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式一~一）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2012年09月30日 2011年09月30日 2012年09月30日 2011年09月30日

代碼 會計科目 金額 金額 代碼 會計科目 金額 金額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2,010,993 (不適用) (不適用) 21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38,600,641 (不適用) (不適用)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6,694,288 (不適用) (不適用) 21500 央行及同業融資 0 (不適用) (不適用)

12000 公帄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0,610,508 (不適用) (不適用) 22000 公帄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3,819,229 (不適用) (不適用)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0 (不適用) (不適用)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0 (不適用) (不適用)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4,325,729 (不適用) (不適用) 23000 應付款項 3,953,046 (不適用) (不適用)

13300 待出售資產 0 (不適用) (不適用) 233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0 (不適用) (不適用)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176,624,493 (不適用) (不適用) 23500 存款及匯款 175,591,411 (不適用) (不適用)

14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45,736,442 (不適用) (不適用) 24000 應付金融債券 0 (不適用) (不適用)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 0 (不適用) (不適用) 24500 特別股負債 0 (不適用) (不適用)

15000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淨額 0 (不適用) (不適用) 25000 應計退休金負債 29,479 (不適用) (不適用)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47,836 (不適用) (不適用)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2,925,181 (不適用) (不適用)

18500 固定資產-淨額 1,950,613 (不適用) (不適用) 29500 其他負債 729,651 (不適用) (不適用)

19000 無形資產-淨額 125,302 (不適用) (不適用) 　負債合計 225,648,638 (不適用) (不適用)

19500 其他資產-淨額 458,464 (不適用) (不適用)

31000 股本 22,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31001 普通股 22,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31003 特別股 0 (不適用) (不適用)

31500 資本公積 0 (不適用) (不適用)

32000 保留盈餘 911,743 (不適用) (不適用)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0 (不適用) (不適用)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0 (不適用) (不適用)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911,743 (不適用) (不適用)

32500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24,287 (不適用) (不適用)

  未實現重估增值 0 (不適用) (不適用)

32521   累積換算調整數 0 (不適用) (不適用)

32523   金融商品之未實現損益 48,568 (不適用) (不適用)

資產總計 248,584,668 (不適用) (不適用)   庫藏股票 0 (不適用) (不適用)

32544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24,281 (不適用) (不適用)

3255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0 (不適用) (不適用)

       　股東權益合計 22,936,030 (不適用) (不適用)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248,584,668 (不適用) (不適用)

註：一、應另行揭露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包括（一）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及（二）各款保證款項。

二、信託投資公司之「存款及匯款」適用「信託資金」科目。

代碼 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 2012年09月30日 2011年09月30日

81001 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 79,562,788          (不適用)

各款保證款項：

1100 金融機構借款保證 448,628 (不適用)

1200 供應商分期償付價款保證 0 (不適用)

1300 關稅記帳保證 0 (不適用)

1400 貨物稅記帳保證 3,500 (不適用)

1500 商業本票保證 1,242,000 (不適用)  

1600 開發信用狀保證 0 (不適用)

1700 押匯保證 0 (不適用)

1800 押標金保證金 129,683 (不適用)

1900 工程履約保證 2,942,649 (不適用)

1950 一般履約保證 343,341 (不適用)

2000 發行公司債保證 921,011 (不適用)

2100 工程預付款保證 9,809,276 (不適用)

9000 其他保證 1,499,963 (不適用)

資產負債表 
2012年9月 30日及 2011年 9月 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變動百分比

（%）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變動百分比

（%）



1000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活期性存款                                                              37,651,786 (不適用)

活期性存款比率 21.44% (不適用)

定期性存款                                                            137,939,625 (不適用)

定期性存款比率 78.56% (不適用)

外匯存款                                                              34,220,496 (不適用)

外匯存款比率 19.49% (不適用)

四、本表信託投資公司不適用。

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格式一~二）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

額；外匯存款比率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格式一~三）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中小企業放款                                               22,749,665 (不適用)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12.66% (不適用)

消費者貸款                                               53,936,133 (不適用)

消費者貸款比率 30.02% (不適用)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

　　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1000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41000 利息收入 3,552,055 (不適用) (不適用)

51000 減：利息費用 (1,538,741) (不適用) (不適用)

利息淨收益 2,013,314 (不適用) (不適用)

利息以外淨收益

手續費淨收益 670,131 (不適用) (不適用)

42500 公帄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31,267 (不適用) (不適用)

4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11,585 (不適用) (不適用)

4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0 (不適用) (不適用)

44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0 (不適用) (不適用)

兌換損益 178,565 (不適用) (不適用)

4500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0 (不適用) (不適用)

其他非利息淨損益 692,620 (不適用) (不適用)

淨收益 3,997,482 (不適用) (不適用)

51500 放款呆帳費用 (106,517) (不適用) (不適用)

營業費用 (2,803,614) (不適用) (不適用)

58500 用人費用 (1,723,286) (不適用) (不適用)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178,550) (不適用) (不適用)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901,778) (不適用) (不適用)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1,087,351 (不適用) (不適用)

61003 所得稅（費用）利益 (64,188) (不適用) (不適用)

61005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1,023,163 (不適用) (不適用)

停業單位損益

　停業前營業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處分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之淨額）

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前淨利（淨額）

非常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後之淨額)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減除所得稅費用$× × ×後之淨

額）

本期淨利（淨損） 1,023,163 (不適用) (不適用)

普通股每股盈餘： 0.47 (不適用) (不適用)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淨利（淨損）

　非常損益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淨利（淨損） 1,023,163 (不適用) (不適用)

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格式二）

損　　益　　表
2012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及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代碼 項 目
本期 上期 變動百分比

（%）

單位：新臺幣千元(除每股盈餘單位為新台幣元)



（格式四）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逾期放款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逾期放款金

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589,817       33,859,351 1.74%                   652,205 110.5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47,988       86,859,359 0.40%                 1,774,667 509.9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98,066       36,815,346 0.27%                   320,496 326.8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163            420,155 0.28%                       4,771 410.2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80,804         1,483,022 5.45%                   131,202 162.37%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擔保                  9,683       20,212,489 0.05%                   177,260 1830.6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無擔保                        -                     - 0.00%                             -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127,521     179,649,722 0.63%                 3,060,601 271.4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逾期帳款金額

應收帳款餘

額

逾期帳款比

率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逾期帳款金

額

應收帳款餘

額

逾期帳款比

率

備抵呆帳金

額

備抵呆帳覆

蓋率
                      63              46,422 0.14%                            69 109.5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2,619,926 0.00%                     22,269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九、應補充揭露下列事項：（一）各期「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約履行而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以及（二）各期「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約履行而免列報逾期應收

帳款」總餘額。

三、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放金額；信用卡應收帳款備抵呆帳覆蓋率=信用卡應收帳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期帳款金額。

四、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所購(所有)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以取得資金者。

五、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94年12月19日金管銀（四）字第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六、消費金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現金卡」、「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費金融貸款，不含信用卡。

七、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業務依94年7月19日金管銀(五)字第094000494號函規定，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不理賠之日起三個月內，列報逾期放款。

八、應補充揭露下列事項：（一）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以及（二）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二、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信用卡逾期帳款比率=逾期帳款÷應收帳款餘額。

企業

金融

擔保

無擔保

消費

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

其他

放款業務合計

信用卡業務

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

註：一、逾期放款係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

        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信用卡逾期帳款係依94年7月6日金管銀（四）字第0944000378號函所規定之逾期帳款金額。

業務別＼項目

資產品質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月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年度

排名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行業別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例(%)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

行業別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例(%)

1 A集團 石油製品製造業 22,972,504 100.1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 B集團 電腦製造業 9,833,574 42.87%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 C公司 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 4,409,426 19.2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4 D集團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4,267,769 18.6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 E集團 電腦製造業 3,539,901 15.4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6 F集團 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3,183,221 13.8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7 G集團 其他電腦週邊製造業 2,928,700 12.77%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8 H集團 有線及其他付費節目播送業 2,808,330 12.2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9 I集團 鞋類製造業 2,276,541 9.9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0 J集團 綜合商品零售業 2,180,571 9.51%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二、集團企業係指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六條之定義者。

三、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進口押匯、出口押匯、貼現、透支、短放、短擔、應收證券融資、中放、中擔、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應收承

四、授信總餘額占本期淨值比例，本國銀行應以總行淨值計算；外銀在台分行應以分行淨值計算。

（格式五~一）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註：一、依對授信戶之授信總餘額排序，請列出非屬政府或國營事業之前十大企業授信戶名稱，若該授信戶係屬集團企業者，應將該集團企業之授信金額予以歸戶後加總列示，並以「代



（格式五~三）

(一)   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金額 累計減損金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帄價值衡量者其公帄價

值產生之來源

上市櫃公司

非上市櫃公司 15503 46,881 0 0 46,881  以成本衡量

政府債券 12001 & 14001 52,953,067 67,452 0 53,020,519 採用公帄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金融債券

公司債 12001 & 14001 58,574 -58,574 0 0 採用公帄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其他債務商品

證券化商品

結構型商品

其他金融商品

名目本金餘額 帳列餘額
採公帄價值衡量者其公帄價

值產生之來源

47,170,741 47,158,489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458,188,189 457,738,444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0 0

2,554,837 2,554,837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0

0

29.2870

二、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帄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0

商品有關契約
82051, 82097, 92097, 82067, 92067,

82061, & 92061
12,067

信用有關契約

註：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其他有關契約

利率有關契約
82041, 92041, 92065, 82061, 92061,

82063,& 92063
11,226

匯率有關契約
82051, 82097, 92097, 82067, 92067,

82061, & 92061
637,239

債券

其他

七、公帄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

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項目 帳列之會計科目 本期評價損益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三、公帄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或

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1年9月30日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融商品名稱

股票

中華民國101年9月30日

註：   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五、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六、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帄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格式五~三）

(二)   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帳列之會計科目 原始投資成本 評價調整金額 累計減損金額 帳列餘額 衡量方法
採公帄價值衡量者其公

帄價值產生之來源

於集中或店頭

市場交易者

非於集中或店

頭市場交易者

政府債券

公司債

其他債務商品

證券化商品

結構型商品

其他金融商品

名目本金餘額 帳列餘額
採公帄價值衡量者其公

帄價值產生之來源

三、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帄價值評價產生之評價損益。

信用有關契約

註：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單筆衍生性商品交易帳列餘額折合新臺幣達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其他有關契約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商品有關契約

利率有關契約
匯率有關契約

債券

其他

八、公帄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

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中華民國101年9月30日

項目 帳列之會計科目 本期評價損益

單位：新臺幣千元

四、公帄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或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

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1年9月30日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融商品名稱

股票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註：   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臺幣達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的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五、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

六、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七、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帄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格式五~四）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項目/年月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 0 (不適用)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註：請揭露本期及去年同期之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



（格式五~五）

案由及金額

（請簡要述明案情，若有涉及人名或公司  者，請以○○君或○○公司表示）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者 無

最近一年經主管機關依銀行法第61條之1規定處分事項 無

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案件或未切實依「金融機

構安全維護注意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故，其年度個別

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特殊記載事項
2012年9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稅前 0.46% (不適用)

稅後 0.43% (不適用)

稅前 4.86% (不適用)

稅後 4.57% (不適用)

25.60% (不適用)

註：一、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帄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帄均淨值。

三、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四、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格式六~一）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獲利能力
單位：%

資產報酬率

淨值報酬率

純益率



帄均值 帄均利率 帄均值 帄均利率
孳息資產         228,026,835 2.07%  (不適用) (不適用)

存放央行             5,790,496 0.57%  (不適用) (不適用)

存放銀行同業             1,377,350 0.20%  (不適用) (不適用)

拆放聯行                          -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拆放銀行同業             8,137,648 2.60%  (不適用) (不適用)

公帄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490,848 0.79%  (不適用) (不適用)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1,084,439 0.90%  (不適用) (不適用)

買入匯款                  48,672 1.03%  (不適用) (不適用)

貼現及放款         166,097,382 2.44%  (不適用) (不適用)

付息負債         206,252,443 0.99%  (不適用) (不適用)

透支央行                          -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透支銀行同業             1,522,751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聯行拆放                          -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銀行同業存款                745,885 1.34%  (不適用) (不適用)

銀行同業拆放           40,184,977 0.60%  (不適用) (不適用)

活期性存款           33,379,389 0.44%  (不適用) (不適用)

定期性存款         128,486,746 1.26%  (不適用) (不適用)

可轉讓定期存單                  14,816 0.30%  (不適用) (不適用)

結構型商品             1,917,879 1.78%  (不適用) (不適用)

金融債券                          - 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註：一、帄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帄均值計算。

（格式六~二）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261,350,632 57,675,887 39,063,471 17,922,054 28,788,128 117,901,092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286,023,250 45,207,831 73,292,146 68,936,142 56,876,667 41,710,464

期距缺口 -24,672,618 12,468,056 -34,228,675 -51,014,088 -28,088,539 76,190,628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1年 超過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6,704,295 1,965,188 2,077,529 1,432,915 809,954 418,709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8,474,159 2,870,891 2,389,391 785,038 1,572,527 856,312

期距缺口 -1,769,864 -905,703 -311,862 647,877 -762,573 -437,603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101年9月30日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行、國內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除非另有說明，請依帳面
        金額填報，未列帳部分不須填報（如計畫發行可轉讓定存單、債券或股票等）。

註：本表僅含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單位：美金千元 

（格式七）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101年9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二、如海外資產占全行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露資訊。



（格式八~一） 1000

項目 1至90天（含） 91至180天（含） 181天至1年（含） 超過1年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38,355,923 15,719,139 23,280,096 113,440,052 190,795,210

1.存、拆放銀行同業 3,389,563 768,755 1,180,423 422,431 5,761,172

2.買入債票券 22,384,322 9,511,479 19,341,044 1,830,554 53,067,399

3.放款 12,582,038 5,438,905 2,758,629 111,187,067 131,966,639

利率敏感性負債 54,961,663 28,449,464 43,700,522 15,545,892 142,657,541

1.拆借銀行同業 823,568 178,223 284,835 0 1,286,626

2.存款 54,138,095 28,271,241 43,415,687 15,545,892 141,370,915

3.借入款 0 0 0 0 0

利率敏感性缺口 -16,605,740 -12,730,325 -20,420,426 97,894,160 48,137,669

22,458,635

133.74%

214.34%

項目 1至90天（含） 91至180天（含） 181天至1年（含） 超過1年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680,677 113,752 82,246 345,521 1,222,196

1.存、拆放銀行同業 10,796 0 0 0 10,796

2.買入債票券 0 0 0 0 0

3.放款 669,881 113,752 82,246 345,521 1,211,400

利率敏感性負債 1,406,207 203,951 258,151 47,217 1,915,526

1.拆借銀行同業 898,783 0 170,000 0 1,068,783

2.存款 507,424 203,951 88,151 47,217 846,743

3.借入款 0 0 0 0 0

利率敏感性缺口 -725,530 -90,199 -175,905 298,304 -693,330

16,301

63.80%

-4,253.30%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2012年9月30日

淨值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註：一、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二、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二、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2012年9月30日

淨值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海外分支機構合計美金之金額，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單位：美金千元，％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格式八~二）

幣別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幣別 原幣 折合新臺幣
 USD                            10,764                          315,24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CAD                              7,614                          227,79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AUD                              7,401                          226,699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GBP                              3,261                          155,10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JPY                          332,867                          125,676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三、本表信託投資公司不適用。

註：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金額較高之前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

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2年9月30日 2011年9月30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格式九）          

2012年9月30日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銀行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二）銀行掌握實際控制銀行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

      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銀行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情形

一、 本行目前為單一股東(即新加坡商星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公司。

（一）股東之建議及問題均由董事會審慮，本行董事長、總經理

及經營管理委員會均審慎處理並確實回覆股東所提之建議及問

題。

（二）本行均能實際掌握公司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

名單。

（三）本行與關係企業已建立適當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一) 本行已於今年七月補辦公開發行公司完成並由本公司之單一

股東指派兩位獨立董事。

(二) 本行董事會將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情形。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行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一) 本行目前設置兩位監察人，定期列席董事會監督其運作情形

且適時陳述意見。

(二) 本行員工均得以電話、電子郵件、書面文件與監察人直接溝

通。如有需要，亦得面對面或以視訊方式和監察人溝通。

四、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人力資源處每半年列印利害關係人表，交由利害關係人確認後，

於資訊系統維護該利害關係人檔。利害關係人有職務異動時，亦

與其溝通並作檔案更新。

五、資訊公開

（一）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本行公司治理資訊

      之情形

（二）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

      定專人負責銀行資訊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

      度、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一)本公司設有中、英文網站，定期揭露財務相關資訊及銀行治

理資訊，包含法定公開揭露事項、本公司公告、服務據點、產品/

服務介紹、新聞稿及最新優惠/活動促銷訊息等，並有專人負責定

期更新。

(二)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揭露，應由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處

理；必要時，得由本公司負責人直接負責處理。本公司發言人及

代理發言人之發言內容應以本公司授權之範圍為限，且除本公司

負責人、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外，其他人員，非經授權不得對外

揭露內部重大資訊。

(三)本公司官網: www.dbs.com.tw

六、銀行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行目前未設置提名或薪酬等功能委員會。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公司）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七、請敘明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及原因：

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除無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外，餘均與「銀行業公司治理運作守則」相符。

八、請敘明本行對社會責任（如人權、員工權益、環保、社區參與、供應商關係、監督及利害關係權利等）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自民國101年起，本公司將深耕社會責任，改變既有公益活動只能給魚的概念，而是提供釣竿，以扶持「社會企業」降低社會成本，擴展正向的公益產業，協助其自給自足並有獲利能力，營利亦可投

入原發展之公益目標中，永續發展。「社會企業」定義:1)以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為最大使命的營利機構；2)與一般的財團法人/基金會最大的差異在於：社會企業具營收能力，可自給自足，甚至有

盈餘;3)盈餘是用來投資社會企業本身，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並非為出資人或經營謀最大利益

九、其他有助於瞭解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消費者保護或客戶政策之執行

情形、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銀行（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1. 董事及監察人均定期依據相關法規之要求持續進修與專業知識及公司治理相關之經營管理課程，並不定期得到最新法規變動之報告與分析。

2. 針對本季董事會，董事及監察人全數親自出席及列席，出席率100%；

3. 本行的組織架構，係於風險管理處下分設市場暨流動性風險及作業風險兩個部門。市場暨流動性風險及作業風險各設有獨立之委員會，分別由各獨立委員會統籌及監督。市場暨流動性風險、作業

風險委員會預定每月開會一次，並且將視實際情況，增加開會頻率。此外，前揭委員會亦將定期向董事會會報。

作業風險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1)監督及檢討作業風險管理架構、政策、程序、方法和基礎設施的成效；(2)審查重大作業風險問題，並於必要時向台灣管理委員會和(或)其他有關委員會報告；及(3)

對於重大作業風險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並監督問題的解決等。委員會將由總經理和各業務單位及支援單位的部門主管或其代表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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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市場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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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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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在於透過最大累計現金流出量方法和風險控管計量(包含主要的流動性比率和資產負債表分析)，對流動性曝險額保持自動抵銷能力，並滿足流動性風險管理所要遵守的主管機關

標準。市場暨流動性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核最大累計現金流出量方法中流動性曝險額、自動抵銷能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假設，並負責按照流動性政策和執行指引的要求管理風險控管計量。

4. 針對最新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要求 ，消費金融部已就相關政策/作業手冊，和與客戶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作出加強修訂，並透過内部教育訓練和內控制度如業務單位之自行查核和

品管單位之定期抽查以確保政策貫徹執行。

5. 本行董事對於有利害關係議案皆充分揭露並迴避，並未參與表決；

6. 本行每年均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董監責任保險。

十、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敘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

無。

註：一、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之「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參考範例」之規定。

    二、應敘明風險管理政策、風險衡量標準及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公司治理執行情形。

    三、所稱公司治理自評報告，係指依據公司治理自評項目，由公司自行評估並說明，各自評項目中目前公司運作及執行情形之報告。

    四、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