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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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109年度 110年度
差   異

金額 %

資產總額  7,471,015,740  7,687,050,666  216,034,926 2.89 

負債總額  7,258,055,217  7,455,766,255  197,711,038 2.72 

權益總額  212,960,523  231,284,411  18,323,888 8.60 

增減變動分析如下：

1.資產總額較上期增加 2,160億 3,492萬 6千元，主要係

　( 1 )  現金及存拆放銀行同業減少 202億 7,106萬 9千元。

　( 2 )  存放央行增加 97億 8,861萬 4千元。

　( 3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 42億 8,555萬 6千元。

　( 4 )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 10億 4,502萬 5千元。

　( 5 )  應收款項減少 12億 7,101萬 4千元。

　( 6 )  本期所得稅資產減少 39億 1,529萬 1千元。

　( 7 )  放款減少 44億 1,926萬 6千元。

　( 8 )  基金及長期投資增加 2,260億 8,515萬 3千元。

 ( 9 )  投資性不動產增加 15億 5,737萬 1千元。

 (10) 不動產及設備增加 36億 2,669萬 9千元。

 (11) 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 10億 3,631萬 6千元。

 (12) 其他項目增加 5億 5,946萬 4千元。

2. 負債總額較上期增加 1,977億 1,103萬 8千元，主要係

　(1) 銀行同業存款減少 28億元。

　(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48億 213萬 7千元。

　(3) 應付款項減少 60億 6,425萬 6千元。

　(4) 本期所得稅負債減少 14億 276萬 3千元。

　(5) 存款及匯款增加 1,929億 7,715萬 6千元。

　(6) 保險負債增加 45億 3,502萬 3千元。

　(7)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 163億 7,896萬 5千元。

　(8) 遞延所得稅負債減少 28億 2,143萬 9千元。

　(9) 其他項目增加 17億 1,048萬 9千元。

3. 權益總額較上期增加 183億 2,388萬 8千元，主要係

　(1) 股本增加 64億 1,000萬元。

　(2) 保留盈餘減少 13億 6,472萬 9千元。

　(3) 其他權益增加 132億 7,861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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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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09年度 110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 業 收 入 244,469,950 228,698,823 (15,771,127) (6.45)

營 業 成 本 202,880,657 181,376,707 (21,503,950) (10.60)

營 業 毛 利 41,589,293 47,322,116 5,732,823 13.78 

營 業 費 用 26,524,673 34,985,506 8,460,833 31.90 

營 業 利 益 15,064,620 12,336,610 (2,728,010) (18.11)

營業外收入 197,683 293,490 95,807 48.46 

營業外費用 202,351 113,016 (89,335) (44.15)

稅 前 淨 利 15,059,952 12,517,084 (2,542,868) (16.88)

所得稅費用（利益） 5,923,148 2,478,607 (3,444,541) (58.15)

本 期 淨 利 9,136,804 10,038,477 901,673 9.87

增減變動分析如下：

1. 營業收入較上期減少 157億 7,112萬 7千元，主要係

　(1) 郵務收入減少 3億 8,358萬元。

　(2) 利息收入減少 52億 2,913萬 6千元。

　(3) 保費收入減少 193億 2,395萬 6千元。

　(4) 投資淨損益增加 91億 4,466萬 4千元。

　(5) 其他項目增加 2,088萬 1千元。

2. 營業成本較上期減少 215億 395萬元，主要係

　(1) 郵務成本減少 1億 4,747萬 6千元。

　(2) 利息費用減少 43億 3,898萬元。

　(3) 保險賠款與給付減少 37億 9,613萬 3千元。

　(4) 保險負債準備淨變動減少 131億 284萬 8千元。

　(5) 其他項目減少 1億 1,851萬 3千元。

3. 營業外收入較上期增加 9,580萬 7千元，主要係什項收入增加所致。

4. 營業外費用較上期減少 8,933萬 5千元，主要係什項費用及聯郵過期帳支出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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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頁，營業報告書之二、（三）營運目標。

（三）因應措施：

請參閱第 9頁，營業報告書之二、110年度營業計畫概要（二）經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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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分析

（一）109、110年度流動性分析

項    目 109年度 110年度 增減數

現 金 流 量 比 率 17.93% -0.38% -18.31%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484.00% 465.83% -18.17%

現金流量滿足率 221.23% 0.00% -221.23%

（二）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 :新臺幣千元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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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融資計畫 理財計畫

381,411,119 6,297,381 16,926,556 404,635,056 無 無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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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係預計減少非流動金融資產等，致產生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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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行政院核定預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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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家公司 
1.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110年度止，該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 41億 9,865萬元，發行股數為 4億 1,986萬股，本公司持

有股數為 314萬 8,972股，股權持有率為 0.75%。（現金及股票股利尚待股東會確認。）

2.  中華快遞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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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股利尚待股東會確認。）

3.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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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萬 857股，股權持有率為 1.24%。（現金及股票股利尚待股東會確認。）

4.  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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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於 103年 9月成立，110年度尚有虧損待彌補，無盈餘可供分配。

5.  台源國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110年度止，該公司資本額為美金 1,000萬元，發行股數為 1,000萬股，本公司持有股數為 100

萬股，股權持有率為 10%。（現金股利尚待股東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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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快遞公司公股代表各項資訊
110年 12月 31日

職 稱 姓 名 學  歷 主要經歷 任現職日期 目前兼職情形

董事長 黃振忠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高階經營）碩士 中華郵政公司前處長 110.02.22

董 事 簡良璘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碩士 中華郵政公司副總經理 110.01.16

董 事 邱鴻恩 美國多明尼肯大學公共行政碩士 中華郵政公司副總經理 111.01.16

董 事 陳敬祥 臺灣大學法律系 中華郵政公司協理 108.10.14

董 事 褚秀敏 臺灣大學會計碩士 中華郵政公司專門委員 1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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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明訂各項金融商品交易之交易對手、發行者及保證機構之信用評等須達一定等
級；且依各交易對手、發行者及國家等，設定各級信用限額並分級管理。
風險管理單位負責擬訂信用風險限額，並監控風險限額運用情形及超限狀況，以掌握
信用風險曝險情形。

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公司設置風險管理單位及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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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風險管理委員會
  負責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建置及執行效能，其成員包括董事長（兼
召集人）、總經理、相關督導業務副總經理或相當層級主管、風控長及相關業務單
位主管等，每二個月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公司就資產部位之特性，估計信用曝險金額、信用違約率、違約損失率，以衡量預
期信用損失；並訂定風險限額、管理指標，以掌握交易部位之信用風險。
風險管理單位按月編製信用風險管理報告，其內容包括風險限額使用比率、壽險房貸
業務、壽險業務利害關係人放款、存拆放金融同業、金融同業轉存款及債券投資集中
度等信用風險資訊，並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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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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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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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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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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資產證券化商品可能產生之風險（含信用風險、市場
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及作業風險），均遵循本公司各類風險之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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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評
估損益，提出相關風險報告，陳報高階主管、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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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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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管理因內部作業流程、人員、系統或外部事件
造成之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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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公司設置風險管理單位及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
(1)風險管理單位
  負責溝通與協調公司內部風險管理相關事宜，以有效掌握並監控公司所面臨的重大
風險，協助公司高階管理階層制定相關決策。

(2)風險管理委員會
  負責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建置及執行效能，其成員包括董事長（兼
召集人）、總經理、相關督導業務副總經理或相當層級主管、風控長及相關業務單
位主管等，每二個月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每年由各業務單位依業務特性，審慎辨識作業流程中可能產生之風險項目，研訂具實
質管理效益之關鍵風險指標及警示值，並按季追蹤執行情形，以掌握作業風險變動情
形。
風險管理單位定期編製作業風險報告，其內容包括：風險管理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及作
業風險損失事件等資訊，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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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稽核單位查核及定期評估各單位辦理自行查
核執行情形，並依法委託會計師辦理年度內部控制制度之查核，確保各項作業均依規
定辦理，遏止作業缺失之發生，降低作業風險。
本公司已建立緊急事件危機處理作業機制及資訊系統損害應變處理等備援機制，確保
重大危機事故發生時，各項業務仍可持續運作，並將損失影響程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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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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場風險管理制度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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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管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金融資產價值發生
損失之風險。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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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單位負責擬訂市場風險容忍度及風險值限額並監控風險限額運用情形及超限
狀況，以掌握市場風險曝險情形。

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公司設置風險管理單位及隸屬董事會之風險管理委員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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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風險管理委員會
  負責檢視公司整體風險管理機制之發展、建置及執行效能，其成員包括董事長（兼
召集人）、總經理、相關督導業務副總經理或相當層級主管、風控長及相關業務單
位主管等，每二個月召開會議一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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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風險限額、管理指標，以掌握交易部位之市場
風險。
風險管理單位按月編製市場風險管理報告，其內容包括：市場風險曝險概況、風險值
限額使用比率、外匯風險概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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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提報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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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結構型商品投資之衍生性商品交易，其中承作遠期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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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處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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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落實資金流動性及市場流動性風險管理，確保公司健全經營，訂有「流動性風險管理要點」；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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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風險管理單位定期控

管現金流量缺口，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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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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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6,985,937 1,584,500,255 804,160,031 847,189,560 628,067,727 2,383,068,364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6,856,233,564 329,150,204 674,592,902 798,663,689 1,827,105,036 3,226,721,733

期  距  缺  口 -609,247,627 1,255,350,051 129,567,129 48,525,871 -1,199,037,309 -843,65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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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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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110年 12 月 31日 單位：美金千元

合  計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0-30天 31-90天 91-180天 181天 -1年 超過 1年

主要到期資金流入 753,316 753,316 — — — —

主要到期資金流出 116 116 — — — —

期  距  缺  口 753,200 753,200 — — — —

註：本表係總公司及各級郵局合計美金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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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