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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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活期性存款 281,764,773 228,737,689 

活期性存款比率 39.54 36.45 

定期性存款 430,797,668 398,769,965 

定期性存款比率 60.46 63.55 

外匯存款 92,309,174 66,629,581 

外匯存款比率 12.95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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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中小企業放款 116,354,991  138,173,986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1.16% 24,58% 

消費者貸款 265,309,341  275,781,726  

消費者貸款比率 48.24% 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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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1-玉山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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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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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664,969 17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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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691(652,734) 1,13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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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86 (6,133)466,353 以成本衡量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124,064(922) 1,123,142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3,614,170417,541 24,03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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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0,230 6,750,230 攤銷後成本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435,16889,242 2,524,410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金融債券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00,1192,939 30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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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18455,808 1,414,992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441,20677,534 4,518,740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公司債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3,953,461 3,953,461 攤銷後成本  

債券 

其他債務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39,275(50,913) 68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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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9,727 149,727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351,5371,901 4,353,438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56,650 56,650 攤銷後成本  

證券化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4,682,769 4,682,769 攤銷後成本  

結構型商品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00,0002,657 502,657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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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金融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9,561,7841,041 19,56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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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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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151,338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69,729(34,804)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67,836,429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15,085(197,381)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12,56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299 (1,299)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7,950,00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5,747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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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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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於集中或
店頭市場交
易者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128,168    128,168 
以成本衡
量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50,008(101,123) 44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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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9861,104 42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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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56 65,756 攤銷後成本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9,511,321(226,995) 9,284,3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23,525(41,211) 1,38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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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909 (65,756)1,098,153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1,183,608 1,183,608 攤銷後成本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67,559(7,042) 1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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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7,805(4,509) 14,853,29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9,838,997(76,185)(145,891)9,61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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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7,704 6,087,704 攤銷後成本  

債券 

金融債券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328,780 328,780 攤銷後成本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44,522(107,753) 23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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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289 48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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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變動列入
損益之金融
資產 

香港 422,986 1,104 424,09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美國 328,780 (16,439) 312,34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61,658 (18,083) 343,57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658) 328,1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12,341 (2,452) 309,88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12,341 (2,452) 309,88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8,780 (9,863) 318,91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8,780 (9,863) 318,91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8,780 (164) 328,61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8,780 (773) 328,00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8,451 (444) 328,00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8,780 (2,943) 325,83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8,780 328,7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8,780 328,7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8,780 328,7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12,341 (1,562) 31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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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 312,341 (1,562) 31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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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126 40 399,16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328,7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8,780 (1,480) 327,30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8,780 (493) 328,28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394,536 (79) 394,45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93,170 (99) 493,07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93,170 (197) 492,97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8,780 (1,250) 327,53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00,814 17,314 318,12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8,780 (7,463) 321,31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1,266) 327,51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1,118) 327,66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9,863 338,64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58,926 (335) 558,59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42,487 (217) 542,27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6,972 (10,340) 316,6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8,616 32 328,64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493,170 (838) 492,3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394,536 (79) 394,45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8,780 (82) 328,69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8,780 (460) 328,32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8,780 (2,499) 326,28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1,315) 327,46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52,544 8,987 361,53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99) 328,68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8,780 (12,724) 316,05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8,780 (986) 327,79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493,170 11,343 504,51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2,027 3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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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328,780 499 329,27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328,7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8,780 328,7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8,764 1,956 330,72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11,585 6,894 318,47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8,780 (13,940) 314,84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19,047 5,130 324,17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33,256 4,201 33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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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956 2,725  328,68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31,859 331,859 攤銷後成本   

澳洲 335,249 335,249 攤銷後成本   

債券 

金融債券 

持有至到

期金融資

產 英國 328,780 328,780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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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493,170 493,17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8,780 328,78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8,780 328,78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493,170 493,170 攤銷後成本   

美國 672,325 672,325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31,873 331,873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8,780 328,780 攤銷後成本   

澳洲 328,780 328,78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8,780 32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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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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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69,626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74,941105,698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31,663,457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385,365(127,098)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45,705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740 1,740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6,451,80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6,733(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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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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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年月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

銷損失之金額 
無此情事發生 無此情事發生 

註：請揭露本期及去年同期之帳列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之金額。 

 

3.特殊記載事項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仟元 

             案由及金額 
（請簡要述明案情，若有涉及人名或公司 
者，請以○○君或○○公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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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經主管機關依銀行法

第 61條之 1規定處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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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一年。 
 

 

 

 

揭露-6-玉山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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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仁 97.6.13 中興大學合作學系畢業 玉山金控、玉山銀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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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長 

常務董事 黃秋雄 97.6.13 逢甲大學會計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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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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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教授 

獨立董事 林信義 97.6.13 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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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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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金控策略長、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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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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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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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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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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永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常務董事 杜武林   ˇ   ˇ ˇ  ˇ ˇ ˇ ˇ  0 
常務董事 黃秋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常務董事 麥寬成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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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0 

獨立董事 柯承恩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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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ˇ ˇ  2 

獨立董事 林信義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2 

董事     陳朝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吳建立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李正斌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李泰祺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侯永雄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黃男州   ˇ   ˇ ˇ  ˇ ˇ ˇ ˇ  0 
董事     陳嘉鐘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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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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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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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酬金： 
單位： 新台幣仟元 

職  稱 姓   名 酬    金 
 

說   明 
 

名單如(1)董事名冊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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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幣 30 仟元；董事每人每月車馬
費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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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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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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金控為本行之唯一股東，至金控之

股東可經由本行發言人或金控專責股務

單位，充分反應意見，並於本公司網頁

充分揭露聯繫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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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指導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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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獨立董事行使職務之準繩。 

(二) 本行審計委員會均定期評核簽證會計師
之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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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之顧客均可經顧客服務單位充份反應意

見；員工之問題亦可透過人力資源單位妥善

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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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legal_inf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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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行架設英文網站並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
訊之蒐集及揭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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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公司網站充分揭露發言人之聯繫方式。 
並設有代理發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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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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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銀行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

會之運作情形 
(一)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設置公司治理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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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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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5)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無差異。

六、銀行如依據「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行依據「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落實公司治理，與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無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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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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

人之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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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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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參加相關課程之進修，例如：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等機構舉辦之「金融機構企業治理研討會」、「公司治理系列研討會」、「公司

併購與董監事法律責任」、「公司治理與風險管理」等。 

(三)本行設置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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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對同一企業、同一集團及同一產業設定授信額度及風險總額，對信用衍生性金融

商品設定交易限額等規定，並符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規定，以維持本公司優質之資產

品質。 

2.市場風險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需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規定，依不同

衍生性商品的特性，訂定其控管標準。 

3.作業風險 

本公司參照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規定控管作業風險，並定期與不定期檢視業務操作是否

符合作業規定，以及針對內稽內控之意見進行改善與追蹤。 

(四)本行向來重視顧客服務品質，並於公司網站提供消費者申訴管道，落實消費者保護政策。

(五)為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並降低公司、董監事及重要職員承擔之風險，本行母公司玉山金控

業已投保董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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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董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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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敘明其自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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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香港The Asset財資雜誌評選為「台灣區最佳公司治理」第一名，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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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金控優質的企業文化與企業願景有助公司治理，並以專業誠信

的經營團隊及完整人才培育奠下公司治理重要的基礎，而董事會設置之功能委員會與獨立董事

具有不同之專業背景，對董事會功能的發揮及玉山經營策略規劃具正面作用。 

 

 
 
 

 

 

 

 

6.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產品名稱：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ETFs業務 

     為滿足顧客資產配置之多元理財需求與規劃，特推出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

ETFs業務，ETFs交易方式簡單、具有有效分散風險及成本低廉等投資優勢，可減少顧

客選股困擾，避免看對大盤、選錯個股；賺了指數、賠了差價的情況。提供顧客在更

多樣化的金融商品中，依本身風險屬性配置適宜產品，創造資產增值機會。 

 

 

產品名稱：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債券業務 

     為滿足顧客多元資產配置之理財需求，特推出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海外債券業

務，顧客選擇性高，可依資金狀況或投資喜好，選擇適合自己資金運用的發行條件，

如固定利率、浮動利率等，提供喜愛固定收益產品之顧客資產配置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