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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第一季重要財務業務資訊 

※金管銀(一)字第 09800369460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 

     茲依金管銀(一)字第 09800369460號令規定，補充揭露本行財務報告未包含

之下列事項： 

 

ㄧ、資產負債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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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1年 03 月 31 日 100年 03 月 31 日 

活期性存款 231,024,659 207,763,546 

活期性存款比率 52.76 54.36 

定期性存款 206,843,548 174,455,846 

定期性存款比率 47.24 45.64 

外匯存款 45,933,221 35,478,057 

外匯存款比率 10.49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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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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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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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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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仟元，％ 

 101年 03 月 31日 100年 03 月 31日 

中小企業放款 74,108,910 63,569,783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0.53% 20.81% 

消費者貸款 101,235,818 98,260,211 

消費者貸款比率 28.05% 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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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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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資訊 
（一） 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101年 03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融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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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公

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股票 
上市櫃公司 

交易目的 109,431 2,302  111,73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出售 1,052,181 (76,999)  975,18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 405,951      (155) 405,796 成本衡量 ─ 

債券 

政府債券 

交易目的 13,095,251 (25,188)  13,070,06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出售 4,370,036 27,368  4,397,404 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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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 1,800,000 5,568  1,805,568 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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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債 

交易目的 43,205 369  43,57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出售 6,455,834 34,545  6,490,379 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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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交易 20,980 (968)  20,012 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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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其他金融商品-

受益憑證 
交易目的 350,000 966  350,96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

格 

其他金融商品-

商業本票 
交易目的 2,698,741 34  2,698,775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101年 03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名目本金 

餘額 

帳列之 

會計科目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損益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

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利率有關契約 241,078,084 交易目的 52,527 53,549 評價技術 

匯率有關契約 141,973,858 交易目的 (61,179) (236,704) 評價技術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762,291 交易目的 222 (35,729) 評價技術 

商品有關契約        148,830 交易目的         288 495 評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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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101年 03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融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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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公平價值衡量

者其公平價值產

生之來源 

股票 
非於集中或店

頭市場交易者 
以成本衡量 18,518 - - 18,518 成本衡量 ─ 

債券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 147,650 - - 147,650 攤銷後成本 ─ 

其他 
其他金融商品-

受益憑證 
交易目的 35,748    (941)  34,80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

交易價格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101年 03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名目本金 

餘額 

帳列之 

會計科目 
帳列餘額 

本期評價 

損益 

採公平價值衡量者其

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 

利率有關契約 49,132,703 交易目的 (9,519) 18,437 評價技術 

匯率有關契約 73,365,470 交易目的 16,268 88,306 評價技術 

商品有關契約       552,802 交易目的        (288) 552 評價技術 
 

 
（三）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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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新臺幣仟元 

             案由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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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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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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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一)董事、監察人專業知識及獨立性： 

職稱 姓  名 就任日期 學     歷 主要經歷 
是否具備金  
融專業資格 

董事長 顏慶章 99.06.29 

美國密西根大學

法學碩士、國立台

灣大學政治研究

所碩士、國立台灣

大學法律學系學

士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董事

長、元大商業銀行董事長、台

灣塑膠工業(股)公司常務董

事、華亞科技(股)公司獨立董

事、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

織代表團常任代表、財政部部

長、財政部政務次長 

是 

符合「銀行負責

人應具備資格

條件準則」第 9

條第 2 款 

董 事 邱憲道 99.06.29 
美國西南大學企

業管理系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董事、

台中證券董事長、亞太銀行常務

董事、金亞太投信董事、國際證

券董事、金亞太租賃董事長、

福安保代董事長 

否 

董 事 方俊龍 99.06.29 省立嘉義商職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董事、

元大聯合鋼鐵(股)公司董事

長、麗慶工業(股)公司董事

長、聯成鋼鐵(股)公司監察人 

否 

董 事 金家琳 99.06.29 
政治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 

元大商業銀行總經理、元大商

業銀行執行副總經理、元大（復

華）金控總稽核、元大京華證

券副總經理及總稽核 

否 

董 事 王正新 99.06.29 政大財政所碩士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策略

長、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公

司策略執行長、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公司資深副總、日盛

商業銀行(股)公司總經理 

是 

符合「銀行負責

人應具備資格

條件準則」第 9

條第 1 款 

獨立 
董事 

黃榮顯 99.06.29 
國立政治大學財

稅學系 

元大證券(股)公司獨立董事、

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財政部參事、台北銀行總

經理、交通銀行副總經理 

是 
符合「銀行負責

人應具備資格

條件準則」第 9
條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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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司徒達賢 99.06.29 
美國西北大學企

業管理博士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獨立董

事、元大京華證券(股)公司獨

立董事、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

理學系系主任、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華民

國管理科學學會策略管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 

否 

獨立 
董事 

楊兆麟 99.06.29 
國立成功大學會

統系畢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獨立董

事、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總

經理、台灣塑膠工業(股)公司

常務董事、台灣化學纖維(股)

公司常務董事、台塑石化工業

(股)公司常務董事、財團法人

長庚紀念醫院董事、財團法人

長庚大學董事、第一銀行辦事

員、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財

務部經理 

否 

註：一、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皆屬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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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監察人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1 年第一季 100 年第一季 

薪資            3,570            3,570 

獎金               9               9 

業務執行費用               700              720 

盈餘分配項目               －               － 

合計            4,279            4,299 

(1) 薪資包括薪資、職務加給、退職退休金、離職金等。  

(2) 獎金包括各種獎金、獎勵金等。  

(3) 業務執行費用包括車馬費、出席費及公關費。  

(4) 盈餘分配項目係指當期估列之董監酬勞。  

 

 

   (三)持有本公司依股數排序前十名股東之姓名： 

    本公司為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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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元大商業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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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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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一) 本行係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100％持股

之子公司，依金融控股(股)公司法第26

條規定遵守該公司對本行之管理，且溝

通管道順暢。 

(二) 元大金控為本行唯一股東，故實際控制

本行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

者僅有元大金控一家。 

(三) 本行與各關係企業財務獨立，績效及責任

區分明確，並委由會計師定時查核勾稽，

已建立適當之防火牆。此外，本行建有關

係人查詢系統並訂定相關作業規範，以茲

遵循。 

 

前述控管機制，均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4

條、第45條及母公司之規定辦理。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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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之董事共8席，其中3席為獨立董

事，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 

(二) 本行每年均定期就簽證會計師之專業性

及獨立性評估其是否適任。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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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設置3席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       

行使監察人職權。 

(二) 於網站上建立「員工及利害關係人對審

計委員會建言及申訴專區」作為員工及

其他身分者之溝通管道。 

 

相符。 

四、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之情形 

本行訂有「利害關係人對審計委員會建言及申

訴辦法」以資遵循，並於網站上建立「員工及

利害關係人對審計委員會建言及申訴專區」之

溝通管道。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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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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行網站上已提供年報、重要財務業務

資料及公司治理資訊，以提供查詢。 

 

(二)本行業已架設英文網站，提供英文年報等資

訊，並已建立發言人制度，目前係由邱冠

勳資深副總經理擔任。 

相符。 

六、銀行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

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業於99年9月16日經本行第7屆第7次董事會通

過設置薪酬委員會。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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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為強化公司治理，96年6月29日設立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目前所實施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均與「銀

行業公司治理實務運作守則」之精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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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為回饋社會，近年來透過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陸續贊助多項文教活動及提供獎助金；96年3月起並透

過本行網站設置網路公益平台，與伊甸基金會等24家公益團體合作，以推動公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未來

本行仍秉承一貫信念，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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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消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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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1）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均依規定定期出列席公司董事會。 

（2）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本行董事如涉有本身利害關係時，即自行迴避。 

（3）風險管理政策、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等執行情形，依「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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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敍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

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 

本行已通過中華公司治理協會「CG6006進階版公司治理制度評量」認證，證書效期為：100.11.04~102.11.03，

評量結果如下： 

優點：1.積極推動公司治理制度，並對協會實訪時之建議，皆能以積極態度對應，深刻瞭解公司治理之重要性，

並由上而下深耕公司治理文化。 

2.為便利董事職務之執行，積極提供辦公室與秘書等資源，提升獨立董事執行職務之效益。 

3.獨立董事均具備專業背景與實務經驗，積極參與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之運作。 

建議事項：1.應設立正式之績效評估制度，包括董事會績效評估制度，以及由董事會訂定總經理及其他高階主管

之績效考核標準，並定期評估，以提升公司之營運績效。 

2.應建立向董事會成員報告重要資訊之正式規範（包括報告之資訊種類、報告方式、報告期限等。 

改善情形：針對建議事項本行皆已研議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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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請參閱本行網站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 
最新消息及活動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