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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負債資訊   

(一)資產負債表   

 復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九十五年及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董事長：顏 慶 章 經理人：何 昌 明 會計主管：劉 基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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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30  

 
 94.9.30  

變動百 
分比% 

 

 資  產  
11000 現金與約當現金 $ 5,820,723  4,877,279  19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46,085,802  29,028,808  59  
120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淨額    11,594,897      8,242,226      41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599,846  69,982  757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10,417,695  8,153,795  28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230,875,235  222,504,343  4  
14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14,271,920  16,335,992  (13)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  165,490 - -  
15001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130,817  198,838  (34)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3,122,739  2,649,015  18  
18500 固定資產－淨額  2,835,553  2,835,272 -  
19000 無形資產  1,726,295  918,414  88  
19550 其他資產－淨額：        
19665  遞延所得稅資產  545,330  675,626  (19)  
19670  其他資產  1,613,192  2,121,549  (24)  

  2,158,522  2,797,175  (23)  
  
  
  
  
  
  
  
  
  
        
資產總計 $ 329,805,534  298,611,139  10  

 

 
 

 95.9.30  
 

 94.9.30  
變動百 
分比% 

 

 負債及股東權益   
21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 28,093,436  29,706,940  (5)  
23000 應付款項  8,168,292  4,479,386  82  
23500 存款及匯款  255,291,449  229,042,773  11  
220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2,381,831      123,036      1,836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10,845,087  11,293,290  (4)  
24000 應付金融債券  7,366,000  4,500,000  64  
25000 應計退休金負債  45,623  11,819  286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299,611  71,148  321  
29500 其他負債  223,610  298,891  (25)  
   負債合計  312,714,939  279,527,283  12  
 股東權益：  
31000  股  本：  
31001  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95年及94年9月30日額定及已發行

均為1,800,000千股 
 

   18,000,000   
 

   18,000,000   
 

  - 
 

31500  資本公積  14,673  14,673   -  
32000  保留盈餘：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737,705  722,205  2  
32013   未分配盈餘(待彌補虧損)  (1,626,305)  346,978  (569)  

  (888,600)  1,069,183  (183)  
32500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32544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59,292)   -  -  
32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失  23,814  -  -  

  (35,478)  -  -  
   股東權益合計  17,090,595  19,083,856  (10)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329,805,534  298,611,13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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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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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 9 月 30 日 94年 9 月 30 日 

活期性存款 82,932,610 68,769,865 

活期性存款比率 32.49 30.02 

定期性存款 169,211,848 158,430,712 

定期性存款比率 66.29 69.17 

外匯存款 17,211,836 13,109,372 

外匯存款比率 6.74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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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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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 9 月 30 日 94年 9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31,953,592 29,420,761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13.69 13.36 

消費者貸款 121,483,883 121,455,043 

消費者貸款比率 52.06 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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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益 表 

復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九十五年及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前三季  

 

 

 94年前三季  

 

變  動 

百分比% 

41000 利息收入 $ 8,176,224  7,383,770   11 
51000 減：利息費用  3,752,667  2,998,200   25 
 利息淨收益  4,423,557  4,385,570   1 
 利息以外淨收益：  
49100  手續費淨收益  735,852  975,848   (25) 
492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商品利益      3,313    24,888      (87)   
493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17,914)  (64,954)   72 
495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淨額  16,266  46,151   (65) 
49600  兌換損益－淨額  181,625  (90,754)   300 
49800  其他非利息利益  91,893  10,833   748 
58081  保證責任準備迴轉利益  78,389 - - 
58089  其他呆帳費用  (1,934,133)  (400,947)   (382) 
 淨收益  3,578,848  4,886,635   (27) 
51500 放款呆帳費用  1,895,578  1,548,731   22 
 營業費用：  
58501  用人費用  1,863,319  1,654,465   13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282,030  243,848   16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1,054,489  1,028,463        3 
   3,199,838  2,926,776   9 

61001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損)  (1,516,568)  411,128   (469) 
61003 所得稅費用  120,895  64,150   88 
63501 列計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前淨利(損)  (1,637,463)  346,978   (572) 
63505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加計所得稅影響數 

10,166千元)         11,158 
 

       -       
 

   - 
69000 本期淨利(損) $ (1,626,305)  346,978   (569) 

 

  稅 前   稅 後   稅 前   稅 後  

69500 基本每股盈餘(虧損)(元)  
  列計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前淨利(損) $ (0.84) (0.91)  0.26  0.22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0.01  -  
  本期淨利(損) $ (0.90)  0.22  

 

董事長:顏慶章                  經理人:何昌明                  會計主管:劉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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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適足性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6 月30日 94年6月30日 

資本適足率 9.45 8.01 

第一類資本 16,544,795 15,429,076 

第二類資本 5,925,122 3,079,767 

第三類資本 0 0 

資本減除項目 495,081 478,837 

自有資本淨額 21,974,836 18,030,006 

風險性資產總額  232,477,083 225,228,512 

負債占淨值比率 1,661.23 1,799.25 

註：一、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淨額÷風險性資產總額，該項比率係依銀行法第四十

四條及「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所計算之比率，於每年六月底及十二

月底各計算一次。 

二、銀行如有尚未攤銷完畢之出售不良債權損失者，應補充揭露各期未攤銷餘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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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品質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 9 月 30 日 94年 9 月 30 日 

項目＼年月 
金  額 

各類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率 
金  額 

各類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率 

甲類逾期放款 4,972,153 2.13 5,271,844 2.34 

乙類逾期放款 1,222,036 0.52 779,227 0.35 

逾期放款總額 6,194,189 2.65 6,051,071 2.69 

帳列放款損失準備 2,469,785 — 2,837,579 — 

呆帳轉銷金額 4,006,183 — 1,580,456 —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放款及逾期應

收帳款分別為 58,686千元及 22,46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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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 94年 4月 19日銀局（一）字第 0941000251
號函之規定填列。 

三、逾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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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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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資訊 

(一)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  度

項  目 95年9月30日 94年9月30日 

 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 3,342,369   3,100,170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  1.35   1.32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1.90   2.38  

 行 業 別 比 率 行 業 別 比 率 

 個  人 54.13 個  人  61.79  

 

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該等行

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餘額比率
之前三者) 

製 造 業 18.05 製 造 業  14.10  

  批發零售餐飲業 8.85 批發零售餐飲業  6.34  

註：一、授信總額包括放款、貼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金之應收

承購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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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事業概況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成本 持股比率 

 金復華租賃(股)公司  197,000   98.56  

 復華財產保險代理人(有)公司  2,880   80.00  

 復華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2,000   99.99  

註：轉投資事業係指持股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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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款、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 

1.本公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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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對資產負債表表內及表外之授信資產，除將屬正常之授信資產列為第一類外，餘

不良之授信資產，應按債權之擔保情形及逾期時間之長短予以評估，分別列為第

二類應予注意者，應提列百分之二，第三類可望收回者，應提列百分之十，第四

類收回困難者，應提列百分之五十，第五類收回無望者，應提列百分之百的備抵

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另，為健全公司財務結構、提高風險承擔能力及強化資產

品質，而於本年度針對逾期放款進行評估並增提呆帳。 

2.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若後續期間減損金額

減少，備供出售債務商品之減損金額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利益，備供出售權益

商品之減損減少金額認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前述迴轉應使帳面金額大於未認

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 

3.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此減損金額不予

迴轉。 

4.無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之債券投資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若後

續期間減損金額減少，且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

為當期損益，該迴轉不以使帳面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成本為限。 

5.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若後續期間減損

金額減少，且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損益，

該迴轉不應使帳面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攤銷後成本為限。 

(四)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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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主管機關嚴予糾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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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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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利能力 

(一)資產/淨值報酬率、純益率 

單位：% 
  95.9.30 94.9.30 

稅前 (0.47) 0.14 資產報酬率 

(註一) 稅後 (0.51) 0.12 

稅前 (8.47) 2.36 淨值報酬率 

(註二) 稅後 (9.08) 1.99 

純 益 率(註三) (45.44) 7.10 

註：一、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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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前三季 94年前三季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 

資  產：  

 存放央行及拆放同業 $ 32,187,978 1.62  35,550,481 1.34 

 利率商品  27,002,328 2.94  22,328,359 3.76 

 存放銀行同業  1,066,958 1.06  1,703,985 1.68 

 放款及墊款  223,320,594 3.90  205,943,857 3.78 

負  債：  

 銀行同業存款  11,607,625 3.30  10,302,454 2.68 

 活期性存款  80,430,405 0.62  66,704,776 0.61 

 定期性存款  138,715,682 2.08  144,833,010 1.61 

 可轉讓定期存單  19,129,830 1.61  14,243,407 1.34 

 其他借入款  122,001 1.03  57,60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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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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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動性：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一)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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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412,000 38,201,000 11,073,000 36,825,000 16,405,000 201,908,000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393,175,000 40,380,000 34,828,000 57,231,000 135,792,000 124,944,000 

期距缺口 (88,763,000) (2,179,000) (23,755,000) (20,406,000) (119,387,000) 76,964,000 

註：本表僅含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新台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二)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30 日 

單位：美金千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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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064 339,466 176,989 146,647 55,591 246,371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917,849 814,650 59,010 3,786 32,408 7,995 

期距缺口 47,215 (475,184) 117,979 142,861 23,183 23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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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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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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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市場風險敏感性 

(一)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台幣)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30 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至90天 

(含) 

91至180天 

(含) 

181天至1年 

(含) 
1年以上 合  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142,048,000  30,016,000  7,581,000 93,106,000   272,751,000 

利率敏感性負債  135,782,000  93,599,000  32,444,000 11,384,000   273,209,000 

利率敏感性缺口  6,266,000  (63,583,000)  (24,863,000) 81,722,000   (458,000 )

淨  值   16,837,000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99.83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2.72) 

註：一、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台幣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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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新台幣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二)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30 日 

單位：美金千元，% 

項   目 
1至90天 

(含) 

91至180天 

(含) 

181天至1年 

(含) 
1年以上 合  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 290,765      116,544  55,590  241,930  704,829 

利率敏感性負債  692,872 2,338 2,409  -  697,619 

利率敏感性缺口  (402,107)  114,206 53,181  241,930  7,210 

淨  值  7,793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01.03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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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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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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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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美金利率

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三)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 9 月 30 日 94年 9 月 30 日 

原  幣 折合新台幣 原  幣 折合新台幣 主要外幣淨部

位 (市場風險) 
美金  47,215 

日幣 116,362 

紐幣     522 

歐元     195 

港幣   1,472 

  1,562,762 

32,628 

11,244 

8,154 

6,254 

美金   4,000 

港幣   5,060 

紐幣     857 

澳幣     534 

日幣  45,225 

132,740 

21,654 

19,665 

13,471 

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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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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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 他 

(一)董事、監察人主要學經歷及股權代表： 

職 稱 姓 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董事長 顏慶章 

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碩

士、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碩士、台灣大學法律系 

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復華商業銀
行董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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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馬維建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企管

研究所碩士 

復華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元大京華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元大京華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國際部副總經理、元大京華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元大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承銷部。 

董  事 馬維辰 美國南加州大學 

復華商業銀行副董事長、奇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志富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元大建設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 

董  事 何昌明 台灣大學法律系 

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復華商業銀
行總經理、富邦資產管理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台
北富邦銀行董事兼顧問、富邦金控公司不良資產
審議委員會委員召集人、台北銀行執行副總經
理、企業金融處處長、富邦金控企金事業群副總
經理、經營委員會委員、DRC審議委員會委員、授
信審查委員會委員、人事評議委員會、不良資產
審議委員會召集人、台北銀行副總經理、授信審
查委員會、人事評議委員會、逾期放款審議委員
會、信託資產評議委員會召集人、台北銀行總稽
核、台北銀行辦事員、專員、總行科長、襄理、
副主任、主任。 

董  事 林武田 

美國SAGINAW州立大學企

管研究所碩士、政治大學

企家班企研所、澳門科技

大學管理學院博士侯選人 

復華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元大京華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元大京華證券（香
港）公司董事、頂華財務諮詢公司董事、頂華證
券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元大建設公司總經理、
堯乾資訊公司董事長。 

董  事 
劉億良 

(註一)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企

管碩士 

第一商業銀行金融市場事業群副總經理、荷商安
銀銀行台北分行金融市場資深副總經理、台北銀
行財務部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主管、荷蘭銀行台
北分行財務金融行銷與衍生性金融商品副總經
理。 

董  事 邱憲道 美國西南大學企業管理系 

金例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億和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華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誠
隆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瑞特汽車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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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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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董  事 汪海清 
政治大學財政碩士、政治

大學財稅系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中央投資公司副
總經理、泛亞商業銀行副總經理、中央投資公司
金融事業部經理、華信銀行雙和分行經理、華信
銀行營業部副理。 

董  事 周武雄 
中華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研究所、台中師專 
台灣銀行副總經理、台灣銀行儲蓄部經理、台灣
銀行人事室主任。 

監察人 耿  平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企業管

理碩士、政治大學財稅系 

南山高級中學董事、元大京華證券公司董事、元
大京華證券(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大安商業銀
行總經理、交通銀行副總經理。 

監察人 
張財育 

(註二)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復華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管理部資深協
理、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室副總經
理、永利證券公司承銷部經理（兼管債券部）、鼎
康證券公司營運規劃室協理、京華山一國際（香
港）公司董事。 

監察人 
陳明章 

(註三) 
私立逢甲大學銀保系 

台灣銀行企劃部經理、台灣銀行信託部經理、台
灣銀行證券部經理、台灣銀行南門分行經理、台
灣銀行城中分行經理、台灣銀行仁愛分行經理、
台灣銀行總行副主任、台灣銀行稽核。 

監察人 
陳修偉 

(註四)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 

復華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元大京華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部副總經理、三光惟達公
司法務課長、國產汽車公司法務組長。 

監察人 
王以安 

(註五) 
國立政治大學銀行學系 

台灣銀行行員訓練所主任、台灣銀行專門委員、
台灣銀行基隆分行經理、台灣銀行松江分行經
理、台灣銀行樹林分行經理 

註：一、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就任。 

二、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卸任董事改任監察人。 

三、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解任。 

四、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解任。 

五、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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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監察人酬金 

民國95年前三季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  稱 姓  名 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 
董事長 顏慶章 170 
副董事長 馬維辰 120 
董事 何昌明 160 
董事 馬維建 80 
董事 林武田 170 
董事 劉億良(註一) 30 
董事 邱憲道 241 
董事 汪海清 191 
董事 周武雄 231 
監察人 耿 平 190 
監察人 張財育(註二) 190 
監察人 陳明章(註三) 94 
監察人 陳修偉(註四) 120 
監察人 王以安(註五) 107 

註：一、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就任 

二、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卸任董事改任監察人。。 

三、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解任。 

四、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解任。 

五、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解任。 

(三)持有本公司依股數排序前十名股東之姓名： 

本公司為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 

 

(四)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1.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四日與復華資產管理簽訂出售不良債權合約，合約總價

344,880千元，截至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合約價款已全數收取。 

2.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與復華資產管理簽訂出售不良債權合約總價為

597,920千元。截至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合約價款已全數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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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復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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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一)本行係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依金融控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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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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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華金控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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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亦建立獨立
之風險管理總處，綜合掌控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法
律風險及其他風險等。在與關係人之授信與交易方面，均依金融
控股公司法第44條、第45條及母公司之規定辦理；共同行銷則遵
守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3條、第48條規定及相關辦法辦理。另建有
關係人查詢系統供查詢使用，並定期將交易情形彙總董事會備查。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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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之董事均由母公司復華金控指派，目前無設置獨立董事。 
(二)每年均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專業性及獨立性是否適任． 

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31條規定：「銀行業得視其經
營規模及業務需要，設置適當獨立監察人席次，⋯」，目
前法令尚未強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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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之監察人均由母公司復華金控指派，目前無設置獨立監察人。 
(二)本行資訊公開，監察人與員工可隨時溝通。 

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54條規定：「銀行業得視其經
營規模及業務需要，設置適當獨立監察人席次，⋯」，目
前法令尚未強制規範。 

四、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行已建立暢通之溝通管道。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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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設有中文網站(http://www.fuhwabank.com.tw)，揭露年報、
各季財務資料及銀行治理資訊，以供查詢。 

(二)本行己建立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制度，目前係由呂資深副總經理
忠萍擔任發言人。且各部室皆有專人負責資訊蒐集，以隨時更新
訊息。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六、銀行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行未設置審計委員會。 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36條規定：「銀行業得設置審
計委員會，⋯」，目前法令尚未強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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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除因法令未強制規範，而未設立獨立董事、獨立監察人及審計委員會外，本行目前所實施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大致均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八、請敘明本行對社會責任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本行之社會責任：本行及母公司復華金控透過財團法人復華文教基金會不定期贊助公益活動及提供獎助金，以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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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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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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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行視業務需要與董事及監察人個人意願，報名參加行外舉辦之相關專業知識進修課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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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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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議案時，即自行迴避。 
(四)銀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尚未辦理。 
(五)風險管理政策及執行情形：本行已訂定風險管理政策，並以此為圭臬逐步落實風險量化，建立風險值之管理及評核機制，促進以適切風險管理為導向之經營模式，為股東創造穩定且高品

質之獲利。 
(六)保護消費者或客戶之執行情形：已依據主管機關及銀行公會之各類規範，於契約中明訂本行應遵守契約之規定，消費者可據此主張權利。 
    *本公司設有客服中心，由專屬客服人員提供免費客服熱線，以作快速與便利的服務與問題解決機制，達到保護消費者與顧客滿意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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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詳見http://www.fuhwabank.com.tw/最新消息及活動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