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本適足率 
105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05年 12月 31日 104年 12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1,890,775 1,896,120 

第二類資本    136,657  108,024 

(A)自有資本合計數 2,027,432 2,004,144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1,681,794 11,538,538 

作業風險    383,788   381,938 

市場風險      1,139    2,057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2,066,721 11,922,533 

資本適足率(%)=(A)/(B) 16.80 16.81 

填表說明；填列申報當期及前ㄧ年度同期資料 

 

 

 

 

 

 

 

 

 

 

 

 

 

 



資本結構 
                       105年 12月 31日 
 

項目 105年 12月 31日 104年 12 月 31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726,747 742,559 

  資本公積(固定資 

  產增值公積除外) 

 

  5,658 

 

  5,658 

  法定盈餘公積 1,030,175 1,015,014 

  特別盈餘公積 94,584 99,584 

  累積盈虧 33,611 33,305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 

  值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 

  實現利益除外) 

 

 

 

 

 

 

  減：商譽   

     出售不良債權為攤銷損失   

     資本扣除項目   

第一類資本合計(A) 1,890,775 1,896,120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重估增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 

  益之 45% 

 

  19,983 

 

  6,644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116,674   101,380 

  減：資本扣除項目   

第二類資本合計(B)   136,657   108,024 

自有資本合計=(A)+(B) 2,027,432 2,004,144 

填表說明；填列申報當期及前ㄧ年度同期資料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105年度 

 

        項          目               內        容 

1.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  為積極管理信用風險，各業務主管單

位辦理與信用風險相關之業務，均評

估該授信、投資或交易可能產生損失

的機率及損失嚴重性，並採取適當的

信用風險管理對策，包括風險迴避、

風險移轉、風險控制與風險承擔。 

本社信用風險管理流程包括風險辨

識、風險衡量、風險監控及風險報

告。 

本社對於同一人、同一關係人、同一

關係企業或同一集團企業之信用風

險意採取適當措施加以監控，以控管

集中風險。並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以

確保授信核貸與投資過程均管理得

宜，各項信用曝險符合相關限額規

定，適時陳報有關政策、作業流程和

限額管理的例外事項。 

2.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單

位、業務主管單位、授信審議委員會

等。 

3.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本社各業務主管單位及風險管理專

責單位定期提供高階管理階層正

確、一致、即時的信用風險報告，以

作為決策之參考。信用風險報告內容

包括「風險部位」、「資產品質」、「限

額使用情形」及例外事項。 

本社信用風險衡量考量授信特徵、市

場變化對暴險可能產生之影響、擔保

品或保證、其他未來可能的借款人、

發行者或交易對手本身的風險變

化；除考量個別交易，亦衡量授信、

投資組合之風險。 

4.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本社對信用風險損失發生頻率高，且

損失嚴重性大的事件，採取迴避措

施，不承作該項業務，以規避可能引



起的損失；對信用風險損失發生頻率

低，但損失嚴重性大的事件，則採用

抵減或移轉等措施，透過第三者或以

其他交易方式，將風險全部或一部份

移轉或抵減。 

本社建立信用風險監控機制，以監控

個別授信與授信組合的信用風險，監

控機制包括限額管理、貸放後管理、

擔保品管理及資產品質管理。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05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670,841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7,651,958 1,530,392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412,976 412,976 

零售債權 7,030,219 6,121,704 

住宅用不動產 3,312,910 1,491,904 

權益證券投資 446,351 1,494,898 

其他資產 714,754 629,920 

合   計 20,240,009 11,681,794 

註 1：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註 2: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為風險抵減後暴險額乘上風險權數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105年度 

項      目 內    容 

1.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社於日常營業活動及管理流程中，

對於所面對之作業風險，採取適當之

作業風險管理對策，以降低實質損失

及事件發生率，其流程為風險辨識、

風險衡量、風險監控、法律風險、資

訊安全防護、緊急應變計畫及報告，

建立作業風險損失事件之管理機制。 



2.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

單位、各管理及營業單位等。 

 

3.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本社風險報告及衡量系統包括內部呈

報機制及資訊揭露。各部門依規定定

期將交易資訊陳報風險管理專責單

位，並確保其正確性與有效性；風險

管理專責單位定期就全社作業風險管

理執行情形，包括全社之風險部位、

風險水準、盈虧狀況、限額使用情形

及有關風險管理規定之遵循情況等，

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及理事會提出報告

及建議。 

 

4.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辦理作業風險相關業務時，評估該事

件或交易可能產生損失之機率與嚴重

性，採用風險迴避、風險抵減或移轉、

風險控制、風險承擔等對策。並依業

務及風險承擔情況定期維護與發展作

業風險管理系統，以確保系統持續有

效運作。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05 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    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3年度 258,593  

30,703 

 

104年度 257,763 

105年度 251,227 

合計 767,583 30,703 

註 1：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為前三年中為正值之年營業毛利平均值 *12%。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 

105年度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社於日常營業活動及管理流程

中，對於所面對之市場風險，採取



適當之市場風險管理對策，包括：

風險迴避、風險移轉或沖抵、風險

控制及風險承擔。本社市場風險管

理包括風險辨識、評估、衡量、監

控、報告；在新產品、業務活動、

流程及系統推展或運作以前，相關

市場風險經過適當的評估程序，且

考量其暴險對本社之影響。 

 

2.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理事

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單

位、各管理及營業單位等。市場風

險，並適時採取因應措施。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

圍與特點 

本社市場風險報告及衡量系統包

括內部呈報機制及資訊揭露。各部

門依規定即時、每日或定期將交易

資訊陳報風險管理專責單位，並確

保其正確性與有效性；風險管理專

責單位定期就全社市場風險管理

執行情形，包括全社之市場風險部

位、風險水準、盈虧狀況、限額使

用情形及有關市場風險管理規定

之遵循情況等，向風險管理委員會

及理事會提出報告及建議；為符合

公開揭露原則，本社並依主管機關

規定，定期對外揭露本社之市場風

險資訊。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

工具持續有效性性之策略與流

程 

本社訂定完整之風險監控流程，以

正確衡量風險，如發現限額超限等

風險管理缺失或其他特殊狀況，均

迅速呈報，以利採行因應措施；監

控內容包括各交易單位及各金融

商品整體及個別交易過程是否符

合規定，且均在額度及授權範圍內

進行，以交易部門以外之管道或外

部資料來源作為覆核金融商品評

價之依據，以避免人為操縱評價或



損益；本社訂定相關限額管理、停

損機制及超限處理規章，以有效監

控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5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風險別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0 

外匯風險 91 

合計 91 

註:請填寫最近年度年底資料。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5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簿別(依交

易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證

券化暴險額 

 

 

應計提資本 

 

銀行簿 0 0 0 

交易簿 0 0 0 

合計 0 0 0 
填表說明： 

1.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 0) 

2.如屬銀行簿之資產證券化，其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應計提資本 

  欄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乘以風險權數(非第一類損失部位之風險權數 

  為 100%)後之風險性資產額，如屬交易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率， 

  計算應計提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