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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百年度前三季重要財務業務資訊 

※金管銀(一)字第 09710003860 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 

     茲依金管銀(一)字第 0971000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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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09 月 30 日 99 年 09 月 30 日 

活期性存款 208,314,096 200,162,487 

活期性存款比率 50.30 58.00 

定期性存款 205,840,589 144,957,339 

定期性存款比率 49.70 42.00 

外匯存款 45,385,851 29,316,372 

外匯存款比率 10.96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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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09 月 30 日 99 年 09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72,216,561 51,472,608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1.69 18.77 

消費者貸款 102,851,647 90,126,111 

消費者貸款比率 30.89 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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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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100年9月  30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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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供 1,027,023 (136,255) 0 890,76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非上市櫃公

司
以成本衡量 405,959 0 (155) 405,804 成本衡量 —

交易 5,220,861 (1,276) 0 5,219,585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 4,606,860 32,464 0 4,63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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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0 2,785 0 1,30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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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 750,590 3,212 0 753,80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備供 5,006,405 49,088 0 5,05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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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36 (1,941) 0 6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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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供 90,236 425 0 9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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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金融商

品--受益憑證
交易 300,000 164 0 30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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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3,598 140 0 3,993,738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股票

其他

上市櫃公司

政府債券

公司債

證券化商品--

受益證券

金融商品名稱

債券

二、管理資訊 

(一)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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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0年9月30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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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93,328 交易目的 (3,105) 45,293  評價技術

匯率有關契約 170,129,061 交易目的 310,438 247,495  評價技術

商品有關契約 153,750 交易目的 (7,267) (6,809)  評價技術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二)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無此情形。 

中華民國   100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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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於集中或
店頭市場交

易者

以成本衡量 18,518 0 0 18,518 成本衡量 —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 71 (6) 0 65 公平價值 最近交易價格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
日

152,530 0 0 152,530 攤銷後成本 —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金融商品名稱

股票

債券

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   100年 9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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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02,392 交易目的 (319) (9,013)  評價技術

匯率有關契約 144,976,394 交易目的 12,316 469,248  評價技術

權益證券有關契約 669,100 交易目的 13,494 38,923  評價技術

商品有關契約 153,750 交易目的 7,267 7,267  評價技術

信用有關契約 0 交易目的 0 138  評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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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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古亭分行辦理開戶作業及帳戶交易業務核

有相關缺失，核處應予糾正。（99.10.05 金管銀

控字第 09900250530） 

改善情形：本行已加強臨櫃交易之認識客戶程序

及防制洗錢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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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註一) 
李明山 99.06.29 政治大學企研所 

元大證券(股)公司執行副總經

理、台灣花旗環球財務管理顧

問(股)公司董事及總經理、摩根

大通投資銀行部副總裁、荷蘭

銀行企業金融部協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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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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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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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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李董事明山於民國 100 年 8 月 14 日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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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監察人酬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年度 100 年前三季 99 年前三季 

薪資              10,710                9,311 

獎金               5,999                824 

業務執行費用               2,377               3,148 

盈餘分配項目                 -                 - 

合計              20,566              1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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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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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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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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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