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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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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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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30  

 
 94.6.30  

變動百 
分比% 

 

 資  產  
11000 現金與約當現金 $ 4,379,556  5,144,063  (15)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35,709,033  39,210,878  (9)  
120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淨額    10,819,257      8,299,020      30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552,510  205,000  657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10,426,467  7,818,288  33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227,960,673  221,816,449  3  
14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14,392,202  14,515,913  (1)  
15001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成本  122,392  190,024  (36)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2,905,845  2,708,858  7  
18500 固定資產－淨額  2,949,870  3,169,409  (7)  
19000 無形資產  1,642,191  938,172  75  
19550 其他資產－淨額：        
19665  遞延所得稅資產  642,007  630,503  2  
19670  其他資產  1,660,110  1,557,260  7  

  2,302,117  2,187,763  5  
  
  
  
  
  
  
  
  
  
  
  
  
  
        
資產總計 $ 315,162,113  306,203,837  3  

 

 
 

 95.6.30  
 

 94.6.30  
變動百 
分比% 

 

 負債及股東權益   
21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 33,136,229  28,976,682  14  
23000 應付款項  5,074,511  4,225,774  20  
23500 存款及匯款  232,796,370  239,564,988  (3)  
220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2,332,040      149,900      1,456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16,133,057  12,342,858  31  
24000 應付金融債券  7,366,000  4,500,000  64  
25000 應計退休金負債  48,707  11,170  336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131,102  72,257  81  
29500 其他負債  249,639  237,819  5  
   負債合計  297,267,655  290,081,448  2  
 股東權益：  
31000  股  本：  
31001  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95年6月30日額定股本及發行股本

均為1,800,000千股；94年6月30日已額定股本及發行股本
分別為1,800,000千股及1,400,000千股 

 
 

   18,000,000   

 
 

   14,000,000   

 
 

   29   

 

31002   待分配股票股利  -  1,000,000 -  
  18,000,000  15,000,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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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508)  385,511  (302)   

  (41,803)   1,107,71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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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0)   - -  

  (78,412)   - -  
   股東權益合計  17,894,458  16,122,389  11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 315,162,113  306,203,83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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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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94年 6 月 30 日 

活期性存款 80,766,328 71,427,033 

活期性存款比率 34.70 29.81 

定期性存款 149,925,469 166,275,229 

定期性存款比率 64.41 69.40 

外匯存款 16,377,903 12,587,489 

外匯存款比率 7.04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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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94年 6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29,363,767 28,027,00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12.78 12.80 

消費者貸款 125,079,383 116,607,342 

消費者貸款比率 54.43 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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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95年上半年度 

 

 

94年上半年度 

 

變  動 

百分比% 

41000 利息收入 $ 5,365,555  4,742,193   13 
51000 減：利息費用  2,380,956  1,931,773   23 
 利息淨收益  2,984,599  2,810,420   6 
 利息以外淨收益：  
49100  手續費淨收益  429,822  670,045   (36) 
492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商品利益(損失)      (163,714)    85,367      (292)   
493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15,703)   (40,622)    61 
495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淨額  7,841  36,253   (78) 
49600  兌換損益－淨額  222,532  (200,503)   211 
49800  其他非利息利益  66,279  84,700   (22) 
58081  保證責任準備迴轉利益  78,389 - - 
58089  其他呆帳費用  (1,403,787)  (84,646)    (1,558)  
 淨收益  2,206,258  3,361,014   (34) 
51500 放款呆帳費用  866,543  926,139   (6) 
 營業費用：  
58501  用人費用  1,190,750  1,090,006   9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180,136  153,102   18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695,594  696,665  - 
   2,066,480  1,939,773   7 

61001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損)  (726,765)  495,102   (247)  
61003 所得稅費用  63,901  109,591   (42) 
63501 列計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前淨利(損)  (790,666)  385,511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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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79,508)  385,511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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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40) (0.44)  0.33  0.26  
  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  0.01  -  
  本期淨利(損) $ (0.43)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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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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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94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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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5,936 1.93 5,604,957 2.50 

乙類逾期放款 799,430 0.35 639,337 0.28 

逾期放款總額 5,235,366 2.28 6,244,294 2.78 

帳列放款損失準備 1,835,114 — 2,438,968 — 

呆帳轉銷金額 2,866,531 — 856,412 — 

民國九十五年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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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千元及 9,07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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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94年6月30日 

 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 3,377,129   3,215,592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  1.39   1.36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2.19   2.93  

 行 業 別 比 率 行 業 別 比 率 

 個  人 55.91 個  人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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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 製 造 業  14.89  

  批發零售餐飲業 7.53 批發零售餐飲業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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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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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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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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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6.10金管銀(六)字第0948010715號

函，本行未依銀行法第57條第2項規定向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請核准設置

非營業用辦公場所即派員辦公，經金管會依

銀行法第129條第1款規定處以罰鍰200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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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30 94.6.30 

稅前 (0.23) 0.17 資產報酬率 

(註一) 稅後 (0.25) 0.13 

稅前 (3.97) 3.10 淨值報酬率 

(註二) 稅後 (4.26) 2.42 

純 益 率(註三) (35.33)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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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 94年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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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486,075 1.57  34,990,860 1.31 

 利率商品  26,682,049 2.88  21,793,001 3.77 

 存放銀行同業  913,350 1.25  4,299,513 1.47 

 放款及墊款  222,326,577 3.89  199,290,113 3.75 

負  債：  

 銀行同業存款  11,580,160 3.10  8,888,595 2.64 

 活期性存款  80,350,323 0.61  65,035,031 0.62 

 定期性存款  136,146,827 2.01  143,585,149 1.58 

 可轉讓定期存單  19,402,580 1.59  14,509,459 1.32 

 其他借入款  83,299 1.13  54,83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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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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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825,000 45,071,000 16,656,000 18,307,000 11,567,000 204,224,000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389,795,000 54,295,000 46,014,000 56,294,000 118,846,000 114,346,000 

期距缺口 (93,970,000) (9,224,000) (29,358,000) (37,987,000) (107,279,000) 89,8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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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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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10 289,137 202,748 186,178 54,756 246,091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939,980 721,940 143,436 34,773 35,804 4,027 

期距缺口 38,930 (432,803) 59,312 151,405 18,952 24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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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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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1,820,000  14,648,000  9,406,000 87,496,000   263,370,000 

利率敏感性負債  130,876,000  95,534,000  28,652,000 11,430,000   266,492,000 

利率敏感性缺口  20,944,000  (80,886,000)  (19,246,000) 76,066,000   (3,122,000 )

淨  值   17,747,000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98.83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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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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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6,170      142,937  54,392   243,444  646,943 

利率敏感性負債  547,519       15,906  4,978   -  568,403 

利率敏感性缺口  (341,349)  127,031 49,414   243,444  78,540 

淨  值   4,000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13.82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9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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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0 日 94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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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6 

歐元     688 

港幣   9,436 

紐幣     569 

加幣     346 

   55,279 

28,336 

39,368 

11,232 

10,116 

美金   3,843 

歐元   1,079 

紐幣     915 

澳幣     600 

英磅     180 

121,510 

41,184 

20,246 

14,486 

1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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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顏慶章 
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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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馬維建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企管

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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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馬維辰 
美國南加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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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何昌明 
台灣大學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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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林武田 
政治大學企家班企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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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張財育 
輔仁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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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邱憲道 
美國西南大學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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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汪海清 
政治大學財政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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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周武雄 

中華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研究所 
台灣銀行儲蓄部經理、台灣銀行人事室主任。 

監察人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耿  平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企業管

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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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職 稱 姓 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監察人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陳修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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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王以安 

(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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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人 

復華金融控股(股)公司

法人代表：陳明章 

(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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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就任。 

二、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解任。 

 (二)董事、監察人酬金 

民國95年上半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  稱 姓  名 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 
董事長 復華金控代表人：顏慶章 110 
副董事長 復華金控代表人：馬維辰 80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何昌明 110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馬維建 50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林武田 120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張財育 130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汪海清 134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邱憲道 164 
董事 復華金控代表人：周武雄 154 
監察人 復華金控代表人：耿 平 130 
監察人 復華金控代表人：陳修偉 110 
監察人 復華金控代表人：王以安(註一) 20 
監察人 復華金控代表人：陳明章(註二) 94 

註：一、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就任。 

二、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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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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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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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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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已收取價款為50,000千元，尚未收

取價款為547,92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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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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