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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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活期性存款 372,862,438 281,764,773

活期性存款比率 46.11 39.54

定期性存款 435,856,437 430,797,668

定期性存款比率 53.89 60.46

外匯存款 95,432,095 92,309,174

外匯存款比率 11.80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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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中小企業放款 123,922,597 116,354,991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1.13% 21.16%

消費者貸款 271,221,001 265,309,341 

消費者貸款比率 46.24% 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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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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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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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櫃公司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98,733 (12,159) 186,57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632,524 (311,499) 1,321,025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非上市櫃公司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472,486 (13,197) 459,289 以成本衡量

債券

政府公債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23,026,870 224,620 23,251,49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6,642,205 6,642,205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84,400 14,866 599,266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00,069 3,700 303,769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41,155 9,944 151,099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642,836 72,067 3,714,903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3,587,576 3,587,576 攤銷後成本

其他債務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71,375 (38,011) 433,364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其他

證券化商品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

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0 98,529 98,529 公平價值 評價技術估算

證券化商品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331,930 110,440 4,44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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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62 26,362 攤銷後成本

證券化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914,084 (18,089) 895,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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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96,159 12,939 189,90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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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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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51,196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15,861 (36,093)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130,234,64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95,458 143,869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111,961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8,060 7,990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3,750,00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3,716 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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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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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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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37   125,837
以成本衡

量

債券

政府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
產

702,805 (56,270) 64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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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888 (371) 412,51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

319,990 319,990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

列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

12,553,684 (230,617) 12,323,06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

1,222,510 3,642 1,22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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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763 (64,418) 850,345 攤銷後成本

無活絡市場之債
務商品投資

1,159,524 1,159,524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
產

96,608 (3,147) 9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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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7,525 (39,104) 19,688,42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

17,181,547 (28,417) (131,567) 17,02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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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2,539 5,482,539 攤銷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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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證券化商品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

337,512 (62,783) 27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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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05 7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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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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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政府公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
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

香港 412,888 (371) 412,517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之
金融資產

美國 319,990 0 319,990 攤銷後成本 　

公司債

指定公平價值變
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

美國 322,090 (12,884) 309,20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54,299 (14,172) 340,12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2,158) 319,9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986 (612) 305,37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986 (612) 305,37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805) 321,28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387) 321,70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1,768 (65) 321,70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1,224) 320,86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129) 321,96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1,095) 320,99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1,095) 320,99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台灣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台灣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台灣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澤西島 322,090 0 322,0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986 (2,754) 303,2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986 (2,754) 303,2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台灣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台灣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台灣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美國 391,004 (78) 390,9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無活絡市場之
債務商品投資

台灣 322,090 0 322,090 攤銷後成本 　

台灣 322,090 0 322,090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指定公平價值變
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

盧森堡 386,508 (155) 386,35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83,135 (193) 482,94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83,135 (725) 482,41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47,553 (1,095) 546,45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31,449 (957) 530,49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0,319 (9,824) 310,49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419) 321,67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483,135 (870) 482,26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386,508 (387) 386,12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966) 321,12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966) 321,12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483) 321,60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2,090 (644) 321,44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2,090 (258) 321,83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2,090 (709) 321,38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45,371 8,113 353,48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2,029) 320,06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2,029) 320,06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2,090 129 322,21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81) 322,00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883) 321,20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64) 322,0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0 322,0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2,090 1,514 323,60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2,995) 319,09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瑞士 314,459 (314) 314,14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548) 321,54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2,090 (641) 321,44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22,090 (322) 321,76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2,090 0 322,09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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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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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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68,77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1,854 (74,304)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99,939,229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125,691 (70,738)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425,931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276 60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8,572,157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0,602 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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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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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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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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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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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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事姓名及獨立性之情形：

    條件

姓名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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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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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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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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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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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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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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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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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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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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之顧客均可經顧客服務單位充分反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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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in
f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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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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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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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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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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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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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對董監事法律風險的影響與效應」、「2009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

營投資論壇」、「資訊科技治理現況與趨勢」、「董監內線交易之法律責任」、「公司治理、董

監權責與企業價值之創造」、「2010年資本市場發展策略」、「建立吸引亞太企業之法律架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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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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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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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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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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董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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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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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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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願景明確、企業文化務實，並由專業團隊負責經營，有助

於公司治理制度功能之發揮；重視員工之

培訓，並以建立專業誠信之經營團隊及員工為目標，可為優質的公司治理奠定重要的基礎；

董事會運作良好，審計委員會具有不同

之專業背景，有益於董事會功能的發揮及企業的經營策略規劃。

6.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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