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銀行應按季公布重要財務業務資訊規定-補充未於財務報告揭露資訊 

一、資產負債資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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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活期性存款 435,882,048 372,862,438 

活期性存款比率 46.18 46.11 

定期性存款 507,948,212 435,856,437 

定期性存款比率 53.82 53.89 

外匯存款 118,638,019 95,432,095 

外匯存款比率 12.57 11.80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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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各項存款不含郵匯局轉存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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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中小企業放款 153,073,273 123,922,597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4.01% 21.13% 

消費者貸款 272,739,014 271,221,001  

消費者貸款比率 42.77% 46.2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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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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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訊 

 

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一） 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金融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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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81,6749,949 291,62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上市櫃公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03,009(107,476) 1,295,53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股票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354,123 (6,133)347,990 以成本衡量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98,4172,082 300,499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7,990,16823,558 8,013,72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政府公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9,926,716 9,926,716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500,00016,445 2,516,445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5,2554,772 50,027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501,96717,548 1,519,515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債券 

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3,230,234 3,230,234 攤銷後成本  

其他債務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0,200(40) 20,16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證券化商品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0 21,472 21,472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276,3513,937 4,280,288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695,498 695,498 攤銷後成本  

結構型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100,000 100,000 攤銷後成本  

其他金融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0,751,7619,073 10,760,83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市場報價 

其他 

其他金融商品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239,610,000 239,610,00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市場報價 

註：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
擇權）的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
減損之金額。 

五、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六、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七、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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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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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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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22,953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15,59761,579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46,617,837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95,352(484,857)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269,466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916 5,920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5,900,00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8 (2) 以評價技術估算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
價損益。 

三、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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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二） 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投資國外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金融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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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2,041 2,041 以成本衡量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28,333(90,482) 537,851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68,7801,144 369,92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政府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286,352 286,352 攤銷後成本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3,294,497(212,323) 13,082,17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026,496974 1,027,47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817,831 (57,592)760,239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921,472 921,472 攤銷後成本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6,371  (2,102) 84,26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7,878,70722,464 17,901,17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6,641,302(22) 26,641,2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債券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5,368,379 5,368,379 攤銷後成本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59,164(33,409) 225,75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其他 證券化商品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54,446 54,446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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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單位：新臺幣仟元 

金融商品名稱 帳列之會計科

目 
國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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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債 指定公平價值 香港 368,780 1,144 0 369,92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美國 316,756 (12,670) 0 304,08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07,801 (27,592) 0 280,20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07,801 (27,592) 0 280,20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07,801 (27,592) 0 280,20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指定公平價值  
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澳洲 308,261 (28,144) 0 280,11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公司債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美國 349,572 (70) 0 349,50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89,532 (979) 0 488,55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75,134 (950) 0 474,18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431,940 (777) 0 431,16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指定公平價值  
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盧森堡 345,552 (346) 0 345,20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08,261 2,095 0 310,35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08,261 2,156 0 310,41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08,261 (885) 0 307,37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08,261 (885) 0 307,37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英國 308,261 0 0 308,26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431,940 0 0 431,94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431,940 0 0 431,940 攤銷後成本   

債券 

金融債 

持有至到期   
金融資產 

美國 580,219 0 0 580,219 攤銷後成本   

一、本表請填列適用財務會計準則第34號公報之金融商品。 
二、單筆原始投資金額折合新臺幣達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結構型商品，係指結合固定收益商品（例如定期存款或債券）與衍生性金融商品（例如選擇權）

的組合型式商品交易。 
四、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五、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之金額，係指該類金融商品截至當季為止，期末帳列評價調整及累計減損

之金額。 
六、其他金融商品請自行填列商品名稱並應註明其性質。 
七、衡量方法應說明該類金融商品係採用公平價值或攤銷後成本衡量。 
八、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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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揭露-4-玉山商業銀行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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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65,649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5,32094,064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28,039,476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6,436270,581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1,571,71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28,559(13,292)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3,829,86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5,310(4,252) 以評價技術估算 

註：一、衍生性金融商品應依帳列會計科目分別填列。 
二、單筆衍生性商品交易帳列餘額折合新臺幣達3億元以上者，應單獨列示，並於註明該筆投
資所屬之國家別。 

三、本期評價損益係指衍生性金融商品於本年度截至當季為止，期末依公平價值評價產生之評
價損益。 

四、公平價值產生之來源請說明係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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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折現法或以評價技術估算等。 

 
 
 
 
 
 

2.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年月 一○○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

銷損失之金額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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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1.董事姓名及所具專業知識之情形： 
 
職稱 姓   名 派任日期 學          歷 經          歷 

董 事 長 曾國烈 99.5.14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 
學院公共行政碩士 

曾任行政院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銀行局局長 

常務董事 杜武林 97.6.13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EMBA 玉山銀行總經理、 
玉山金控品牌長 

常務董事 黃秋雄 97.6.13 菲律賓DE LA SALLE大學
企管博士 會計師 

常務董事 麥寬成 97.6.13 開南高商畢業 新東陽企業董事長 

常務董事 
(獨立董事) 

張林真真 97.6.13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數理統計碩士 

曾任財宏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財金資訊(股)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 柯承恩 97.6.13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管理(會計)學博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台灣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獨立董事 李吉仁 97.6.13 
美國伊利諾大學 
企業管理博士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台灣大學EMBA執行長 

獨立董事 林信義 97.6.13 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曾任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董事長、行政院副院長 

董    事 陳朝國 97.11.21 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 
企管系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董      事 吳建立 97.6.13 長榮中學畢業 上立汽車公司董事長 

董    事 李正斌
 

97.6.13 美國舊金山大學碩士 加藤實業、興南實業公司 
董事長 

董    事 李泰祺
 

97.6.13 輔仁大學企管系畢業 台火公司董事長 

董    事 侯永雄
 

97.6.13 台灣大學商學系畢業 曾任玉山金控、玉山銀行 
    總經理 

董    事 黃男州 97.6.13 紐約市立大學企研所 玉山金控總經理、策略長 

董    事 陳嘉鐘 97.6.13 台灣大學農經所 玉山金控副總經理 

 
註 1: 玉山金控於 97.6.13改派本行第 7屆董事。 

註 2: 玉山金控於 99.4.30 改派玉山銀行董事代表人，由黃永仁先生變更為曾國烈先
生，並自主管機關認可曾國烈先生銀行董事長資格之日起生效(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99.5.14金管銀控字第 09900174560號函已准予備查)。 

註 3: 黃秋雄、麥寬成、張林真真、柯承恩、李吉仁、林信義、陳朝國、吳建立、李
正斌、李泰祺、侯永雄為外部董事(未擔任經理部門職務之董事)；曾國烈、杜武
林、柯承恩、李吉仁、張林真真、侯永雄、黃男州、陳嘉鐘為專業知識董事。 

 

 

揭露-6-玉山商業銀行 



 

 

2.董事姓名及獨立性之情形： 

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及下列專業資格 
符合獨立性情形（註 2） 

    條件 

姓名 

（註 1） 

商 務 、 法

務、財務、

會計或公司

業務所須相

關科系之公

私立大專院

校講師以上

法官、檢察官、

律師、會計師或

其他與公司業

務所需之國家

考試及格領有

證書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 

商務、法

務 、 財

務、會計

或公司業

務所須之

工作經驗

1 2 3 4 5 6 7 8 9 10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董事長   曾國烈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   0 
常務董事 杜武林   ˇ   ˇ ˇ  ˇ ˇ ̌  ̌   0 
常務董事 黃秋雄  ˇ ˇ ˇ     ˇ ˇ ̌  ̌   0 
常務董事 麥寬成   ˇ ˇ  ˇ ˇ  ˇ ˇ ̌  ̌   0 
獨立董事 
(常務董事) 
張林真真 

  ˇ ˇ ˇ ˇ ˇ  ˇ ˇ ̌  ̌   0 

獨立董事 柯承恩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   1 
獨立董事 李吉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   0 
獨立董事 林信義   ˇ ˇ ˇ ˇ ˇ  ˇ ˇ ̌  ̌   1 
董事     陳朝國   ˇ ˇ  ˇ ˇ  ˇ ˇ ̌  ̌   0 
董事     吳建立   ˇ ˇ  ˇ ˇ  ˇ ˇ ̌  ̌   0 
董事     李正斌   ˇ ˇ  ˇ  ˇ ˇ ˇ ̌  ̌   0 
董事     李泰祺   ˇ ˇ  ˇ ˇ  ˇ ˇ ̌  ̌   0 
董事     侯永雄   ˇ   ˇ ˇ  ˇ ˇ ̌  ̌   0 
董事     黃男州   ˇ   ˇ ˇ  ˇ ˇ ̌  ̌   0 
董事     陳嘉鐘   ˇ   ˇ ˇ  ˇ ˇ ̌  ̌   0 

 

註 1：欄位多寡視實際數調整。 

註 2：各董事、監察人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符合下述各條件者，請於各條件代號下方空格中
打“ ”。 

（1） 非為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 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限)。 

（3） 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股
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4） 非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五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5） 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股
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6） 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
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7） 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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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8） 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9） 未有公司法第 30條各款情事之一。 

（10） 未有公司法第 27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3.董事酬金： 
單位： 新臺幣仟元 

職  稱 姓   名 酬    金 
 

說   明 
 

名單如(1)董事名冊 1,380

本行於97.6.13由玉山金控改派
子公司銀行第7屆董事。 
常務董事每人每月車馬費新臺

幣 30 仟元；董事每人每月車馬
費新臺幣 20仟元。 

 
 
 
4.持有本公司依股數排序前十名股東之姓名： 

    本公司為玉山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持有之子公司，100年6月30日玉山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數；3,510,000仟股；持有股數占已發行股數之

比例為100%；股權設質情形：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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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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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為玉山金控100%持有之子公

司，玉山金控為本行之唯一股東。

金控之股東可經由本行發言人或金

控發言人、專責股務單位，充分反

應意見；且本行網頁充分揭露聯繫

方式，股東建議均可獲妥善處理。 

(二)本行為玉山金控100﹪持有之子公

司。 

(三)本行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

火牆均有明確規範，且訂有「風險

管理政策」，作為從事各項業務時之

依循。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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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設董事15人，於2008.6.13由母

    公司指派四名獨立董事。   

    本行訂定「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 

則」，期使獨立董事對董事會及公司

營運發揮其功能。 

(二)本公司每年委託會計師事務所辦理

相關財務、稅務、內部控制查核簽 

證事宜，均提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審議該事務所專業性、獨立性及 

    公費合理性，經決議後始委託該事 

務所執行之。 

無差異 

三、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

形 

本行皆依規由專責單位建立利害關係人

名單及定期維護，並負責相關溝通事宜。 

本行之顧客均可經各營業單位、顧客服

務單位或本行網頁所揭露之各服務管

道，充分反應意見；員工之問題亦可透

過人力資源單位或行內溝通管道妥善處

理。 

本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暢通。 

無差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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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行架設網站

(http://www.esunbank.com.tw/ab

out/legal_info.info)揭露財務、

業務、及公司治理之情形。 

2.揭露資料包含財務、業務、內部控

制、投資人聯繫窗口等資訊。 

(二)業指定全盤瞭解本行各項財務、業

務且能協調各部門者擔任發言人，

充分落實發言人制度。並於公司網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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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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充分揭露發言人之聯繫方式。 

設有代理發言人，於發言人因故未

能執行職務時，得代理之，以落實

發言人制度。 

本行發言人  

姓名：杜武林   職稱：總經理 

聯絡電話：(02)2175-1313#1350 

Email：

wulin@email.esunbank.com.tw  

代理發言人  

姓名：陳美滿   職稱：副總經理 

聯絡電話：(02)2175-1313#1833 

Email：

magi@email.esunbank.com.tw 

五、銀行設置提名、薪酬或其他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一)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設置審計委員

會、公司治理暨提名委員會、薪酬

委員會及董事會策略委員會，由獨

立董事擔任召集人或參與，以落實

公司治理。 

(二)本行於2008.6.13由母公司指派四

名獨立董事，並設置審計委員會： 

1.本行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 

    2.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成，其主要運作目的如下： 

      (1)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 

立性與績效。 

(3)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4)公司相關法令及規則之遵循。 

(5)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無差異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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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依據「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落實公司治理，與該守則並無差異情形；為求增進

公司治理之成效，本行與母公司玉山金控參與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司治理制度認證，藉以

積極加強本行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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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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利

益相關者權益、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

戶政策之執行情形、銀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一)為增進董事會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並以之為董事會之
開會遵循依據。 

(二)不定期指派董事參加相關課程之進修，例如：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臺灣證券交易所等
機構舉辦之「國際會計準則(IFRS)全球實務及台灣企業因應之道」、「透過公司治理評

量善盡董監責任」、「公司併購實務作業」、「風險評估與控制作業」、「各項籌資方式規

劃」、「公司治理與證券法規」、「99年度上市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法令遵循宣導說明

會」、「企業併購中大、小股東的角色、地位與股東權益的均衡」等。 
(三)本行設置風險管理處確實執行相關風險控管政策，風險報告及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如下: 
1.信用風險 
建立系統方法以管理來自借款人、交易對手或資產組合之信用風險，包含建立適當

之信用風險控制環境、對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納入控管、建立交易對手之信用評等，

及對單一產品、單一產業或同一集團之暴險及風險集中程度之控管條件。 
2.市場風險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應對資產負債表表內及表外項目建立其因價格、匯率、利率等波

動之風險評估及控制機制。 
3.流動性風險 
評估主要資產組合及其所面臨的流動性風險，並依據個別行業特性及主管機關之規

定管理其流動性風險，另訂定流動性風險緊急應變計畫。 
        4.作業風險 
          積極建立包括各項業務之作業程序、作業權限、文件及憑證保管等控管及稽核程序。 
        5.其他風險 
          透過風險情境壓力測試、風險胃納量以及資本適足性評估等機制進行管理。 

(四)本行向來重視顧客服務品質，於公司網站提供消費者申訴管道，並於作業流程中落實
保護消費者權益。 

(五)為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並降低公司、董事及重要職員承擔之風險，本行母公司玉山 
金控業已投保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被保險人包括玉山金控公司及其從屬公司依

約之過去、現在、未來的董事及重要職員等自然人，及具有管理監督職務之受僱人，

承保範圍包括董事及重要職員之責任、公司補償保險、公司有價證券賠償請求保障，

及公司僱傭行為賠償請求保障等。 
(六)本行員工之意見可透過多重管道與各管理階層及人力資源單位反應，所有問題皆能妥
善處理，溝通管道暢通。本行每年分區舉行知識分享，讓全體員工明瞭公司願景、政

策及其他與員工相關之事項。 
        基於照顧、關懷員工本行亦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 

(七)為鼓勵股東參與公司治理，本行母公司設置專責股務處理單位，讓股東可充分反應意
見，並有專人妥善處理，溝通管道暢通，且本行相關財務、業務資訊均詳實揭露於公

司年報與網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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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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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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於2010年榮獲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公司治理制度認證。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評鑑肯定本行核心事業定義精簡明確，管理階層紀律嚴謹並落實社會責

任與社會回饋。 

 

 

 

 

 

6.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