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別資產負債表 

  



二、個別綜合損益表 

 



三、個別權益變動表 

 



四、個別現金流量 

 

 



五、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等級資訊 

 (一)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之等級資訊 

 109.12.31 

..12 
 108.12.31 

..12  帳面金額  公允價值  帳面金額  公允價值 

金融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721,865  $721,865  $714,615  $714,615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4,200,000  4,200,000  2,700,000  2,700,000 

其他金融資產 9,549  9,549  9,276  9,276 

其他公允價值與帳面        

金額相當之金融資產 69,187,674  69,187,674  65,230,852  65,230,852 

        

金融負債        

其他公允價值與帳面        

金額相當之金融負債 69,871,888  69,871,888  64,520,197  64,520,197 

 

(1) 本社估計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A. 短期金融工具以其在個別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金額估計其公允價值，因為此類商品到期日

甚近，其帳面金額應屬估計公允價值之合理基礎。此方法應用於現金及約當現金、存放央行

及拆借銀行同業、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B. 其他金融工具(受限制資產)以帳面金額估計其公允價值，係因預計未來收取之金額按市場利

率折現之現值近似於帳面金額，故其帳面金額應屬估計公允價值之合理基礎。 

 

C. 貼現及放款暨存款及匯款所收付金因皆為附息之金融工具，且多為浮動利率，故其帳面金額

與目前之公允價值相近。催收款之帳面金額係減除備抵呆帳後之預計收回金額，故均以帳面

金額為公允價值。 

 

D.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因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以此市場價格為公允價值。 

 

E.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如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則以市場價格為公允價值；如無市場報價供

參，則採評價方法估計或使用交易對手報價。 

 

F. 其他金融資產項下之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持有未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於櫃買中心櫃

檯買賣之權益投資工具且未具重大影響力，因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其價值評估差異甚

大，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故以成本衡量。 

 

(2)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之等級資訊： 

本社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衡量之三等級定義如下： 

A. 第一等級係指金融工具於活絡市場中，可取得相同金融工具之公開報價者。活絡市場係指

符合下列所有條件之市場： 

(A)在市場交易之工具具有同質性； 

(B)隨時可於市場中尋得具意願之買賣雙方； 

(C)價格資訊可為大眾取得者。 



 

B. 第二等級係指除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以外之可觀察價格，包括直接(如價格)或間接(如自價格

推導而來)自活絡市場取得可觀察投入參數者。 

 

C. 第三等級係指衡量公允價值之投入參數並非根據市場可取得之資料者(不可觀察之投入參

數，例如：使用歷史波動率之選擇權訂價模型，因歷史波動率並不能代表整體市場參與者

對於未來波動率之期望值)。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工具項目 

109 年 12 月 31 日 

合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股票投資 $721,865 $721,865 $- $-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工具項目 

108 年 12 月 31 日 

合計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資產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股票投資 $714,615 $714,615 $- $- 

 

(3) 本社於民國一○九及一○八年度並無公允價值任何層級移轉之情形。 

 

(4) 衡量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所採用之評價技術及假設： 

本社所持有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因係於活絡市場交易之金融資產，其公允價值係參照市場報價

決定。 

  



六、資產品質 

(一)逾期放款 

        

年月 109 年 12 月 31 日 

業務別＼項目 
逾期放款

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企業金融 
擔保 $- $3,652,769 - $171,333 - 

無擔保 - 411,500 - 21,393 - 

消費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 26,257 36,218,737  0.06 1,167,020 4,444.61 

小額純信用貸款 3 286,302 - 20,590 686,333.33 

其他 
擔保 - 8,650 - 406 - 

無擔保 - - - - - 

放款業務合計 $26,260 $40,577,958  0.06 $1,380,742 5,257.97 

 

                                          

年月 108 年 12 月 31 日 

業務別＼項目 
逾期放款

金額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企業金融 
擔保 $1 $3,298,142 - $163,747 16,374,700 

無擔保 - 433,874 - 25,343 - 

消費金融 

住宅抵押貸款 7,249 34,324,330  0.02 1,118,722 15,432.78 

小額純信用貸款 5 282,637 - 18,632 372,640 

其他 
擔保 - 18,986 - 943 - 

無擔保 - - - - - 

放款業務合計 $7,255 $38,357,969  0.02 $1,327,387 18,296.17 

                                                 

(二)本社免列報逾期放款或逾期應收帳款：無此事項。 

 

 

 

 

 

 

 

 

 

 

 

 



七、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9.12.31 108.12.31 

授信金額 比率% 授信金額 比率% 

利害關係人授信 

 

 $670,016 1.65  $679,785 1.77 

股票質押授信 $- - $- - 

授信行業集中情形       

  製 造 業 

水 

$124,529 0.31 $111,383 0.29 

  營 造 業 

 

 

717,963 1.77 451,579 1.18 

  商    業 230,297 0.57 519,115 1.35 

  運輸、倉儲及通訊業 11,391 0.03 17,900 0.05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2,960,153 7.30 2,522,042 6.58 

  其他行業 33,668 0.07 110,000 0.28 

  個    人 36,499,957 89.95 34,625,950 90.27 

合    計 $40,577,958 100.00 $38,357,969 100.00 

 

 

八、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 

                               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 

項    目 1 至 30 天(含) 31 至 90 天(含) 91 至 180 天(含) 181 天至 1 年(含) 1 年以上 合  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8,207,195 $8,399,158 $7,507,102 $20,692,062 $28,469,275  $73,274,792 

利率敏感性負債     5,990,169 8,013,231 10,222,758 23,049,237 22,384,783  69,660,178 

利率敏感性缺口 $2,217,026 $385,927 $(2,715,656) $(2,357,175) $6,084,492  $3,614,614 

淨值  $5,076,281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05.19%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71.21% 

 

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項    目 1 至 30 天(含) 31 至 90 天(含) 91 至 180 天(含) 181 天至 1 年(含) 1 年以上 合  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5,857,663 $8,187,070 $8,511,455 $18,342,712 $27,108,443  $68,007,343 

利率敏感性負債     5,845,064 7,706,790 9,945,229 21,640,675 19,188,027  64,325,785 

利率敏感性缺口 $12,599 $480,280 $(1,433,774) $(3,297,963) $7,920,416  $3,681,558 

淨值  $4,971,787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05.72%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74.05% 

 



九、獲利能力 

  109 年度 108 年度 

資產報酬率 稅前 0.37% 0.42% 

 稅後 0.30% 0.34% 

淨值報酬率 稅前 5.34% 5.84% 

 稅後 4.39% 4.77% 

純益率  32.70% 34.04% 

 

註：一、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三、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四、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度損益金額。 

 

 

十、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1)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轉投資事業股票之金額達新臺幣三仟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

之五以上：無。 

(2) 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三仟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3) 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臺幣三仟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4) 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臺幣三仟萬元或上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百分之五以上：無。 

 

 

 

 

 

 

 

 

 

 

 

 

 



十ㄧ、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本社於民國一○九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如下： 

 

距 到 期 日 剩 餘 期 間 金 額 

109.12.31 合  計 0 至 10 天 11 至 30 天 31 至 90 天 91 至 180 天 181 天至 1 年 超過 1 年以上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76,244,467 $5,299,821 $4,402,015 $8,399,476 $7,507,129 $21,097,062 $29,538,964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85,081,571 2,126,595 4,963,097 9,935,928 13,050,839 27,382,238 27,622,874 

期距缺口 $(8,837,104) $3,173,226 $(561,082) $(1,536,452) $(5,543,710) $(6,285,176) $1,916,090 

 

距 到 期 日 剩 餘 期 間 金 額 

108.12.31 合  計 0 至 10 天 11 至 30 天 31 至 90 天 91 至 180 天 181 天至 1 年 超過 1 年以上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70,705,788 $3,616,980 $3,492,441 $8,187,266 $8,511,456 $18,667,712 $28,229,933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78,788,615 2,037,741 4,817,022 9,450,655 12,540,382 25,618,711 24,324,104 

期距缺口 $(8,082,827) $1,579,239 $(1,324,581) $(1,263,389) $(4,028,926) $(6,950,999) $3,905,829 

 

  



十二、資本適足性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分析項目 
 109.12.31  108.12.31 

自有 

資本 

股金 $ 1,190,047 $ 1,203,339 

其他第一類資本 3,337,579 3,226,956 

第二類資本 795,576 764,484 

自有資本 5,323,202 5,194,779 

風險性 

資產 

信用風險 35,587,349 33,739,836 

作業風險 1,007,738 1,000,013 

市場風險 513 513 

風險性資產總額 36,595,600 34,740,362 

資本適足率 14.55% 14.95%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12.37% 12.75% 

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 2.17% 2.20% 

槓桿比率 6.26% 6.50% 

權益占總資產比率 6.76% 7.14% 

股金占總資產比率 1.59% 1.73% 

 

註：1、本表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額應依「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及「信用合

作社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簡易標準法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之規定填

列。 

  2、本表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 自有資本＝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第二類資本。 

(2) 風險性資產總額＝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作業風險＋市場風險）之資本計提×12.5。 

(3) 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4) 第一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5) 第二類資本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第二類資本／風險性資產總額。 

(6) 槓桿比率=(股金+其他第一類資本)/調整後平均資產（平均資產扣除第一類資本「商譽」項目）。 

(7) 權益占總資產比率＝權益／總資產。 

(8) 股金占總資產比率＝股金／總資產。 

 

十三、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無。 



十四、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單位：新臺幣仟元，股

主要營業 期末持股 投資帳面

項目 比例 金額

金融相關事業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公司 台北市 金融業 0.27% 721,865$     -$             35,472,491     -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台北市 金融業 6.25% 6,290           -               62,900            -                   

台灣合作社聯合社 台中市 金融業 6.25% 3,259           -               37,801            -                   

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

被投資公司名稱 所在地

區

本期認列之

投資損益
現股股數 擬制持股股數 備註



十五、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之餘額佔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9年 12月 31日 108年 12月 31日 

活期性存款 31,252,721  25,887,204  

活期性存款比率 44.90  40.28  

定期性存款 38,349,617  38,386,145  

定期性存款比率 55.10  59.72  

 

十六、社員存款、準社員存款及非社員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9年 12月 31日 108年 12月 31日 

社員存款 39,843,158 38,239,013 

社員存款比率 57.25% 59.49% 

準社員存款 1,490,892 880,627 

準社員存款比率 2.14% 1.37% 

非社員存款 28,268,288 25,153,709 

非社員存款比率 40.61% 39.14% 

說明：社員存款比率＝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準社員存款比率＝準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非社員存款比率＝非社員存款÷全社存款總餘額   

 

 

 

 

 

 

 



 

十七、社員放款、準社員放款及非社員放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9年 12月 31日 108年 12月 31日 

社員放款 36,112,442 34,129,462 

社員放款比率 89.00% 88.98% 

準社員放款 4,063,717 3,732,016 

準社員放款比率 10.01% 9.73% 

非社員放款 401,799 496,491 

非社員放款比率 0.99% 1.29% 

  
  

 說明： 社員放款比率＝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準社員放款比率＝準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非社員放款比率＝非社員放款÷放款總餘額。   

 

十八、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9 年度  108 年度 

資       產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存放銀行同業  $24,893,930  0.87  $23,901,284  1.06 

政府公債  -  -  15,291  5.98 

可轉讓定期存單  3,683,836  0.37  4,016,712  0.49 

放款(不含催收款項)  39,099,968  1.91  36,158,388  2.14 

         

  109 年度  108 年度 

負       債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同業融資  $5,162  0.10  $-  - 

活期存款  4,972,317  0.04  $3,809,952  0.06 

定期存款  38,271,063  0.88  37,800,017  1.04 

儲蓄存款  22,389,246  0.08  20,454,203  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