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資本適足率 
 

                           資本適足率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2,004,039  1,956,918 

第二類資本    343,966    312,001 

(A)自有資本合計數  2,348,005  2,268,919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13,047,748 12,878,443 

作業風險    371,638    362,275 

市場風險      1,487      747 

(B)風險性資產總額 13,420,873 13,241,465 

資本適足率(%)=(A)/(B)  17.50  17.13 

填表說明；填列申報當期及前ㄧ年度同期資料 

 

 

 

 

 

 

 

 

 

 

 

 

 

 



 

 

                 資本結構 
                       111年 12月 31日 

 

項目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 月 31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711,514 693,368 

  資本公積(固定資 

  產增值公積除外) 

 

  8,543 

 

  8,464 

  法定盈餘公積 1,143,195 1,122,880 

  特別盈餘公積 94,584 94,584 

  累積盈虧 46,203 3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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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39 1,95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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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62 

 

  138,365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196,204   173,636 

  減：資本扣除項目   

第二類資本合計(B)   343,966   312,001 

自有資本合計=(A)+(B)  2,348,005  2,26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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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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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單

位、各營業單位、授信審議委員會、

業務部、法令遵循室、稽核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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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註 2) 

主權國家 1,117,371 0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0 0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8,231,252 1,760,332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0 0 

零售債權 9,260,446 8,274,788 

住宅用不動產 2,994,747 1,347,743 

權益證券投資 366,411 1,088,591 

其他資產 634,037 576,294 

合   計 22,604,264 13,04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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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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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辦單

位、各營業單位、授信審議委員會、

業務部、法令遵循室、稽核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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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管理專責單位定期就全社作業風險管理

執行情形，包括營業活動與管理流程的

每個環節主要涵蓋作業流程、人員系統

及外部事件(含經營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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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作業手冊或相關規範適時更新，對

各項新種及既有業務定期辦理員工教育

訓練，提升員工專業及風險辨識能力，

以減少作業風險發生的機率。 

作業風險抵減政策係採取保險或委外作

業來抵減、移轉特定風險，並訂定相關

委託他人處理作業規範，以防止委外處

理所產生的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9年度 240,755  

29,731 110年度 237,487 

111年度 265,029 

合計 743,271 29,731 

註 1：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為填具年度中為正值之年營業毛利平均值 *12%。    

 

 

 

                    市場風險管理制度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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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管理單

位、各營業單位、法令遵循室、稽

核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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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社使用標準法計算市場風險，揭露下列風險之資本要求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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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合計 119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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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 

                           111年度 

項 目 內 容 

1.流動性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1.本社依業務規模及特性、資產負債結構、資 

  金調度策略及資金來源多元性，建立流動性 

  風險管理機制，以維持適足流動性，確保於 

  日常具充足資金以履行支付義務。 

2.充裕資金流動性，採行之措施包括持有適量 

  之庫存現金、轉存款、吸收存款或融通借款 

  管道等。資金調度策略採取保守穩健原則。 

  資金來源以多元化、穩定及可靠為原則，維 

  持各項籌資管道之暢通，以確保資金來源的 

  穩定性及可靠。 

3.對流動性風險衡量指標；建立監控以定期檢 

  視與評估前述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2.流動性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1. 理事會：為流動性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位。 

2. 風險管理委員會：為本社流動性風險之監控 

與報告單位，應定期檢視流動性控管的妥適

性。 

3. 專責單位：會計室及業務部為流動性風險管

理執行專責單位。  

4. 各業管單位執行流動性風險管理工作以協

助專責單位流動性風險監控。 

3.流動性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 

   特點 

本社建立各項流動性風險指標限額之管理機

制，風險管理單位定期監控包含存款準備、流

動比率、流動性部位限額等指標是否均符合規

定，並將結果毎半年提報理(監)事會報告。 

4. 流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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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效管理本社新台幣流動性風險，當各指標

出現預警值時，應在風險管理委員會檢討因應

措施。若流動性嚴重不足時，應依本社「重大

偶發事件通報程序暨經營危機應變措施辦法」

辦理，以確保正常營運。 

 

 

 

 

 



 

 

 

 

流動性風險指標 
                          111年 12 月 31日 

流動性指標 控管值 預警值 本期數值 

流動準備比率 10 % 15 % 33.79 % 

0-30天新台幣資

金流量期距缺口 

 

-5 % 

 

-4.5 % 

 

1.84 %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合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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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63,748 2,022,474 1,821,305 1,003,256 6,292,015 11,624,698 

主要到
期資金
流出 

24,877,482 1,606,718 2,287,858 2,385,442 4,668,277 13,929,187 

期距缺
口 

-2,113,734 415,756 -466,553 -1,382,186 1,623,738 -2,304,489 

請說明對於資產流動性與資金缺口流動性之管理方法： 

本社對於資產流動性與資金缺口流動性之管理方法，未來 1天至 30天期距負缺口占新

臺幣總資產比率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註：本表僅含總社及分社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