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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狀況
財務狀況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103 年度

104 年度

資產總額

6,463,325,341

負債總額

科

目

業主權益總額

異

金額

%

6,766,810,961

303,485,620

4.70

6,319,606,912

6,618,242,866

298,635,954

4.73

143,718,429

148,568,095

4,849,666

3.37

增減變動分析如下：
1、資產總額較上期增加3,034億8,562萬元，主要係：
(1) 現金及存拆放銀行同業減少201億6萬6千元。
(2) 存放央行增加272億8,643萬元。
(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29億1,048萬7千元。
(4) 放款增加54億9,087萬6千元。
(5) 基金及長期投資增加2,776億4,020萬4千元。
(6) 不動產及設備增加47億3,516萬元。
(7) 本期所得稅資產增加47億4,625萬元。
(8) 其他項目增加65億9,725萬3千元。

2、負債總額較上期增加2,986億3,595萬4千元，主要係：
(1) 銀行同業存款減少66億元。
(2) 存款及匯款增加2,708億6,414萬9千元。
(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74億6,575萬元。
(4) 保險負債增加456億5,500萬1千元。
(5)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減少66億9,761萬2千元。
(6) 其他項目增加28億8,016萬6千元。

3、權益總額較上期增加48億4,966萬6千元，主要係：
(1) 股本增加250億元。
(2) 資本公積減少207億元。
(3) 保留盈餘增加73億944萬6千元。
(4) 其他權益減少67億5,97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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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結果
（一）最近2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經營狀況比較分析表
項

目

102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3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

285,842,788

286,521,187

678,399

0.24

營業成本

240,798,614

244,440,682

3,642,068

1.51

營業毛利

45,044,174

42,080,505

（2,963,669）

（6.58）

營業費用

31,814,072

28,573,741

（3,240,331）

（10.19）

營業利益

13,230,102

13,506,764

276,662

2.09

營業外收入

162,881

171,123

8,242

5.06

營業外費用

104,165

110,163

5,998

5.76

13,288,818

13,567,724

278,906

2.10

1,294,336

1,960,030

665,694

51.43

11,994,482

11,607,694

（386,788）

（3.22）

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
本期淨利

增減變動分析如下：
1、營業收入較上期增加6億7,839萬9千元，主要係：
(1) 郵務收入增加1億2,164萬4千元。
(2) 利息收入增加18億9,171萬2千元。
(3) 保費收入增加20億8,691萬9千元。
(4) 投資淨損益減少35億5,963萬1千元。
(5) 其他項目增加1億3,775萬5千元。

2、營業成本較上期增加36億4,206萬8千元，主要係：
(1) 利息費用增加32億2,838萬元。
(2) 保險賠款與給付減少1,122億6,572萬3千元。
(3) 保險負債準備淨變動增加1,125億7,940萬6千元。
(4) 其他項目增加1億5千元。

3、營業外收入較上期增加824萬2千元，主要係賠償收入增加所致。
4、營業外費用增加599萬8千元，主要係什項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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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業務營運目標與其依據
本年度業務營運目標係參酌前一年度業務實績、目前業務推行實況，並預測未
來發展趨勢予以釐訂。請參閱第11頁，營業報告書之二、105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三）營運目標。

（三）因應措施
請參閱第11頁，營業報告書之二、105年度營業計畫概要（二）經營政策。

三、現金流量分析
（一）103、104年度流動性分析
103 年度

項目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現金流量滿足率

104 年度

增減數

-65.31%

14.13%

79.44%

93.33%

-124.62%

-217.95%

3598.46%

-191.09%

-3789.55%

（二）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期初現金及約
當現金餘額

214,827,770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計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淨現
金流入（出）
量

預計全年來自
投資、籌資活
動淨現金流入
（出）量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452,906,044

(353,663,485)

314,070,329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融資計畫

理財計畫

無

無

1、營業活動：主要係預計本期淨利及調整非現金項目，致產生淨現金流
入。
2、投資活動：主要係預計增加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等，致產生投資活動
淨現金流出。
3、籌資活動：主要係預計發放現金股利，致產生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4、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5、本表係依本公司105年度行政院核定預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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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情形：
（一）本公司轉投資下列4家公司：
1、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104年度止，該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29億7,088萬元，發行股數為2億
9,709萬股，本公司持有股數為222萬8,154股，股權持有率為0.75％。該公司
預計本年度發放每股現金股利2元，股票股利0.25元，本公司可獲配現金股利
約新臺幣446萬元，股票股利約5萬5,703股。

2、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104年度止，該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1億元，發行股數為1,000萬股，本
公司持有股數為400萬股，股權持有率為40％，本年度依權益法認列長期股
權投資利益新臺幣2,325萬元。

3、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104年度止，該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52億2,000萬元，發行股數為5億
2,200萬股，本公司持有股數為593萬7,750股，股權持有率為1.14％。該公司
預計本年度發放每股現金股利2.4元，本公司可獲配現金股利約新臺幣1,425
萬元。

4、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104年度止，該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6億元，發行股數為6,000萬股，本
公司持有股數為240萬股，股權持有率為4％。該公司104年度尚有虧損待彌
補，無盈餘可供分配。

（二）中華快遞公司公股代表各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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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任現職日期

代理
董事長

范福楨

陸軍財務經理學校

前中華郵政公司副處長

105.03.02

董事

江瑞堂

臺灣大學法律系

中華郵政公司副總經理

105.02.26

董事

王淑敏

泰國亞洲理工學院
電子計算機碩士

中華郵政公司副總經理

104.05.22

董事

李甘祥

淡江大學化學工程系

臺北郵局經理

101.08.31

董事

薛門騫

銘傳大學管理學碩士

中華郵政公司處長

105.01.16

目前兼職情形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
院董事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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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管理事項
（一）各類風險之定性及定量資訊
1、信用風險管理制度
項

目

內

容

信用風險策略、目標、政策與流程

本公司訂有「信用風險管理要點」以控管債務人信用遭降評或無法清償、交易
對手無法或拒絕履行義務之風險，除要求各項資金運用之交易對手及發行者信
評均須達一定等級以上，並針對各交易對手、發行者及國家信用評等等級設定
額度分級管理，定期檢視評估交易對手、發行者之信用狀況與曝險金額，隨時
檢討調整交易限額。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公司設置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董事長 ( 兼召集人 )
、總經理、副總經理、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風控長、法遵長
及單位主管，定期召開會議，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檢視本公司整體信用
風險曝險情形。另置風險管理單位負責公司日常風險之監控、衡量及評估等執
行層面之事務，獨立於業務單位之外，協助公司高階管理階層制定相關決策。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
點

本公司風險管理單位就信用部位之交易，估計其信用曝險金額、信用違約率、
違約損失率，以衡量預期信用損失，並定期將壽險房貸業務及關係人放款、存
拆放金融同業及債權證券投資等信用風險概況製成信用風險管理報告，提報風
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
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
性之策略與流程

本公司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不動產抵押借款，訂有嚴格信用評估及作業要點規
範，借款金額均在擔保品鑑估值範圍內核貸撥付。客戶違約時，本公司會強制
執行其擔保品或其他擔保之權利。為分散投資各項金融商品之信用風險，避
免集中轉存、拆放少數金融機構，及避免集中買入少數發行公司或金融機構發
行、承兌或保證之債券、票券，本公司均按其信用狀況分別設定承作額度分級
管理。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本公司不適用法定資本計提。

2、資產證券化風險管理制度
項

目

內

容

資產證券化管理策略與流程

（1） 本公司對於資產證券化商品，並未擔任創始銀行，僅進行投資。
（2） 本公司對於資產證券化商品之投資，其管理策略及流程係依本公司「郵政
資金運用管理及作業辦法」規範辦理。

資產證券化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公司非創始銀行之角色，資產證券化商品之投資業務可能產生之風險（含信
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及作業風險），則依各類風險管理
相關組織及架構進行控管，均依本公司之風險管理制度與陳報機制運作。

資產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本公司對於資產證券化商品之投資，均事前依投資相關規範評估風險與收益，並
定期評估損益，提出相關風險報告，陳報高階主管、風險管理委員會與董事會。

資產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本公司未擔任創始銀行。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之方法

本公司不適用法定資本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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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業風險管理制度
項

目

內

容

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
流程

本公司訂有「作業風險管理要點」，以落實作業風險之管理，確保公司健全經營，並訂定完整
之內部控制制度規範及相關業務管理辦法，以作為各業務進行之遵循依據。另因應公司經營政
策及處理程序改變，適時調整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
架構

本公司設置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兼召集人）、總經理、副總經
理、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風控長、法遵長及單位主管，定期召開會議，並得
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負責檢視本公司作業風險曝險情形。
本公司由各業務單位副主管負責單位內部之風險管理工作，並負責督導單位成員相互查核業務
實際執行情形，並由獨立的風險管理單位負責溝通與協調公司內風險管理相關事宜，以有效掌
握並即時控制公司所面臨的重大風險，協助公司高階管理階層制定相關決策。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擬訂年度風險管理工作計畫，內容涵蓋從事業務可能產生之風險、降低風險之方案、風險發生
時之解決方案、並訂定量化指標，按季提報執行情形至風險管理委員會。另有關作業風險損失
事件均定期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
與流程

本公司已建立內部稽核制度、儲金匯兌及簡易壽險業務法令遵循制度及自行查核制度，以維持
有效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運作，由稽核單位查核並定期評估各單位辦理自行查核之績效，確保
各項作業均依規定辦理，以遏止作業缺失之發生，降低作業風險。
另針對作業風險事件可能導致之業務危機，本公司已訂定「儲匯及壽險業務經營危機應變措
施」，明確訂定發生經營危機時，各層級單位應採行之應變措施，以降低可能產生之衝擊。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
之方法

本公司不適用法定資本計提。

4、市場風險管理制度
項

180

目

內

容

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
流程

本公司訂有「市場風險管理要點」以控管持有之金融資產可能面臨之市場風險。對各項金融商
品交易皆訂有作業規定，規範各項資金運用商品種類、交易限度與授權額度等權責；並審慎衡
酌國內外產業經濟發展，研訂各項金融商品擬買賣報告書。
另訂有「利率風險管理作業要點」，以因應經濟及金融環境之變化，消除利率波動所引起之風
險，並按月編製「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藉由控管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以有效
管理本公司之利率風險。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
架構

本公司設置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董事長（兼召集人）、總經理、副總經
理、經營策略設計委員會專任副主任委員、風控長、法遵長及單位主管，定期召開會議，並得
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負責審訂公司整體資金運用之市場風險容忍度、各作業單位個別之風險
值限額，及檢視本公司市場風險曝險情形。
本公司風險管理單位負責蒐集市場風險管理資料，檢討分析公司整體資金運用之市場風險容忍
度、各作業單位個別之風險值限額，及監控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
確實遵守法令規範。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公司市場風險衡量係以 99% 之信賴水準，計算現有交易組合 10 個營業日之市場價格變動為
市場風險值（VaR），並訂定投資組合風險值控管指標為市場風險值（10 天，99%）占風險值
限額比（λ 值），再透過風險燈號（紅燈、黃燈及綠燈）進行管控。風險管理單位定期檢視
並監控風險限額運用情形及陳報高階主管、定期將市場風險報告提報風險管理委員及董事會，
其內容包括：市場風險曝險概況、風險值限額使用比率、利率風險概況、流動性缺口、衍生性
商品避險效果及各項投資法規限額比率等資訊。

追求卓越．全民信賴

項

目

內

容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
具持續有效性之策略
與流程

本公司從事以避險為目的之衍生性商品交易，其承作遠期外匯、換匯合約、國內股價指數期貨
及台股指數選擇權，均以避險為目的。
本公司訂有「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處理程序」及「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注意事項」，
強化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前，明訂得從事交易相對人、種類、授權
額度、全部及個別部位限額，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定期評估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與被避險項目之相關性，適時調整避險策略，並按週評估避
險策略之執行成果陳報總經理，及定期提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行
之方法

本公司不適用法定資本計提。

5、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為落實流動性風險之管理，以確保公司之健全經營，訂有「流動性風險管理
要點」，資產以現金存放央行及存拆放銀行同業為主，變現性或流動性較高，風險
管理單位定期控管現金流量缺口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1）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104年12月31日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 計
0-30 天

31-90 天

91-180 天

181 天 -1 年

1 年以上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5,928,572,244

1,794,261,900

581,176,886

685,795,078

788,532,230

2,078,806,150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5,959,777,598

352,104,353

676,102,675

804,026,949

1,717,633,062

2,409,910,559

期距缺口

-31,205,354

1,442,157,547

-94,925,789

-118,231,871

-929,100,832

-331,104,409

註：本表係總公司及各級郵局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及壽險業務）之金額。

（2）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美金千元

104年12月31日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 計
0-30 天

31-90 天

91-180 天

181 天 -1 年

1 年以上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1,104,826

1,104,826

－

－

－

－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159

159

－

－

－

－

期距缺口

1,104,667

1,104,667

－

－

－

－

註：本表係總公司及各級郵局合計美金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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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三）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四）銀行形象改變對銀行之影響及因應措施：無
（五）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無
（六）擴充營業據點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無
（七）業務集中所面臨之風險
本公司目前授信與投資相關業務均依據「郵政資金運用管理及作業辦法」辦理，並於
限額規範內執行。

（八）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無
（九）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銀行及銀行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持股
比例超過百分之一以上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
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存款人或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
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無
（十）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為百分之百政府股權之國營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營運均依據主管機關之法令政
策，每年訂定各項年度工作計畫及年度風險管理工作計畫，各單位應按季填報相關計
畫之執行情形，確保各項業務均能符合所訂定之管理目的，以降低營運風險。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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