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單單單單單單單    ：：：：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會計科目會計科目會計科目會計科目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會計科目會計科目會計科目會計科目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現金及約當現金現金及約當現金現金及約當現金 304,125304,125304,125304,125 0.260.260.260.26 528,784528,784528,784528,784 0.480.480.480.48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3,700,0003,700,0003,700,0003,700,000 3.113.113.113.11 514,350514,350514,350514,350 0.470.470.470.47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3,991,3313,991,3313,991,3313,991,331 3.363.363.363.36 5,822,8215,822,8215,822,8215,822,821 5.315.315.315.31 應付款項應付款項應付款項應付款項 1,858,9061,858,9061,858,9061,858,906 1.561.561.561.56 2,008,1182,008,1182,008,1182,008,118 1.831.831.831.83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産産産産 564,659564,659564,659564,659 0.470.470.470.47 2,221,2102,221,2102,221,2102,221,210 2.032.032.032.03 存款及匯款存款及匯款存款及匯款存款及匯款 60,866,59660,866,59660,866,59660,866,596 51.1651.1651.1651.16 57,534,71857,534,71857,534,71857,534,718 52.5052.5052.5052.5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479,433479,433479,433479,433 0.400.400.400.40 2,332,7032,332,7032,332,7032,332,703 2.132.132.132.1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 - - - 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淨淨淨淨淨淨淨淨 3,554,8163,554,8163,554,8163,554,816 2.992.992.992.99 5,323,0805,323,0805,323,0805,323,080 4.864.864.864.86 央行及同業融資央行及同業融資央行及同業融資央行及同業融資 19,734,00019,734,00019,734,00019,734,000 16.5916.5916.5916.59 32,870,00032,870,00032,870,00032,870,000 29.9929.9929.9929.99

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貼應應應應----淨淨淨淨淨淨淨淨 80,117,06180,117,06180,117,06180,117,061 67.3467.3467.3467.34 66,576,95266,576,95266,576,95266,576,952 60.7560.7560.7560.75 應付金融債券應付金融債券應付金融債券應付金融債券 0.000.000.000.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産産産産 -  -  -  - 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3,460,0003,460,0003,460,0003,460,000 2.912.912.912.91 2,394,5602,394,5602,394,5602,394,560 2.192.192.192.19 特別股負債特別股負債特別股負債特別股負債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 - - - 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應計退休金負債應計退休金負債應計退休金負債應計退休金負債 979979979979 0.000.000.000.00 979979979979 0.000.000.000.00

固定資固定資固定資固定資産産産産-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105,781105,781105,781105,781 0.090.090.090.09 39,62039,62039,62039,620 0.040.040.040.04 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

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無形資產----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21,34421,34421,34421,344 0.020.020.020.02 938938938938 0.000.000.000.00 其他負債其他負債其他負債其他負債 25,989,88325,989,88325,989,88325,989,883 21.8521.8521.8521.85 8,059,4108,059,4108,059,4108,059,410 7.357.357.357.35

其他金融資其他金融資其他金融資其他金融資産産産産-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9,0719,0719,0719,071 0.010.010.010.01   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112,629,797112,629,797112,629,797112,629,797 94.6794.6794.6794.67 103,320,278103,320,278103,320,278103,320,278 94.2894.2894.2894.28

其他資其他資其他資其他資産産産産-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26,847,21626,847,21626,847,21626,847,216 22.5722.5722.5722.57 26,668,59626,668,59626,668,59626,668,596 24.3424.3424.3424.34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普普普普

資本公積資本公積資本公積資本公積 2,100,0002,100,0002,100,0002,100,000 1.771.771.771.77 2,100,0002,100,0002,100,0002,100,000 1.921.921.921.92

    保留盈餘保留盈餘保留盈餘保留盈餘 4,236,5364,236,5364,236,5364,236,536 3.563.563.563.56 4,165,3544,165,3544,165,3544,165,354 3.803.803.803.80

            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4,236,5364,236,5364,236,5364,236,536 3.563.563.563.56 4,165,3544,165,3544,165,3544,165,354 3.803.803.803.80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股東權益其他項目股東權益其他項目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重估增值   重估增值   重估增值   重估增值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累累累累法法法法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

            庫庫庫庫庫庫庫庫普普普普庫庫庫庫

   金融商品之未實現損益   金融商品之未實現損益   金融商品之未實現損益   金融商品之未實現損益
            普普普普股股股股股股股股股股股股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6,336,5366,336,5366,336,5366,336,536 5.335.335.335.33 6,265,3546,265,3546,265,3546,265,354 5.725.725.725.72

資資資資産産産産總負總負總負總負 118,966,333118,966,333118,966,333118,966,333 100.00100.00100.00100.00 109,585,632109,585,632109,585,632109,585,632 100.00100.00100.00100.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18,966,333118,966,333118,966,333118,966,333 100.00100.00100.00100.00 109,585,632109,585,632109,585,632109,585,632 100.00100.00100.00100.00

分行總經理 分行總經理 分行總經理 分行總經理 : : : : 二瓶晴鄉二瓶晴鄉二瓶晴鄉二瓶晴鄉 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 :  :  :  : 莊淳媚莊淳媚莊淳媚莊淳媚 會會會會負負負負主管主管主管主管 : : : : 楊璞楊璞楊璞楊璞

註註註註: : : : 一一一一. . . . 應另行揭露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應另行揭露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應另行揭露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應另行揭露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 : : :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一一一一) ) ) ) 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 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 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 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 NTD NTD NTD NTD 11111111,,,,905905905905,,,,907 907 907 907 千元及 千元及 千元及 千元及 ((((二二二二) ) ) ) 各款保證款項各款保證款項各款保證款項各款保證款項. . . . NTD NTD NTD NTD 43434343,,,,043043043043,,,,422 422 422 422 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二    二    二    二. . . . 信託投資公司之 信託投資公司之 信託投資公司之 信託投資公司之 [[[[存款及匯款存款及匯款存款及匯款存款及匯款] ] ] ] 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 [[[[信託資金信託資金信託資金信託資金] ] ] ]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一一一一) ) ) ) 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資資資資負負負負

資資資資                    產產產產 97979797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日日日日  96  96  96  96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日日日日 97 97 97 97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日日日日 96 96 96 96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日日日日負債及股東權益負債及股東權益負債及股東權益負債及股東權益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7    97    97    97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日日日日    及及及及 96   96   96   96  年年年年  06   06   06   06 月月月月  30    30    30    30  日日日日

    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

   97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96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活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 33,186,237 29,248,706

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比率 54.88% 51.42%

定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 27,278,945 27,635,791

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比率 45.12% 48.58%

外匯存款外匯存款外匯存款外匯存款 24,733,115 25,370,791

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比率 40.90% 44.60%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活期性存應比率活期性存應比率活期性存應比率活期性存應比率 = 活期性存應活期性存應活期性存應活期性存應/ 全行存應總法淨全行存應總法淨全行存應總法淨全行存應總法淨；；；；
   法法法法期期期期性存應比率性存應比率性存應比率性存應比率 = 法期性存應法期性存應法期性存應法期性存應/ 全行存應總法淨全行存應總法淨全行存應總法淨全行存應總法淨；；；；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存存存存應應應應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 外匯存款外匯存款外匯存款外匯存款/ 存款總餘額存款總餘額存款總餘額存款總餘額。。。。

二二二二、、、、活期性存應貼法期性存應含外外存應貼法庫存應活期性存應貼法期性存應含外外存應貼法庫存應活期性存應貼法期性存應含外外存應貼法庫存應活期性存應貼法期性存應含外外存應貼法庫存應。。。。

三三三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

2. 活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

   97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96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中小企業放款中小企業放款中小企業放款中小企業放款 8,753,189 21,433,523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10.87% 32.06%

消費者貸款消費者貸款消費者貸款消費者貸款 0 0

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比率 0.00% 0.00%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中小企業貼應比率中小企業貼應比率中小企業貼應比率中小企業貼應比率 = 中小企業貼應中小企業貼應中小企業貼應中小企業貼應/ 貼應總法淨貼應總法淨貼應總法淨貼應總法淨；；；；
   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消應應應應比比比比率率率率 = 消消消消應消消消消應消消消消應消消消消應/ 貼應總法淨貼應總法淨貼應總法淨貼應總法淨。。。。

二二二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法標準予以界法之企業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法標準予以界法之企業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法標準予以界法之企業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法標準予以界法之企業。。。。

三三三三、、、、消消消消應包括購置住宅消應消消消消應包括購置住宅消應消消消消應包括購置住宅消應消消消消應包括購置住宅消應、、、、房屋修繕消應房屋修繕消應房屋修繕消應房屋修繕消應、、、、購置汽車消應購置汽車消應購置汽車消應購置汽車消應、、、、
   機關團體職工福利消應貼其他個經消消消應機關團體職工福利消應貼其他個經消消消應機關團體職工福利消應貼其他個經消消消應機關團體職工福利消應貼其他個經消消消應( 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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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　：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利息收入 1,044,804 1,424,370 -26.65%

 減利息費用減利息費用減利息費用減利息費用 710,563 1,139,735 -37.66%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淨淨淨淨應應應應股股股股 334,241 284,635 17.43%

  利利利利利利利利以以以以外外外外淨淨淨淨應應應應股股股股 0 212,829 239,457 -11.12%

   手續費淨收益手續費淨收益手續費淨收益手續費淨收益 59,415 30,672  93.71%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21,851 53,032 -58.8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0 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0 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0 0  

   兌換損益兌換損益兌換損益兌換損益 133,218 155,752  -14.47%

   資產減損損失資產減損損失資產減損損失資產減損損失( 迴轉利益迴轉利益迴轉利益迴轉利益) 0 0 0.00%

   其他非利息淨損益其他非利息淨損益其他非利息淨損益其他非利息淨損益 -1,655 1  -165600.00%

淨收益淨收益淨收益淨收益 0 547,070 524,092 4.38%

   放款呆帳費用放款呆帳費用放款呆帳費用放款呆帳費用 0 1,296  1,296 0.00%

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營業費用營業費用 179,550 164,878 8.90%

  用用用用經經經經消消消消用用用用 113,607 101,602 11.82%

  折折折折折折折折貼貼貼貼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消消消消用用用用 4,318 1,610 168.20%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業業業業其其其其貼貼貼貼其其其其經經經經消消消消用用用用 61,625  61,666 -0.07%

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業業業業部部部部繼繼繼繼税税税税前前前前淨淨淨淨利利利利〈〈〈〈淨淨淨淨或或或或〉〉〉〉  366,224  357,918 2.32%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税税税税〈〈〈〈消用消用消用消用〉〉〉〉利股利股利股利股  (86,508)  (76,191) 13.54%

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業業業業部部部部繼繼繼繼税税税税後後後後淨淨淨淨利利利利〈〈〈〈淨淨淨淨或或或或〉〉〉〉  279,716  281,727 -0.71%

停業部門損益停業部門損益停業部門損益停業部門損益  0  -  

   停業前繼業或股停業前繼業或股停業前繼業或股停業前繼業或股〈〈〈〈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税税税税消用消用消用消用xx 之淨之淨之淨之淨   -  

   額額額額〉〉〉〉  0  -  

   處未或股處未或股處未或股處未或股〈〈〈〈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税税税税消用消用消用消用xx 之淨淨之淨淨之淨淨之淨淨〉〉〉〉  -  -  

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列計非常損益及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  -  

   前淨利前淨利前淨利前淨利〈〈〈〈淨淨淨淨淨淨淨淨〉〉〉〉  

非常或股非常或股非常或股非常或股〈〈〈〈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税税税税消用消用消用消用$xxx 後之淨淨後之淨淨後之淨淨後之淨淨〉〉〉〉  -  -  

會負原則變動之累法影響累會負原則變動之累法影響累會負原則變動之累法影響累會負原則變動之累法影響累〈〈〈〈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減除所得税税税税消消消消  0  0
   用用用用$xxx 後之淨額後之淨額後之淨額後之淨額〉〉〉〉  

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  279,716  281,727 -0.71%

 

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毎毎毎毎普法法普法法普法法普法法 ：：：：   -  

   繼續營業部門淨利繼續營業部門淨利繼續營業部門淨利繼續營業部門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  -  -  

   停業部門淨利停業部門淨利停業部門淨利停業部門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  -  -  

   非常損益非常損益非常損益非常損益  -  -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  

 -  -  

   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本期淨利〈〈〈〈淨損淨損淨損淨損〉〉〉〉  279,716  281,727 -0.71%

分行總經理分行總經理分行總經理分行總經理 : 二瓶晴鄉二瓶晴鄉二瓶晴鄉二瓶晴鄉 經理人經理人經理人經理人：：：：莊淳媚莊淳媚莊淳媚莊淳媚 會計主管會計主管會計主管會計主管 : 楊璞楊璞楊璞楊璞

註註註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
(%)

去去去去 年年年年 同同同同  期期期期

( 二二二二) 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

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本本本本        期期期期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97年年年年貼貼貼貼96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日日日  至至至至  6月月月月30 日日日日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

年月年月年月年月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各類逾期放款各類逾期放款各類逾期放款各類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率占放款之比率占放款之比率占放款之比率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各類逾期放款各類逾期放款各類逾期放款各類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率占放款之比率占放款之比率占放款之比率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 0 0.00 0 0

  乙乙乙乙甲甲甲甲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 0 0 0 0

  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總總總總淨淨淨淨 0 0.00 0 0

  帳帳帳帳帳帳帳帳貼貼貼貼應應應應或或或或帳帳帳帳準準準準帳帳帳帳 430,918 - 276,083 -

  呆呆呆呆帳帳帳帳呆呆呆呆折折折折呆呆呆呆淨淨淨淨 0 0 0
0

註註註註:  一一一一、、、、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係係係係依依依依「「「「銀銀銀銀行行行行資資資資產產產產銀銀銀銀銀銀銀銀或或或或帳帳帳帳準準準準帳帳帳帳銀銀銀銀帳帳帳帳貼貼貼貼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銀銀銀銀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呆呆呆呆帳帳帳帳處處處處經經經經銀銀銀銀法法法法」」」」規規規規法法法法

               之之之之帳帳帳帳之之之之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呆呆呆呆淨淨淨淨
   二二二二  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94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9日銀局一字第日銀局一字第日銀局一字第日銀局一字第0941000251 。。。。
       號函之規定填列號函之規定填列號函之規定填列號函之規定填列
      三三三三、、、、甲甲甲甲貼貼貼貼比比比比率率率率 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 貼貼貼貼應應應應法法法法淨淨淨淨。。。。 =  /
                四四四四、、、、呆帳轉銷金額呆帳轉銷金額呆帳轉銷金額呆帳轉銷金額=當年當年當年當年4月月月月1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四月制四月制四月制四月制) 至至至至掲掲掲掲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銷金額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銷金額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銷金額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銷金額。。。。
      五五五五、、、、應應應應或或或或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帳帳帳帳應應應應應應應應
             (一一一一) 各各各各期期期期 [經經經經負負負負其其其其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依依依依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行行行行之之之之經經經經帳帳帳帳之之之之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 總總總總法法法法淨淨淨淨             0
             (二二二二) 各各各各期期期期 [經經經經負負負負其其其其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經依依依依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行行行行之之之之經經經經帳帳帳帳之之之之甲甲甲甲期期期期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帳帳帳帳應應應應] 總總總總法法法法淨淨淨淨     0

( 三三三三) 資資資資産産産産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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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四四) 其其其其經經經經資資資資負負負負

 

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股票質押授信比率股票質押授信比率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 該等該等該等該等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行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行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行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行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

額比率之前三者額比率之前三者額比率之前三者額比率之前三者)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 52.66% 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 55.07%
批發及零售業批發及零售業批發及零售業批發及零售業 16.29% 批發及零售業批發及零售業批發及零售業批發及零售業 13.83%
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 10.71% 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 11.93%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授信總額包括放款授信總額包括放款授信總額包括放款授信總額包括放款、、、、貼現貼現貼現貼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金之應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金之應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金之應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金之應
        應應應應收收收收購購購購帳帳帳帳應應應應。。。。
二二二二、、、、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授信總額授信總額授信總額授信總額。。。。

三三三三、、、、股票質押授信比率股票質押授信比率股票質押授信比率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 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金額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金額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金額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金額/ 授信總額授信總額授信總額授信總額

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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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主管機關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主管機關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主管機關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主管機關「「「「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析表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析表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析表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掲掲掲掲露露露露
   法繼貼中繼負負之農林漁牧業法繼貼中繼負負之農林漁牧業法繼貼中繼負負之農林漁牧業法繼貼中繼負負之農林漁牧業、、、、礦業貼土石採取業礦業貼土石採取業礦業貼土石採取業礦業貼土石採取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水電燃氣業水電燃氣業水電燃氣業、、、、繼造業繼造業繼造業繼造業、、、、
   批發零售餐飲業批發零售餐飲業批發零售餐飲業批發零售餐飲業、、、、運輸倉儲普信業運輸倉儲普信業運輸倉儲普信業運輸倉儲普信業、、、、呆融保險不動呆融保險不動呆融保險不動呆融保險不動産産産産業業業業、、、、工經社會個經服其業貼工經社會個經服其業貼工經社會個經服其業貼工經社會個經服其業貼
   其他占總貼應比率其他占總貼應比率其他占總貼應比率其他占總貼應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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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

1.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授信風險集中情形授信風險集中情形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60,000
0.06%

Nil

66,000
0.05%

Nil



       本本本本未未未未行行行行本本本本信信信信資資資資産産産産之之之之帳帳帳帳備備備備備備備備帳帳帳帳銀銀銀銀帳帳帳帳、、、、係係係係依依依依 銀銀銀銀行行行行資資資資“ 産産産産銀銀銀銀銀銀銀銀或或或或帳帳帳帳準準準準帳帳帳帳銀銀銀銀帳帳帳帳貼貼貼貼甲甲甲甲期期期期貼貼貼貼應應應應
       銀銀銀銀應應應應應應應應呆呆呆呆帳帳帳帳處處處處經經經經銀銀銀銀法法法法 作作作作作作作作銀銀銀銀帳帳帳帳帳帳帳帳備備備備呆呆呆呆帳帳帳帳之之之之依依依依作作作作” 。。。。
       按不低於應帳比率銀帳帳備呆帳按不低於應帳比率銀帳帳備呆帳按不低於應帳比率銀帳帳備呆帳按不低於應帳比率銀帳帳備呆帳 :
        

        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 (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不予提列不予提列不予提列不予提列

        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 ( 應予注意者應予注意者應予注意者應予注意者)    提列百分之二提列百分之二提列百分之二提列百分之二

        第三類第三類第三類第三類 ( 可望收回者可望收回者可望收回者可望收回者)    提列百分之十提列百分之十提列百分之十提列百分之十

        第四類第四類第四類第四類 ( 收回困難者收回困難者收回困難者收回困難者)    提列百分之五十提列百分之五十提列百分之五十提列百分之五十

        第五類第五類第五類第五類 ( 收回無望者收回無望者收回無望者收回無望者)    提列百分之百提列百分之百提列百分之百提列百分之百

       另另另另依新財融第依新財融第依新財融第依新財融第88733196 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低低低低存存存存應應應應準準準準帳帳帳帳率率率率號號號號號號號號應應應應股股股股之之之之號號號號號號號號累累累累淨淨淨淨予予予予以以以以銀銀銀銀帳帳帳帳
       帳備備帳帳備備帳帳備備帳帳備備帳。。。。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案由及金額案由及金額案由及金額案由及金額

〈〈〈〈 請請請請 簡簡簡簡 要要要要 述述述述 明明明明 案案案案 情情情情 ，，，， 若若若若 有有有有 渉渉渉渉 貼貼貼貼 經經經經 名名名名 或或或或 法法法法

司者司者司者司者，，，，請以請以請以請以 O O 君或君或君或君或O  O 公司表示公司表示公司表示公司表示〉〉〉〉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

員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員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員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員因業務上違反法令經

檢察官起訴者檢察官起訴者檢察官起訴者檢察官起訴者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

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

機關嚴予糾正者機關嚴予糾正者機關嚴予糾正者機關嚴予糾正者

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

弊弊弊弊、、、、重大偶發案件或未重大偶發案件或未重大偶發案件或未重大偶發案件或未

切實依切實依切實依切實依「「「「金融機構安全金融機構安全金融機構安全金融機構安全

維護注意要點維護注意要點維護注意要點維護注意要點」」」」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致發生安全事故致發生安全事故致發生安全事故致發生安全事故，，，，其年其年其年其年

度個別或合計損失度個別或合計損失度個別或合計損失度個別或合計損失

逾五千萬元者逾五千萬元者逾五千萬元者逾五千萬元者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無無無無

              2. 放款放款放款放款、、、、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 ：：：：

              3. 特殊記載事項特殊記載事項特殊記載事項特殊記載事項 ：：：：

 

無無無無

註註註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



(五五五五)  獲獲獲獲利利利利獲獲獲獲獲獲獲獲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

 97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7/06/30) 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6/06/30)

資資資資産産産産之之之之報報報報率率率率       稅稅稅稅前前前前 0.30 0.29

                            稅稅稅稅後後後後 0.23 0.23

淨淨淨淨値値値値之之之之報報報報率率率率       稅稅稅稅前前前前 5.97 5.91

                            稅稅稅稅後後後後 4.56 4.66

純益率純益率純益率純益率 51.13 53.76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資資資資産産産産之之之之報報報報率率率率 = 税税税税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 或或或或股股股股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資資資資( ) / 産産産産。。。。

二二二二、、、、淨淨淨淨値値値値之之之之報報報報率率率率 = 税税税税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 或或或或股股股股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淨淨淨淨( ) / 値値値値。。。。

三三三三、、、、純純純純股股股股率率率率 = 税税税税後後後後或或或或股股股股 淨淨淨淨應應應應股股股股。。。。/

四四四四、、、、本本本本行行行行之之之之會會會會負負負負年年年年本本本本係係係係四四四四月月月月本本本本，，，，税税税税前前前前 後後後後 或或或或股股股股係係係係損損損損號號號號年年年年四四四四月月月月累累累累負負負負至至至至損損損損損損損損或或或或股股股股呆呆呆呆淨淨淨淨。。。。( )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値値値値 平均利率平均利率平均利率平均利率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値値値値 平均利率平均利率平均利率平均利率

孳孳孳孳利利利利資資資資産産産産 :     

存放同業存放同業存放同業存放同業( 含拆放及聯行含拆放及聯行含拆放及聯行含拆放及聯行) 31,995,124 2.37 44,217,347 4.76

存放央行存放央行存放央行存放央行 1,544,596 1.14 1,231,303 1.50

買入票券買入票券買入票券買入票券 6,189,356 2.22 6,083,384 2.39

放款放款放款放款、、、、買匯及貼現買匯及貼現買匯及貼現買匯及貼現 77,302,123 2.87 66,080,603 3.06

付息負債付息負債付息負債付息負債 :     

銀行同業存款銀行同業存款銀行同業存款銀行同業存款( 含拆借及聯行含拆借及聯行含拆借及聯行含拆借及聯行) 46,461,934 2.70 53,539,199 5.33

活期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存款活期存款 32,713,796 0.21 29,681,152 0.31

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存款 32,031,186 1.94 28,869,779 2.31

可轉讓定期存單可轉讓定期存單可轉讓定期存單可轉讓定期存單 197,681 0.65 185,857 0.66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值值值值係按孳利資係按孳利資係按孳利資係按孳利資産産産産與付利負負之日平平與付利負負之日平平與付利負負之日平平與付利負負之日平平值值值值負累負累負累負累。。。。

二二二二、、、、孳利資孳利資孳利資孳利資産産産産貼付利負負應按會負科目或性品特未應予以貼付利負負應按會負科目或性品特未應予以貼付利負負應按會負科目或性品特未應予以貼付利負負應按會負科目或性品特未應予以應應應應應應應應。。。。

97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7/06/30) 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6/06/30)

孳息資孳息資孳息資孳息資産産産産與付息負債資訊與付息負債資訊與付息負債資訊與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　：　： 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O 至至至至 30 天天天天 31天天天天 至至至至 90 天天天天 91天天天天 至至至至 180 天天天天 181 天至一年天至一年天至一年天至一年 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一年以上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主要到期資金流入主要到期資金流入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75,114,924 32,100,269 18,339,556 5,485,238 4,229,495 14, 960,366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主要到期資金流出主要到期資金流出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99,815,465 22,464,888 17,201,003 11,192,743 17,325,773 3 1,631,058

期距缺口期距缺口期距缺口期距缺口 -24,700,541 9,635,381 1,138,553 -5,707,505 -13,096,278 - 16,670,692

 
註註註註 ：：：：本本本本負負負負本本本本含含含含總總總總行行行行貼貼貼貼中中中中 内内内内未未未未分分分分機機機機分分分分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部部部部未未未未〈〈〈〈不不不不含含含含外外外外新新新新〉〉〉〉之之之之呆呆呆呆淨淨淨淨。。。。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　：　： 美金仟元美金仟元美金仟元美金仟元

O 至至至至 30 天天天天 31天天天天 至至至至 90 天天天天 91天天天天 至至至至 180 天天天天 181 天至一年天至一年天至一年天至一年 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一年以上一年以上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主要到期資金流入主要到期資金流入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2,347,722 310,424 76,583 249,291 8,244 1,703,180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主要到期資金流出主要到期資金流出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2,472,811 1,003,415 148,762 70,311 109,950 1,140,373

期距缺口期距缺口期距缺口期距缺口 -125,089 -692,991 -72,179 178,980 -101,706 562,807

 
註註註註 ：：：：一一一一 本表係填報總行本表係填報總行本表係填報總行本表係填報總行 國國國國内内内内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 除非另有除非另有除非另有除非另有。。。。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請請請請依依依依帳帳帳帳請請請請呆呆呆呆淨淨淨淨請請請請之之之之 未未未未帳帳帳帳帳帳帳帳部部部部未未未未不不不不未未未未請請請請之之之之未未未未負負負負未未未未發發發發行行行行未未未未呆呆呆呆未未未未法法法法存存存存單單單單負負負負
                   券券券券或或或或普普普普庫庫庫庫券券券券
            二二二二  未未未未如如如如外外外外資資資資產產產產占占占占全全全全行行行行資資資資產產產產總總總總淨淨淨淨如如如如未未未未之之之之如如如如以以以以如如如如消消消消 應應應應另另另另銀銀銀銀應應應應或或或或應應應應性性性性應應應應應應應應資資資資負負負負。。。。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期期期期日日日日期期期期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分分分分未未未未新新新新負負負負

                                       美美美美呆呆呆呆新新新新期期期期日日日日期期期期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分分分分未未未未新新新新負負負負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7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 新台幣千元新台幣千元新台幣千元新台幣千元  %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至至至至90天天天天(含含含含) 91至至至至180天天天天(含含含含) 181天天天天至至至至1年年年年(含含含含)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1年年年年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 39,172,235 2,245,398 3,741,390 13,890,864 59,049,887

利率敏感性負債利率敏感性負債利率敏感性負債利率敏感性負債 22,695,629 3,118,580 6,135,858 7,482,000 39,432,067

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 16,476,606 -873,182 -2,394,468 6,408,864 19,617,820

淨淨淨淨値値値値    6,234,708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與負債比率與負債比率與負債比率與負債比率     149.75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314.65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台幣部分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台幣部分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台幣部分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台幣部分( 不含外幣不含外幣不含外幣不含外幣) 之金額之金額之金額之金額
二二二二、、、、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貼貼貼貼負負負負負負負負係係係係損損損損其其其其應應應應股股股股或或或或及及及及本本本本及及及及利利利利率率率率變變變變動動動動影影影影響響響響之之之之
    生利資生利資生利資生利資産産産産貼付利負負貼付利負負貼付利負負貼付利負負。。。。
三三三三、、、、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與與與與負負負負負負負負比比比比率率率率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 = 産産産産/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 損損損損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與與與與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
四四四四、、、、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 = 産産産産 -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美金千元美金千元美金千元美金千元 %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至至至至90天天天天(含含含含) 91至至至至180天天天天(含含含含) 181天天天天至至至至1年年年年(含含含含) 超超超超超超超超1年年年年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 386,691 249,048 8,236 316,056 960,031

利率敏感性負債利率敏感性負債利率敏感性負債利率敏感性負債 1,090,971 70,272 94,933 208,485 1,464,661

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 -704,280 178,776 -86,697 107,571 -504,630

淨淨淨淨値値値値     3,354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與負債比率與負債比率與負債比率與負債比率     65.55%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5045.62%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負負負負係係係係請請請請之之之之總總總總行行行行貼貼貼貼中中中中本本本本外外外外未未未未分分分分機機機機分分分分 、、、、中中中中國國國國呆呆呆呆融融融融業業業業其其其其未未未未行行行行貼貼貼貼如如如如外外外外未未未未分分分分機機機機分分分分負負負負負負負負美美美美呆呆呆呆之之之之呆呆呆呆

         淨淨淨淨  、、、、不不不不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或或或或有有有有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貼貼貼貼或或或或有有有有負負負負負負負負應應應應目目目目

二二二二、、、、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貼貼貼貼負負負負負負負負係係係係損損損損其其其其應應應應股股股股或或或或及及及及本本本本及及及及利利利利率率率率變變變變動動動動影影影影響響響響之之之之

    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三三三、、、、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與與與與負負負負負負負負比比比比率率率率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 = 産産産産/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 損損損損美美美美呆呆呆呆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産産産産與與與與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

四四四四、、、、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 = 産産産産 -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負負負負負負負負未未未未新新新新負負負負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利利利利率率率率利利利利利利利利性性性性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負負負負負負負負未未未未新新新新負負負負  (美美美美呆呆呆呆)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97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主要外幣淨部位主要外幣淨部位主要外幣淨部位 ( 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市場風險)

1 USD 1 27,576 1 USD 1 43,345

2 EUR 2 3,815 2 HKD 2 11,409

3 GBP 3 3,207 3 AUD 3 7,654

 4 CHF 4 2,350 4 JPY 4 4,455

 5 SGD 5 1,646 5 NZD 5 4,045

註註註註 ：：：：
一一一一、、、、主要外新係折累作同一新特後主要外新係折累作同一新特後主要外新係折累作同一新特後主要外新係折累作同一新特後，，，，部單呆淨較高之前五消部單呆淨較高之前五消部單呆淨較高之前五消部單呆淨較高之前五消。。。。

二二二二、、、、主要外新淨部單係各新特淨部單之主要外新淨部單係各新特淨部單之主要外新淨部單係各新特淨部單之主要外新淨部單係各新特淨部單之絶絶絶絶對對對對值值值值。。。。

 

 

97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96 年年年年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原幣原幣原幣原幣 折合新台幣折合新台幣折合新台幣折合新台幣 原幣原幣原幣原幣 折合新台幣折合新台幣折合新台幣折合新台幣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新台幣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