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新加商星展銀行台北分行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負債及股東權益

代碼 會計科目 金額 % 金額 % 代碼 會計科目 金額 %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77        0.00                        80        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26,735,200      41.80          30,802,611      24.78

  應付款項                   221,667        0.35              346,263        0.28

存放央行及銀行同業              39,040,110      61.03           42,016,761      33.80 存款及匯款                3,292,297        5.15            2,378,037        1.91

信託資金(信託投資公司適用)

買入票券及證券－淨額                   350,000        0.55             3,518,400        2.83 央行及同業融資                           -           -                       -           -

應付金融債券

買匯貼現及放款－淨額              11,426,176      17.87             5,466,394        4.41 應計退休金負債

其他負債              32,765,295      51.22          90,048,382      72.43

基金及長期投資                            -           -                        -           -     負債合計              63,014,459      98.51        123,575,293      99.40

  股    本

固定資產淨額                       9,801        0.02                 15,778        0.01     普通股

    特別股

其他資產              13,140,102      20.54           73,307,649      58.96 資本公積                   150,000        0.23              150,000        0.12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補虧損)                   801,807        1.25              599,769        0.48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價損失

    累積換算調整數

    庫藏股票

股東權益合計                   951,807        1.49              749,769        0.60

資  產  總  計             63,966,266         100        124,325,062         100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63,966,266         100       124,325,062         100

民國   94  年  3  月  31   日及 93  年  3  月  31   日

93年3月31日94年3月31日94年3月31日 93年3月31日



單位：﹪

94年3月31日 93年3月31日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303.99 100.96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4663.86 111.35

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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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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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年內新台幣利率敏感性

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三、利率敏感性缺口 = 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

感性負債。

利率敏感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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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計 0至30天 31天至90天 91天至180天 181天至一年 一年以上

資產               73,131,000               49,930,000           19,316,000            2,946,000              800,000             139,000

負債               22,603,000               12,775,000             8,112,000            1,022,000                       -             694,000

缺口               50,528,000               37,155,000           11,204,000            1,924,000              800,000            (555,000)

累積缺口               50,528,000               37,155,000           48,359,000          50,283,000          51,083,000         50,528,000

註：

一、本表僅含國內分支機構新台幣

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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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流動性
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平均值 平均利率 平均值 平均利率

孳息資產 51,070,000         0.39 63,607,000         0.35

付息負債 48,987,000         0.48 54,671,000         0.49

註：

一、  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

值計算。

二、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

別分項予以揭露 。

  94年度   93年度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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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94年度   93年度

資產報酬率 0.08 0.07

淨值報酬率 7.48 11.40

純益率 18.09 21.42

註：

一、   資產報酬率＝稅前損益÷平均資產。

二、   淨值報酬率＝稅前損益÷平均淨值。

三、   純益率＝稅前損益÷營業收入。

四、 稅前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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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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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財政部嚴予糾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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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年度個別或合計實

際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他 無

註：

一、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二、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財政部處以罰鍰者，係指經金融局、

證券曁期貨管理委員會及保險司等三單位核處罰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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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製造業 38.37 製造業 28.19

金融與不動

產業 36.43

金融與不動

產業 25.84

服務業 23.17 批發及零售 40.63

註：

一、 授信總額包括買匯、放款及貼現（含進出口押

匯）、應收承兌票款及應收保證款項。

二、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授

信總額。

三、股票質押授信比率＝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

金額÷授信總額。

四、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係銀行法所定義之對利害

關係人授信金額

五、 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中央銀行「放款對象

別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揭露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

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

業、營造業、批發零售餐飲業、運輸倉儲通信業、金

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社會個人服務業及其他占總放

款比率。

（二）放款、催收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

本行就放款﹝含逾期放款﹞之結算日餘額，依收回可

能性予以評估，並參酌法令規定酌予提列，對於逾期

未能收回之款項經催收無望，且符合本行「逾期放款

摧收款及呆帳處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經提報總

行核准後予以沖銷。

                                       -                                       -

                                       -                                       -

                                       -                                         -

比率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該等行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額

比率之前三者)

行業別 比率 行業別

新加商星展銀行台北分行
管理資訊

94年3月31日 93年3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94年3月31日 93年3月31日

逾期放款                        -                      -

催收款                        -                        -

逾放比率                        -                        -

應予觀察放款               30,000               36,000

應予觀察放款佔總放款比率                        -                        -

帳列放款及催收款損失準備             143,788               95,092

呆帳轉銷金額                      -                      -

註：

一、       逾期放款係依財政部83.2.16臺財融第八三二二九二八三四

號函及財政部86.12.1臺財融第八六六五六五六四號函規定之列報逾

期放款金額。

二、       逾放比率＝逾期放款（含催收款）+B2÷（放款餘額＋催

收款）。

三、應予觀察放款係中長期分期償還放款逾三個月但未滿六個月、

其他放款本金未逾期三個月而利息未按期繳納逾三個月但未滿六個

月、已達列報逾放而准免列報者(包括協議分期償還放款、已獲信

保基金理賠即有足額存單或存款備償放款、九二一震災經合意展延

者、擔保品已拍定待分配款及其他經專案准免列報者)。

四、呆帳轉銷金額 = 當年 1 月 1日起至揭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

銷金額 。

資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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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代碼 項目

小計 合  計 % 小計 合  計 %

營 業 收 益 393,810           100.00 399,146           100.00

  利息收入             198,091 50.30 221,772           55.56

  手續費收入              63,881 16.22 1,871               0.47

  買賣票券利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

  兌換利益              12,844 3.26 -                  

  其他營業收益             118,994 30.22 175,503           43.97

營 業 費 損 322,588           81.91 313,660           78.58

  利息費用             233,332 59.25 268,712           67.32

  收益分配金(信託投資公司適用 )

  手續費費用                1,607 0.41 2,156               0.54

  買賣票券損失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兌換損失              21,827 5.54 6,278               1.57

  各項提存                2,057 0.52 (8,400)              -2.10

  業務及管理費用              33,505 8.51 44,910             11.25

  其他營業費 損              30,260 7.68 4                     0.00

營業利益（損失） 71,222             18.09 85,486             21.42

營業外收益

營業外費 損

營業外收益（損失）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15,109 3.84 7,045               1.77

繼續營業部門稅後淨利（淨損）

停業部門損益

     停業前營業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xx之淨額)

     處分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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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損）

非常損益(減除所得稅費用$xx後之淨額)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減除所得稅費用$xx後之淨額)

本期淨利（淨損） 56,113             14.25 78,441             19.65

普通股每股盈餘：

繼續營業部門淨利（淨損）

停業部門淨利（淨損）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本期淨利（淨損） 56,113             14.25 78,441             19.65

註一：買賣票券及證券、長期投資及兌換損益以淨額表示。

註二：利息收入、利息費用及處分固定資產之利益及損失,不得互抵,應分別列示。

註三：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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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上期

損    益    表
中華民國 94 年及 93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94年3月31日 93年3月31日

中小企業放款 -                                       -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                                       -                                      

消費者貸款 -                                       -                                      

消費者貸款比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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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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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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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94年3月31日 93年3月31日

活期性存款 27,276                                41,727                                                       

活期性存款比率 0.83                                    1.77                                                          

定期性存款 3,186,786                            2,304,868                                                  

定期性存款比率 97.27                                  97.51                                                         

外匯存款 62,277                                17,163                                                       

外匯存款比率 1.90                                    0.73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率 = 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率 = 定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外匯存款比率 = 外匯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不含郵匯局轉存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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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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