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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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活期性存款 357,513,382 239,480,285

活期性存款比率 46.14 35.94

定期性存款 417,338,647 426,879,841

定期性存款比率 53.86 64.06

外匯存款 101,155,891 88,327,898

外匯存款比率 13.05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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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小企業放款 112,596,194 117,538,394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20.33% 21.91%

消費者貸款 268,969,796 256,993,077 

消費者貸款比率 48.56% 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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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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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06 32,764 371,170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52,374 (150,675) 1,30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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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2,316 322,387 11,514,703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6,696,028 6,69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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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806 35,892 810,698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300,094 3,862 30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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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182 48,406 1,207,588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4,441,970 101,758 4,543,728 公平價值 現金流量折現法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3,933,697 3,933,697 攤銷後成本

其他債務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71,375 (38,052) 43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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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31,295 13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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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6 4,34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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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46 42,946 攤銷後成本

證券化商品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
商品投資

3,919,375 (8,884) 3,91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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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 2,591 50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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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金融商品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578,441 3,850 7,58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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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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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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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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11,794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77,393 (26,952)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82,936,682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6,977 (143,084)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231,667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507 507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4,750,000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7,289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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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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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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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 政府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
產

702,085 (126,547) 57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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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12 1,184 414,896 公平價值 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

持有至到期日金
融資產

319,516 31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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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1,746 (391,199) 9,020,54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

1,398,145 (23,512) 1,37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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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826 (64,352) 849,474 攤銷後成本

無活絡市場之債
務商品投資

933,104 933,104 攤銷後成本

金融債券 交易目的金融資
產

96,508 (2,955) 9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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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3,875 (56,220) 14,957,65
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
之交易價格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

13,195,567 119,096 (144,268) 13,170,3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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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4,374 6,034,374 攤銷後成本

其他 證券化商
品

備供出售金融資
產

337,166 (72,355) 26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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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06 4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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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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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712 1,184 　 41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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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16 0 　 31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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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60 (16,088) 　 305,67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53,936 (17,697) 　 336,23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2,124) 　 319,63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672 (1,987) 　 303,68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672 (1,987) 　 303,68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1,760 (97) 　 321,66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1,760 (1,738) 　 320,0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1,438 (1,416) 　 320,0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1,760 (1,738) 　 320,0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1,760 (64) 　 321,69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1,760 (64) 　 321,69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1,760 (97) 　 321,66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1,760 (257) 　 321,50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開曼群島 321,760 (257) 　 321,50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672 (5,808) 　 299,86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05,672 (5,808) 　 29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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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604 (78) 　 390,5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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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債券

指定公平價值變
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

盧森堡 386,112 (154) 　 385,95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82,640 (193) 　 482,44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482,640 (1,014) 　 481,62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46,992 (1,149) 　 545,843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530,904 (1,115) 　 529,78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1,760 (7,304) 　 314,45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19,990 (10,103) 　 309,887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450) 　 321,31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482,640 (965) 　 481,67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盧森堡 386,112 (348) 　 385,76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1,448) 　 320,31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1,448) 　 320,31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965) 　 320,79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1,448) 　 320,31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1,760 (515) 　 321,24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1,760 (225) 　 321,535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1,760 (418) 　 321,34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45,017 8,087 　 353,10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2,091) 　 319,669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1,760 (2,638) 　 319,12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德國 321,760 (1,384) 　 320,37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新加坡 321,760 2,638 　 324,39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1,760 (80) 　 321,68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1,760 0 　 321,76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1,760 (3,008) 　 318,75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21,760 (1,030) 　 320,73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482,640 (5,792) 　 476,848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811 　 32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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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60 (354) 　 321,40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1,760 (354) 　 321,40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08,631 12,205 　 320,836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法國 321,760 6,550 　 328,310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美國 315,235 6,319 　 321,554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澳洲 325,266 6,936 　 332,202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英國 320,347 (276) 　 320,071 公平價值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持有至到期日之
金融資產

英國 324,150 　 　 324,150 攤銷後成本 　

澳洲 326,826 　 　 326,826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1,760 　 　 321,76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482,640 　 　 482,64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1,760 　 　 321,76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1,760 　 　 321,76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482,640 　 　 482,640 攤銷後成本 　

美國 655,572 　 　 655,572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4,179 　 　 324,179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1,760 　 　 321,760 攤銷後成本 　

澳洲 321,760 　 　 321,760 攤銷後成本 　

英國 321,760 　 　 32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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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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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

中華民國98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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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67,370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77,477 51,551 現金流量折現法

匯率有關契約 49,183,963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48,128 (89,598) 以評價技術估算

商品有關契約 318,286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939 1,808 參考最近市場之交易價格

信用有關契約 9,049,088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18,398 (4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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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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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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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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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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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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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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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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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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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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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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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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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