能，列明以上矯正措施的實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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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二】 

流動性風險管理制度 

104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流動性風險管理策略與流

程 

流動性風險是目前和預期無法為到期合約或債務找到適

度成本的資金所引發的風險。流動性管理的目標是為了確

保銀行保持反向抵銷能力去因應可能的現金流短缺及維

持融資渠道的多樣化。同時建立完備之流動性危機處理計

畫，以訂定在危機中流動性短缺時之因應策略，定期測試

其有效性及作業上之可行性。 
 
為了支持強大的流動性風險管理系統，本行內建置了一個

綜合健全的流動風險政策， 除了包括對風險的識別、計

量、報告、控制和監管外，還包含為了保證流動性風險管

理完整性的內部控制及標準。 

2.流動性風險管理組織與架

構 

在星展(台灣) 流動性風險管理體系中，星展(台灣) 市場暨

流動性風險管理部負責獨立監督及控管流動性風險。相關

風險控管報告由風險管理處製作。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

部的最高主管直接向台灣區總經理及風控長報告，風控長

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設風險控管計量曝險額，並授權市場暨流動性風險

管理委員會設置風險控管限額和觸發機制。 
 
風險容忍監控結構、限額和最低要求、流動性風險控管限

額和觸發機制，至少應每年重審一次，在必要情況下可以

更頻繁（例如，市場情況或現金流概況發生重大改變）。

不論已對限額/觸發機制/要求以及超限之事後核准等權限

設定，所有超限都至少要在下次每月舉辦的會議時，彙報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委員會，並呈請董事會追認。超限

摘要須包括事件種類、被授權單位之批准及後續採取行動。

3.流動性風險報告與衡量系

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行採用以下方式對流動性風險進行計量： 
一. 風險容忍度 
最大累計現金流出量方法是銀行管理流動風險的首要工

具。它代表銀行未來各種情境下發生現金流短缺時，在生

存期間內的籌資能力。             
二. 風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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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主要流動性指標和資產負債表分析補充了最大累計現金流

出量，可更理解資產負債表結構並為提供更好的決策。三. 
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 
另依「銀行流動性風險管理自律規範」等相關規定，本行

訂有「流動性風險管理準則」及「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

以確保留流動性風險管理符合相關法令之標準。 
本行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包含緊急應變計畫之策略及因

應措施，本行金融市場處負責協調整個流動性緊急應變計

畫的過程，並每年或當有必要時檢討該計劃。在常態營運

的情況下，各單位需各自將相關的預警訊號指派給負責的

人員，建立和定期審查各自的流動性應變工作計劃，以確

保在一個潛在的或實際的流動性危機發生時，能提供有效

和即時的支援。若有預警訊號出現，按情節程度通報流動

性應變小組，金融市場處工作小組或危機管理委員會主

席，進行更進一步的評估。若危機管理委員會主席認定須

召開危機管理委員會， 所有的危機管理委員會成員將協

助主席在會議中（a）評估危機的性質和嚴重程度，包括

提供即時更新的市場消息，客戶及對手的行為和反應（b）
評估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因應措施的有效性，易執行性和

時效性（c）執行危機管理委員會的決定。 

4.流動性風險避險或風險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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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行計量反向平衡能力的適足率,以降低在每一個情境下

的流動性曝險額。其中 
 
1. 反向平衡能力: 指任何現金短缺的籌資能力，資金來

源包括可用的未擔保借款、可用的流動性資產和承諾借

款、預留性流動性資產組合 (PLP)、在壓力情境下可用的

其他資產。 
2. 預留性之流動性資產組合 (PLP)最低要求（預留性之

流動性資產組合要求）: 為在無計畫性成長情境下，最大

累計現金流出量壓力情境而準備之流動性資產的最低數

量。 
為便於在潛在或實際危機情境下，有效地將流動性資產轉

變成實質貨幣，在流動性風險危機處理計畫原則下，危機

管理小組織主席(或其代理人)可以核准將流動性資產出售

或以承作附買回交易方式，處置由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

會所批核之預留性流動性資產組合(P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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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三】 

流動性覆蓋比率揭露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9 月 30 日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高品質流動性資產 

1 高品質流動性資產總

額 
99,916,032 99,651,561 102,024,127 101,673,125 

現金流出 

2 
零售存款與小型企業

存款 
103,323,148 6,895,252 103,109,903 6,870,538 

3   穩定存款 49,564,527 1,519,390 49,613,789 1,520,927 

4   較不穩定存款 53,758,621 5,375,862 53,496,114 5,349,611 

5 無擔保批發性資金 141,911,187 80,059,009 173,958,665 109,570,152 

6 
  營運存款及於機構

網路中合作銀行之

存款 

0 0 0 0 

7   非營運存款 102,704,781 40,852,604 106,944,903 42,556,390 

8 
  其他無擔保批發性

資金 
39,206,405 39,206,405 67,013,762 67,013,762 

9 擔保融資交易 0 0 0 0 

10 其他要求 51,314,086 15,856,141 50,556,728 13,031,841 

11 
  衍生性商品交易現

金流出 
13,521,090 13,521,090 11,287,859 11,287,859 

12 

  資產基礎商業本

票、結構型投資工

具、資產擔保證券

或特殊目的機構等

類似融資工具之資

金流出 

0 0 0 0 

13 
  經承諾信用融資額

度及流動性融資額

度未動用餘額 

14,482,990 1,526,666 12,504,119 1,007,180 

14   其他約定現金流出 256,558 256,558 92,445 92,445 

15   其他或有融資負債 23,053,449 551,827 26,672,305 644,357 

16 現金流出總額 296,548,421 102,810,403 327,625,295 129,47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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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4 年 12 月 31 日 104 年 9 月 30 日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現金流入 

17 擔保借出交易 0 0 0 0 

18 履約暴險之現金流入 33,383,652 25,771,246 50,945,935 37,871,164 

19 其他現金流入 848,128 848,128 2,927,061 2,927,061 

20 現金流入總額 34,231,781 26,619,375 53,872,996 40,798,225 
流動性覆蓋比率  調整後金額  調整後金額 

21 
合格高品質流動性資

產總額 3 
 99,651,561  101,673,125 

22 淨現金流出總計 3  76,191,028  88,674,307 

23 流動性覆蓋比率(%)  131  115 
註 1：未加權之現金流出與流入金額，係以帳上餘額計算為原則。 
註 2：加權後高品質流動性資產金額，係指須適用相關折扣比率後之金額(未經第二層 B

級與第二層資產上限調整之金額)；加權後現金流出與流入金額係適用相關流失與

流入係數後之金額。 
註 3：調整後合格高品質流動性資產總額，係適用折扣比率及第二層 B 級與第二層資產

上限調整後之金額；調整後淨現金流出總計，係適用相關流失與流入係數及現金

流入上限調整後之金額。 
 

 

填表說明： 

1.請填列申報當季底及前一季底資料。 

2.黑影欄位不須填報。 

3.流動性覆蓋比率揭露表可與流動性覆蓋比率計算表（單一申報窗口之報表編號AI260）

相互勾稽，其對應項目整理如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