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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暨總經理報告

本公司為加強控管承保風險，除配合政策採取相關監理措施外，賡續透過金融

預警系統及專責輔導員制度，落實風險導向場外監控機制，有效掌握要保機構經營

資訊，並積極參與相關金融監理機關資訊交流及協調處理機制，引導要保機構健全

業務經營暨降低營運風險。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以下簡稱金融重建基金)於民國100年底結束後，本公司持

續以接管人或清理人身分處理8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保留資產，加速回收資金，並

積極辦理未結訴訟案件及不法人員追償事宜，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及國庫利益。另

本公司奉主管機關核定自民國100年起調高存款保險費率，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持續

累積中，有助於鞏固存款保險之保障基礎。

為促進國際合作及提升我國存款保險功能，本公司持續推動與各國存款保險機

構及國際金融監理機關之合作交流。除持續擔任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posit Insurers, IADI)執行理事會理事、研究準則委員會主席及亞太

回顧民國104年全球經濟情勢，受國際能源及原物料價格持續下滑影響，

全球經濟表現不如預期，整體而言，除美國景氣呈穩定復甦外，餘歐盟、

日本、中國大陸等經濟體表現仍未見起色，全球景氣仍充滿不確定性，

影響我國出口貿易、民間消費及企業投資信心。因此，如何穩定金融體

系之健全發展，以協助促進經濟成長，乃政府首要任務。本公司身為金

融安全網成員，多年來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協助完成金融改革，成功

讓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平和退出市場及改善金融機構體質，對保障存款人

權益與維護金融秩序之貢獻備受肯定。本年度繼續配合主管機關交辦事

項，協助支援保險安定基金處理二家問題保險公司接管事宜，並順利達

成任務，有助於穩定金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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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外，本年度並與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阿根廷存款保險

公司及蒙古存款保險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迄今已與16個國際同業機構建立正式合作

關係，透過國際交流以推展及分享台灣經驗，並積極參與IADI全球存款保險機制之各

項研究及訓練，有效提升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功能，並與國際接軌。

面對經濟金融環境急遽變動，日益複雜化且富挑戰性，為促進金融業穩健經營及

保障存款人權益，本公司將秉持勤事敬業精神，持續充實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強化

控管承保風險、完善要保機構退場處理機制、研修存款保險相關法制及積極宣導存款

保險，並配合主管機關監理政策及交辦任務，辦理銀行衍生性金融商品及本國銀行海

外(含大陸地區)資產暴險之監視分析，俾建立更完備之存款保險制度。

本公司於民國74 年 9 月成立迄今已逾 30 年，長期以來承蒙各界支持及全體同仁

努力，使存款保險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動，謹藉此表達謝忱，尚祈先進及各界碩彥續

予支持與策勵。

總經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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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職掌系統圖
ORGANIZATION AND DUTIES

監察人

常駐監察人

存款保險

諮詢委員會

處理經營不善要

保機構評價小組

業務處

風險管理處

清理處

特別查核處

法務處

國際關係暨

研究室

會計處

秘書室

資訊室

人事室

政風室

中區辦事處

南區辦事處

股
東
會

董
事
會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副
總
經
理

董 事 會 監 察 人

董 事 長 桂先農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董 事 林銘寬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李滿治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蘇郁卿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陳業寧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歐陽文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武令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

常駐監察人 胡亞生（中央銀行代表）

監 察 人 蕭翠玲（中央銀行代表）

 陳南吉（中央銀行代表）

董事暨監察人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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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處
掌理存款保險業務、最高保額與差別費率之規劃研究、資金運用管理、對要

保機構暨過渡銀行提供資金，以及辦理存款保險相關宣導事宜。

風險管

理 處

掌理金融預警系統、承保風險之管理、對要保機構辦理場外監控、輔導、監

管、提出警告、終止契約及協助要保機構處理擠兌事宜。

清理處

掌理問題要保機構接管、退場處理策略規劃、對併購機構或受接管之要保機

構提供財務協助、對停業要保機構存款人辦理賠付、墊付保額外債權、停業

要保機構清理及過渡銀行設立、經營、管理、處分等事宜。

特別查

核 處

掌理金融機構申請加保、要保機構保費基數正確性、電子資料檔案建置、申

報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指標資料之評估查核、行使終止要保契約及履行保

險責任前資產負債查核，以及辦理內部控制、內部稽核作業相關事宜。

法務處

掌理契約、涉訟、金融法規、存款保險相關法令之研究及追究問題要保機構

不法人員民事責任、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款民事責任追償及事證之
查核暨其他有關法律事宜。

國際關

係暨研

究 室

掌理國際合作交流、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有關事務、存款保險暨金融安全

網相關問題之研究及英語文宣等事宜。

會計處 掌理歲計、會計及審核等事宜。

秘書室
掌理機要、文書、採購、出納、財產管理、圖書管理、公共關係、會議行政

暨其他庶務事宜。

資訊室 掌理電子資料處理作業之規劃、設計、執行、管理暨其他有關事宜。

人事室 掌理人事管理暨人員培訓等事宜。

政風室 掌理政風業務有關事宜。

中區辦

事 處

掌理台中至嘉義地區要保機構經營資訊之蒐集、整理、分析與控管、輔導、

查核、處理擠兌及協助接管、賠付等相關事宜。

南區辦

事 處

掌理台南至台東地區要保機構經營資訊之蒐集、整理、分析與控管、輔導、

查核、處理擠兌及協助接管、賠付等相關事宜。

業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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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經理及各部門主管

業務委員

陳耀崑

業務委員

林鴻進

由左至右 / 前排

資訊室主任

紀慧敏

副總經理

陳聯一

風險管理處處長

鄭明慧

秘書室主任

張冠誠

特別查核處處長

葉露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業務委員

莊麗芳

由左至右 / 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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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暨研究室主任

范以端

由左至右

清理處處長

林英英
副總經理

蘇財源

政風室主任

蘇順清

業務處處長

陳冠榮

人事室主任

詹碧蓮

由左至右

會計處處長

呂麗雀

副總經理

周秀玲

南區辦事處主任

彭永輝

中區辦事處主任

陳新益

法務處處長

楊靜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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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幸福本質真
情 妥善規劃存款保險機制充分保障消費大眾的存款權益

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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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務概況
BUSINESS OPERATION

本公司為我國辦理存款保險之專責機構，成立宗旨在保障金融機構存款人權益、維護信

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為落實立法意旨，存款保險條例賦予本公司辦理存款保險、

控管承保風險、對要保機構辦理特別查核、處理問題及停業要保機構等重要職責；茲將前述重

要職責及政策性任務之年度辦理情形分述如后：

一、存款保險業務

（一） 金融機構參加存款保險情形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10條暨「金融機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審核標準」規定，本年度計有3

家新設信用部之農會成為要保機構，另有1家本國銀行因停止收受存款業務而終止要保。截至

104年12月31日止，要保機構共計397家，其中本國公營金融機構3家、民營銀行36家、外國

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29家、信用合作社23家、農會信用部281家及漁會信用部25家。

（二） 風險差別費率調整及施行情形

1. 鑑於自100年起存款保險最高保額提高為新臺幣300萬元，及本公司之一般金融保險賠款特

別準備金因配合政策與金融重建基金併用處理問題金融機構退場事宜而不足，為加速保險

賠款特別準備金之累積，強化承擔風險能力，爰研議存款保險費率調整案並奉主管機關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核定自100年起施行，要保機構存款保險費率如下：

(1)本國銀行、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保額內存款差別費率為萬分之 5、6、8、11、

15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 0.5。

(2)信用合作社保額內存款差別費率為萬分之 4、5、7、10、14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

費率為萬分之 0.5。

(3)農漁會信用部保額內存款差別費率為萬分之 2、3、4、5、6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

費率為萬分之 0.25。

2. 為使要保機構經營風險及其財務狀況更有效且即時反映於風險差別費率，本公司102年度完

成「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評估指標及權數之研修，亦將核算差別費率之風險指標之一

「風險差別費率評等系統綜合得分」之財務指標資料來源全部改採申報資料。復配合金管

會於101年11月26日修正發布「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中有關逐年提高最低

資本要求相關規定，爰據以修正差別費率之另一風險指標「資本適足率」有關銀行風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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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規定。前開修正案業經金管會於102年10月16日核定，並自103年1月1日起施

行。

3. 截至104年12月31日止，全體要保機構中，適用第一級費率者約73.2﹪，適用第二

級費率者約17.2﹪，適用第三級費率者約5.8﹪，適用第四級費率者約3.3﹪，適用

第五級費率者約0.5﹪。

基準日：104年12月31日         單位：百分比

 104年12月31日要保機構適用風險差別費率分佈圖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全體要保機構

73.2 %

17.2 %

5.8 %

3.3 %

0.5 %

本國銀行

60.5 %

34.2 %

5.3 %

0 %

0 %

農、漁會信用部

82.8  %

17.2 %

0 %

0 %

0 %

信用合作社

65.3 %

13.0 %

21.7 %

0 %

0 %

外國及大陸地區

銀行在臺分行

註：全體要保機構不含中華郵政公司；本國銀行含全國農業金庫，不含中華郵政公司。

74.5 %

15.4 %

5.2 %

4.2 %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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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高保額及保障情形

自100年起存款保險最高保額提高為新臺幣300萬元及擴大保障範圍至外

幣存款及存款利息後，依據全體要保機構申報104年12月31日之存款資料統

計，要保存款總額約39.3兆餘元，保額新臺幣300萬元以內存款約20.6兆餘

元，保額內存款占要保存款總額比率為52.5％，另受保障存戶之戶數比率為

98.3％，顯示最高保額調高為新臺幣300萬元後，已使絕大多數小額存款人受

到保障，且有效安定存款人對金融機構之信心。

（四） 積極宣導存款保險制度

1. 為向存款人宣導存款保險制度之政策性功能，本公司持續透過各要保機構

及電視、網路、廣播、宣導海報、報章雜誌、交通運輸工具等多元化方式

進行相關宣導，傳遞存款保險最高保額新臺幣300萬元暨保障範圍包括外幣

存款及利息等訊息，以加強存款大眾對切身權益及存款保險制度之認知。

2. 本年度適逢本公司成立30週年，爰於104年4月20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慶祝茶會，透過回顧影片及頒獎等系列活動，與相關主管機關、要保機

構及國外存保機構同業等各界來賓，分享30年來我國存款保險制度之發

展，以及本公司保障存款人權益及穩定金融之具體成果。

104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台東場活動 104年存款保險網路有獎徵答活動抽獎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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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管理業務

為控管承保風險，本公司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22條規定取得要保機構相關財業

務資訊，透過運作金融預警系統、實施專責輔導員制度及加強與相關金融監理機關

之監理資訊共享及協調處理機制，持續強化本公司之風險控管效能，積極扮演風險

降低者(risk-minimizer)的角色，以發揮存款保險保障存款人權益及安定金融之效益。

為提升風控效能，本公司自102年起陸續將場外監控資訊、警訊及例外管理事項

予以標準化及明確化，依要保機構風險程度施以不同的監控頻率，建立更標準化及

明確化之風險導向場外監控機制，並視金融業務風險變化動態調整。本年度主要執

行成效如下：

 (一 )針對總體經濟金融景氣變化及金融機構特殊風險業務，完成相關分析報告，

供執行個體風險監控之參考

1. 針對國內外金融環境變化狀況，編製「我國總體經濟金融概況報告」、「本國銀

行中小企業貸款及應收承購款項-無追索權概況報告」、「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概

況報告」、「本國銀行投資證券化與結構型商品統計報告」及「現金卡及信用卡

業務巿場現況報告」，作為控管承保風險之參考。

2. 配合主管機關監理政策，編製「本國銀行海外（不含中國大陸地區）資產暴險分

析報告」、「本國銀行對中國大陸地區資產暴險分析報告」、「銀行承作店頭市

本公司30週年慶祝茶會「天燈祈福」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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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衍生性金融商品分析報告」及「本國銀行大陸地區分行、子行簡明財務狀

況」，強化特定風險業務項目之監控。

(二 )運作全國金融預警系統，供執行場外監控作業之參考

1. 按月或按季產出例行性管理報表並與相關主管機關資訊交流：

本公司之金融預警系統包括申報資料(按季)評等系統、業務分析季報系統、

網際網路(每日)監控系統(監控要保機構主要業務項目)及專責輔導員系統（整

合前兩系統產出資訊）等子系統，定期(按月或按季)產出相關管理報表與相

關主管機關資訊交流。

2. 為配合政府對金融機構資訊採逐步公開揭露之政策，讓社會大眾取得要保機

構整體財務暨相關指標等資訊，按季摘錄「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業務

分析季報」部分內容登載於本公司網站及存款保險資訊季刊供大眾查閱；存

款人亦可透過本公司網站連結至相關主管機關網站取得要保機構近期公布之

財業務相關資料，有助於強化市場自律功能。

(三 )實施專責輔導員制度，落實風險導向場外監控機制

1. 本年度專責輔導員持續透過金融預警系統產生之異常警訊、金融檢查報告、

主管機關核處函令、金融監理資訊分享機制、重大偶發通報機制、會計師財

簽報告、各種公開資訊揭露等管道，廣泛搜集及分析要保機構相關財業務資

料，持續監控要保機構營運風險變化，並依要保機構風險程度，撰寫不同頻

率之經營分析報告。

偕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局長詹庭禎(右3)

及組長徐萃文(右1)拜會印尼存款保險公司

與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及阿根廷存款保險公司外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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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針對承做建築放款偏高、關聯戶放款集中或投資商品類別過於集中或

財務狀況欠佳之要保機構，持續請其按月或按季提供相關財業務資料，由專

責輔導員辦理特殊表報稽核，追蹤其風險調整或財務改善情形，並適時函請

要保機構改善相關缺失或報請主管機關督促改善。

(四 )積極參與相關金融監理機關之資訊交流及協調處理機制 

1. 本公司董事長代表參加金管會設置之「金融監理聯繫小組」會議，針對與要

保機構經營風險相關議題進行充分討論並提出建議。

2. 派員參加銀行及票券公司監理資料申報窗口小組，辦理單一申報窗口申報報

表修改及系統更動事宜，俾相關監理資訊更臻完善。 

3. 派員參加銀行公會「流動性風險分組」，協助修訂淨穩定資金比率相關規

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持續研議工作小組-第一支柱信用風險分組」，完成

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翻譯文件及法規修正；「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持續研議工作

小組-作業風險分組」，完成作業風險監理審查原則檢視及建議草案。

4. 列席農、漁會信用部主管機關召開之相關輔導會議，與其主管機關密切配

合，加強輔導農、漁會信用部之業務經營。

三、清理業務

金融重建基金處理退場之56家經營不善金融機構，於該基金100年底屆期

結束後，上開機構待處分之保留資產包括不動產、股票、授信債權及藝術品

16



等，由本公司以接管人或清理人身分續行處理。本公司依渠等資產屬性並考量

市場需求，自行或委託辦理公開標（出）售，以加速回收資金，並就經營不善

金融機構之未結訴訟案件積極辦理，以維護國庫利益。

(一 )以清理人身分賡續處理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保留資產及其他未結

事項

1. 賡續辦理高雄區中小企業銀行、中興商業銀行、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台東

區中小企業銀行、寶華商業銀行及中華商業銀行等6家停業機構之清理事宜。

該等機構經金融重建基金處理退場後，其主要營業、資產及負債已概括讓與

其他金融機構，除部分訴訟案未結、債權未收取、以退場金融機構為名義人

提存於法院之擔保金未領回及少數事項外，幾已無銀行業務或保留資產、負

債等事務待處理，足堪認定接管目的已完成，金管會爰分別於101年及103年

同意終止接管該等機構，並指派本公司為清理人辦理後續清理事宜，其中寶

華銀行於103年了結所有清理現務後，經報奉金管會核准撤銷其銀行許可，經

濟部及國稅局並於104年5月4日及5月14日分別為清理完結之登載及註銷營業

登記，清理程序已完成。

2. 本年度計收回中華銀行保留授信141,795,443元，中華銀行保留授信迄104年

底尚餘2戶2筆授信債權總額1,134,915,843元，另花企保留訴訟案，業已判決

花企勝訴確定，目前刻正查調債務人財產，如查調結果有財產將辦理後續執

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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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接管人身分積極處理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保

留資產及其他未結事項，本年度主要處理情形說明如

下：

1. 慶豐銀行保留資產處理情形：

(1)慶豐銀行保留藝術品：剩餘 13件畫作及 1件銅雕，帳

列金額 310,300元。

(2)慶豐銀行保留不動產：剩餘 2件不動產（含大台北華城

舒伯特特區土地因涉訟暫無法出售），帳面淨額

99,309,242元。 

2. 中聯信託保留資產處理情形：

(1)中聯信託持有台北金融大樓公司 (下稱台北 101)之股

權 22億 2,205萬元，佔 15.116%。台北 101股權之後

續處理，依金融重建基金第 93次管理會決議，考量國

內景氣持續回升，該公司之經營可望持續提升，爰擬視

該公司之營運及財務提升狀況，依主管機關指示適時辦

理標售處分。

(2)台北 101經 104年 6月 24日該公司股東常會決議配發

103年度現金股利每股 1.08元，中聯信託依持有股數

計算獲配發現金股利 239,981,503元，本案股利業於

本年度收訖，並返還本公司及金融重建基金代分攤款。

3. 本年度代發鳳山信用合作社社員股金57戶，金額169,000

元，截至本年底計發放37,121戶，金額472,029,500元，尚

餘8,109戶之股金25,037,206元，繼續辦理代發。

 (三 )存款保險法規及處理問題要保機構相關法律疑義因應

之研擬

1. 為建立處理問題要保機構之標準作業程序，訂定或修訂相

關作業手冊 :

為強化問題要保機構處理機制，撰寫過渡銀行作業手冊，

18



預為規劃過渡銀行設立、管理及退場等作業程序，以供必要辦理時參酌。

2. 規劃寶華銀行之清理完結後續應辦理事項及研擬法律疑義，完成國內首家停業金

融機構之清理完結程序 :

本公司以清理人身分於103年完成寶華銀行所有未結事項之處理，鑑於進行後續

清理完結及法人格註銷程序，國內尚無前例可循，且清理完結是否視為公司法之

清算完結亦有疑義，爰研擬相關意見函報金管會，請其向經濟部說明，依銀行法

第62條第4項規定，勒令停業之銀行其清理程序視為公司法之清算，故清理完結

視為公司法之清算完結，停業銀行於清理完結後，無需再進行公司法之清算程

序。本案業獲金管會同意准予撤銷寶華銀行之銀行許可，並由經濟部於104年5月

4日為清理完結之登載，順利完成主管機關指派任務，創下國內經營不善金融機

構完成清理完結程序之首例。

四、金融重建基金屆期後相關法律訴訟

(一) 本公司依「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17條規定，及金融重建

基金管理會會議決議，積極對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不法人員進行民事責任追

與蒙古存款保險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董事長桂先農獲邀參加2015國際龍獎(IDA)年會暨國際金融前瞻

論壇並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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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以彌補金融重建基金之賠付損失及符合社會公平正義。該基金於

100年底屆期結束後，有關上開不法人員之民事責任追償，由國庫

（金管會）承受，仍委託本公司繼續辦理。截至104年12月底止，提

起民事責任追償之案件計143件。

(二)  本年度內對已退場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未了結訴訟案件，計了結3

件。

五、查核業務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所賦予之查核權，本公司持續對要保機構辦理各項

法定事項查核，並對新設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辦理承保審核實

地查證作業。本年度辦理情形如下：

(一) 對新設立申請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辦理實地查證，以強化承保審

核作業，降低承保風險。本年度計辦理3家農會信用部申請加保之實

地查證，查核所發現之缺失，均督導完成改善始核准加保。

(二) 對要保機構申報之存款保險費資料，辦理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查

核，以確認資料及保費計繳之正確性。本年度計辦理53家要保機構

查核，對查核所發現之相關資料缺失，均函請受查核機構辦理改善。

參加IADI第44屆執行理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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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要保機構依法應建置之電子資料檔案，辦理建置格式及內容之正確性實地查

核，俾利於履行保險責任時，能利用電子資料檔案即時計算賠付金額。本年度

計辦理72家要保機構查核，對查核所發現之缺失，均督導受查核機構完成改

善。

(四) 對要保機構申報之風險指標資料辦理實地查核，確保申報資料之正確性，以真

實反映要保機構財、業務現況及風險，並有效控管承保風險。本年度計辦理49

家要保機構查核，對查核所發現之缺失，均函請受查核機構辦理更正。

六、資訊業務

(一) 依據行政院「網路溝通與優化政府施政政策」，開放本公司之資料集，鼓勵民

眾與企業創新加值應用。

(二) 開發「資金運用系統」ETF交易功能，包括ETF相關資料建置、買賣交易、持

有評價與損益之計算及管控報表等。

(三) 開發「單一申報窗口系統」衍生性金融商品及暴險監控功能，包括衍生性金融

商品管理、海外及大陸地區暴險情形之資料匯入、下載及管理報表等。

首長與外賓合影本公司主辦2015年IADI APRC國際研討會總經理林銘寬擔任講座

21公司業務概況



(四) 配合實地模擬演練結果，賡續增修「賠付及墊付系統」作業功能，以提升系

統效能。

(五) 將「金融機構網路監控系統」銀行類每月財務比率資料來源，由原擷取自中

央銀行改採金管會「單一申報窗口系統」。

(六) 增修「全球資訊網站」內容，包括「ODF文書格式下載」、「搜尋常用關

鍵字」、「Fat Footer設計」及「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言」等。

(七) 汰換中、南區辦事處網路伺服主機，採用具有虛擬化功能之機種，提升管理

之方便性及異地備份資料之可靠性。

(八) 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本公司防火牆與入侵偵測系統之資安監控服務，強化本公

司之資安防護機制。

參加金融穩定學院（FSI）及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ADI）合辦之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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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發展

為使業務發展能更切合金融環境之變革，蒐集並研究業務相關之最新資料，

本年度較重要之研究發展成果簡述如下：

(一 )研議存款保險與保險保障之整合機制

奉主管機關指示，研議完成「金融安全網整合保障機制之評估」。

(二 )規劃網路申報存款保險費作業程序

為簡化要保機構保費申報及繳納作業，向全體要保機構辦理意見調查，規劃

將現行要保機構每半年應寄送予本公司之保費相關書面資料，改以網路傳輸方式

辦理。

(三 )召開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 26次及第 27次會議

召開本公司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26次及第27次會議。第26次會議報告103

年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IADI)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及其評估方法之修正重

點；並研討要保機構其他應付款等負債項目是否為存款保險標的，及信託財產存

款帳戶保障及歸戶之疑義。第27次會議則探討本行支票、保付支票保障與否之疑

義及如何研修法規使其保障更為明確。

 (四 )國際研究案與相關業務 

1. IADI 國際研究案：

(1)由本公司主持者計有「公共政策目標」及「銀行倒閉處理國際準則更新」

等 2項研究計畫。

(2) 參與「問題金融機構資本重建與債權減計對存款保險及資金籌措之意涵」、

「存款保險基金目標值」、「購買與承受」、「問題信合社退場處理」及「金融

普及與創新」等 5項研究計畫。

(3)協助推動完成並發布 IADI「整合性保障制度」及「涉及銀行倒閉違法失職

與存款保險詐欺者之處理」等 2項國際準則或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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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與「IADI-BCBS有效存款保險制度核心原則檢視與更新」計畫，並擔

任核心原則更新專案小組(Steering Committee)成員，共同研修該項國際

標準，IADI業已完成修正發布並於104年1月獲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確認，列入「健全金融體系主要國際標準」。

3. 參與並推動完成IADI因應FSB要求辦理之強化準則(enhanced guidance)

報告計2項，包括：「事前籌資機制」及「一國設有數個存款保險機

構」。

(五 )專題研究及摘譯報告

1. 研究重要國際財經資訊，完成「國際組織對系統性重要銀行處理措施之

最新發展趨勢」等報告。另完成參加各項國際研討會、論壇或訓練會議

等出國報告10餘篇，並提供具體建議。

2. 配合主管機關需要，提供最新存款保險及問題金融機構處理相關資訊之

國際趨勢及各國實務作法。

3. 2010年美國制訂陶德法案，旨在有序處理經營失敗之大型、業務複雜且

具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退場，爰摘譯「陶德-法蘭克法案對美國聯邦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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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FDIC)之職掌與業務影響」及「FDIC執行陶德法案最新進展」報

告，以瞭解執行該法案之最新進展。

4. 104年8月23日~26日派員參加馬來西亞存款保險公司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研究保險公司之復原與處理並撰寫「保險公司之復原與處理國際研討會」

報告。

5. 104年10月17日~26日派員參加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舉辦之

「FDIC 101訓練課程」，研究金融機構經營不善之處理方法並撰寫「FDIC 

101訓練課程」報告。

6. 104年10月27日~31日派員參加馬來西亞存款保險公司舉辦之IADI第14屆全

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研究跨國及大型金融機構之復原及清理計畫並撰寫

「危機準備–制度安排與協調、危機溝通及緊急應變計畫」報告。

 (六 )發行「存款保險資訊季刊」

邀請專家學者撰述有關存款保險、金融機構經營管理及金融監理趨勢等專

文，分送各有關機關、要保機構、大學院校、中央民意代表、各地圖書館及文

化中心，以宣導存款保險相關知識。

參加臺灣、越南、印尼、寮國四國存保機構多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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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際交流

鑒於參與存款保險機制之國際合作有助於金融體系

之穩定，本公司自91年起，即配合政府政策，參加IADI

成為其創始會員並積極參與相關國際事務，本年度於

IADI中擔任執行理事會(Executive Council, EC)理事、研

究與準則委員會(Research and Guidance Committee, 

RGC)主席及亞太區域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為促進

國際合作及提升本公司國際能見度，104年度持續積極參

與相關國際交流活動，摘述如下：

(一 )舉辦 IADI第 13屆亞太區域委員會年會暨國際研

討會

為強化國際實質交流與合作，並提升我國在國際存

款保險領域之專業知名度，本公司於本年度4月下旬於台

北舉辦IADI第13屆亞太區域委員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暨圓桌會議主題為「問題銀行處理與危機準備之

跨國合作（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Resolution and 

Crisis Preparedness）」，計有來自美、加、法、日、

韓、新加坡等25國約100名國際專家及高階主管專程來

台參加，我國金管會、中央銀行、財政部及國發會等金

融安全網機構亦指派代表與會。

(二 )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受邀擔任國際研討會講座，

推展台灣經驗

本年度多次派員出席或主持IADI執行理事會、研究

與準則委員會、訓練與會議委員會、會員與溝通委員會

及亞太區域委員會等系列會議。此外，本公司近年來處

理問題金融機構經驗及建立完善存款保險機制，獲得國

際同業之肯定，多次邀請本公司於IADI或其他會員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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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國際研討會中擔任講座，分享台灣經驗。另與各國存款保險機

構、金融監理機關及研究機構代表，如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阿根廷

存款保險公司、日本郵儲財團及大和證券集團、越南存款保險機構及

東南亞國家中央銀行研訓中心(SEACEN)等機構，依其業務需求提供

專題訓練或資訊交流，對推廣台灣經驗並建立國際形象，甚具助益。

本公司主辦2015年IADI APRC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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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根廷存款保險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三 )持續與國際同業洽簽及續簽合作備忘錄，擴展國際關係

本年度與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Canada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CDIC 

Canada)、阿根廷存款保險公司(SEDESA, Argentina)及蒙古存款保險公司(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Mongolia, DICOM)等3家存保機構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目前本公司與國際金融安全網成員簽署MOU或

交流意向書之家數已達16家；另年度中與泰國存款保險機構、韓國資產管理公司、越南存

款保險機構及瑞士銀行與證券商存款保障機構等4家展延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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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力資源

(一 )人力結構

年底 職員人數
 職員 
平均年齡

職員教育程度

 研究所畢業  大專畢業 其他

104 152 49 39 110 3

103 156 49 35 118 3

102 156 48 35 118 3

101 155 47 35 117 3

100 153 47 32 118 3

99 155 46 34 118 3

本公司104年底各單位職員人數如下：
首長及秘書室 21人           風險管理處29人           清理處10人    
特別查核處15人     業務處12人  　             國際關係暨研究室7人        
法務處12人     會計處9人                     人事室5人       
資訊室13人     政風室2人               中區辦事處8人
南區辦事處9人

(二 )辦理專案精簡 5人並依規定回補正式職員 5人，促進人力更新暨降低用

人成本。

(三 )配合金融重建基金屆期後之相關業務逐漸完結，檢討 3名專案契約人員

人力，全數聘至 104年底不再續聘。

(四 )人員培訓

為提升員工素質暨加強員工專業知識，本年度辦理員工訓練總計2,214人

次，平均每人（含專案契約人員）參加各項專業訓練14.3次，項目如下：

1. 派員參加台灣金融研訓院、公務人員訓練班等機關舉辦之專業訓練。

2. 自辦專業訓練課程或業務研討會，由本公司資深優秀人員或外聘專家演講及

舉辦個案實例研討會。

3. 選派同仁出國研習及參加國際會議，加強與存款保險有關專題之研究。

4. 為提升同仁英、日語能力，每週舉辦1至2次英語及日語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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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內部控制

(一 )內部控制制度

1. 自100年3月3日起成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由副總

經理擔任召集人，各處室主管為小組成員，本年度

共召開3次會議，負責推動內部控制相關工作及宣

導重要措施。本年度持續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教育訓練，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修正暨維持有

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辦理內部稽核及自行評估作

業，逐級落實執行內部控制機制。

2.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第四版，已提報104年11月27

日第11屆第2次董事會通過。

 (二 )內部稽核

1. 為落實內部稽核作業，於100年8月成立內部稽核

小組，由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各處室

副科長以上同仁組成。

2. 依據行政院函頒之「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修訂本公司「辦理內部稽核作業規定」及

「內部稽核手冊」，作為執行內部稽核之依據及遵

循規範。

3. 本年度對本公司各處室辦理乙次一般內部稽核，作

成稽核報告，簽陳董事長核定，並追蹤控管各處室

辦理缺失改善情形。

4. 內部稽核小組對各處室所作成自行評估報告，進行

書面審核並追蹤改善情形；按月彙整自評結果陳報

小組召集人，並每半年彙整辦理情形，陳報董事長

核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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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部稽核主管每半年需對董事會報告內部稽核執行情形及追蹤改善進度。

6. 內部稽核小組於104年2月辦理103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整體層級自行評估彙

整作業，並將結果向董事會報告。

十一、配合主管機關執行重大金融政策部分

(一 )派員支援保險安定基金接管 2家保險公司

配合主管機關接管2家問題保險公司之政策，指派同仁協助支援保險安

定基金處理接管事宜，順利達成支援任務。

(二 ) 配合主管機關監理政策，強化特定風險業務項目之監控

依主管機關函示，受託辦理本國銀行海外及大陸地區暴險、銀行店頭衍

生性金融商品等相關風險之分析或監控作業，並定期（不定期）提供相關報

告予主管機關及辦理要保機構通報重大信用風險案件之處理與後續追蹤事

宜，協助監理並強化本公司風險控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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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信用品質真
誠 持續強化金融安全網有效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為金融機構鋪陳穩定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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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4年及103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104年及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

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

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

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

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

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

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政府相關法

令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04

年12月31日及民國103年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0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及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永輝啟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會計師公會：北市會證字第二六四一號

地  址：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三七八號六樓

電   話：(02) 2717-0515

中華民國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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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

資產

民國104年及   

董事長：

資產 附註 104年12月31日 ％ 103年12月31日 ％

流動資產

現金及存放央行 二、三、四  $ 60,814,965 82.91   $ 54,335,434 85.64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二、五 608 - - -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二、六 11,459,027 15.62 8,085,178 12.74 

應收款項 二、七 425,678 0.58 374,577 0.59 

本期所得稅資產 143,922 0.20 107,590 0.17

預付款項 14,681 0.02 16,191 0.03

短期墊款 709 - 723 -

流動資產合計 72,859,590 99.33 62,919,693 99.1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二、八 

土地 228,833 0.31 228,833 0.36 

房屋及建築 265,486 0.36 265,486 0.42 

機械及設備 73,780 0.10 92,349 0.1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094 0.02 13,799 0.02 

什項設備 26,835 0.04 26,352 0.04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小計 609,028 0.83 626,819 0.99

  重估增值-土地 66,149 0.09 66,149 0.10 

  成本及重估增值 675,177 0.92 692,968 1.09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107,275) (0.15) (102,541) (0.16)

機械及設備 (51,274) (0.07) (66,414 ) (0.10)

交通及運輸設備 (9,954) (0.01) (9,396) (0.02)

什項設備 (20,165) (0.03) (19,196) (0.03)

  累計折舊小計  (188,668) (0.26) (197,547) (0.31)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486,509 0.66 495,421 0.78 

無形資產 二、九 6,272 0.01 11,795 0.02 

其他資產

預付退休金 二 -   -  16,924   0.03

存出保證金 882 - 882 -  

存出保證品 282,100 0.38 282,100 0.44 

抵繳存出保證品  (282,100)  (0.38)  (282,100) (0.44)

其他資產合計 882 - 17,806 0.03 

資產總計  $ 73,353,253 100.00  $ 63,444,715 100.00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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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負債表

民國103年12月31日
                                                         單位  :  新臺幣千元

負債及權益 附註 104年12月31日 ％ 103年12月31日 ％

流動負債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十   $ 350,000 0.48   $ -  -  

  應付款項 十一 81,511 0.11 78,306 0.12

流動負債合計 431,511 0.59 78,306 0.12 

其他負債

  一般金融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二、十二  56,428,375 76.94  47,349,042 74.63 

  農業金融保險賠款特別準備 二、十二 4,007,204 5.46 3,690,023 5.82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二  176,720    0.24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551 0.03 25,551 0.04

  存入保證金 1,479 -    966 -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十三 1,061,502 1.45 1,070,275 1.69 

其他負債合計 61,700,831 84.12 52,136,589 82.18 

負債總計 62,132,342 84.71 52,214,895 82.30

資本 十四 10,000,000 13.63 10,000,000 15.76 

資本公積

  受贈公積 265 - 265 - 

保留盈餘

  法定公積 235,700 0.32 235,700 0.37 

  特別公積 1,000,466 1.36 1,000,466 1.58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二、五 (35) -  - -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二 8,050 0.01 16,924 0.03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調整數 (23,535) (0.03) (23,535) (0.04)

權益總計 11,220,911 15.29 11,229,820 17.70

負債及權益總計  $  73,353,253 100.00  $  63,444,715 100.00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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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損益表

民國104年及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附註 104年度 ％ 103年度 ％

營業收入

  利息收入   $ 854,564  8.56   $ 704,009  3.39 

  保費收入     9,124,236  91.44    8,968,282  43.20 

  撥入徵收收入 二    -  -     11,090,208  53.41 

  小計    9,978,800  100.00    20,762,499  100.00 

營業成本

  利息費用    716   0.01    1,456   0.01 

  承保費用    253   -    179   - 

  手續費用    361   -    209   - 

  提存特別準備 二    8,914,097   89.33    20,034,170   96.49

  小計    8,915,427   89.34    20,036,014   96.50 

營業毛利(毛損)    1,063,373  10.66    726,485  3.50 

營業費用

  業務費用    811,981   8.14    662,286   3.19 

  管理費用    57,954   0.58    57,093   0.27 

  其他營業費用    4,973   0.05    5,262   0.03 

  小計    874,908   8.77    724,641   3.49 

營業利益(損失)    188,465   1.89    1,844   0.01 

營業外收入

  賠償收入     88   -    7   - 

  什項收入     4,251   0.04    3,122   0.01 

  小計     4,339   0.04    3,129   0.01

營業外費用

  資產報廢損失     3,903   0.04    797   - 

  什項費用     188,901   1.89    4,176   0.02 

  小計     192,804   1.93    4,973   0.02 

營業外利益(損失)  (188,465) (1.89)  (1,844) (0.01)

稅前淨利(淨損)    -  -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二    -  -     -  -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  -    -  -

本期淨利(淨損)    $ -  -   $ -  -

附註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二、五 (35)    -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二 (8,874) 20,76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合計 $      (8,909) $       20,762

普通股每股盈餘   $ -   $ -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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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權益變動表

民國104年及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資本
資本

公積

              保留盈餘 累積其他綜合損益
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

調整數

總計法定

公積

特別

公積

累積

盈餘

備供出售

金融資產

未實現

評價損益

確定福利

計畫之

再衡量數

103年
1月1日
餘額

$10,000,000 $265 $235,700 $1,000,466 $      - $               - $(3,838) $(23,535)  $ 11,209,058 

103年度
淨利 - - - - - - - - -

103年度
其他綜合

損益

- - - - - - 20,762 - 20,762 

103年
12月31日
餘額

10,000,000 265 235,700 $1,000,466 - - 16,924 (23,535)   11,229,820

104年度
淨利 - - - - - - - - -

104年度
其他綜合

損益

- - - - - (35) (8,874) - (8,909)

104年
12月31日
餘額

$10,000,000 $265 $235,700 $1,000,466 $      - $          (35) $8,050 $(23,535)  $ 11,220,911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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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104年及民國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4年度  103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 -   $ -

  稅前淨利(淨損) - -

  利息股利之調整  (  853,847 )  (  702,553 )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淨利（淨損）  (  853,847 )  (  702,553 )

  調整項目    2,647,517    5,347,381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1,793,670    4,644,828 

  收取利息    767,131    578,686 

  支付利息  (  709 )  (  1,508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560,092    5,222,00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資產淨減（淨增）  (  3,374,491 )  (  5,650,617  ) 

  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減（淨增） -  (  9,520  ) 

  增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5,190 )  ( 4,763 )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3,379,681 )  (  5,664,896 )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流動金融負債淨增（淨減）    350,000  (  123,616 )

  其他負債淨增（淨減）    473,120    1,333,836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823,120    1,210,22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 3,531   $ 767,33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811,434    44,104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 814,965   $ 811,434 

(請參閱後附之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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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104年及民國103年12月31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

一、公司沿革

本公司於民國(以下同)74年9月依存款保險條例設立，設立宗旨為保障金融機構存款人權益、

維護信用秩序及促進金融業務健全發展。

 本公司為國營事業，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由財政部會同中央銀行設立，並獲財政部函准免公開

發行。額定股本為新臺幣(以下同)壹佰億元，分為壹拾億股，每股面額壹拾元，已發行股數壹拾億

股。依行政院99年8月17日院臺財字第0990102146號函自100年度起，本公司之股權管理由財政部

移撥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截至104年12月31日止，金管會及中央銀行持股比

率分別為50.95%及49.05%。主要業務為辦理存款保險、要保機構承保風險管理事宜、對要保機構

辦理特別查核、處理問題要保機構及研訂存款保險相關法令制度等，並以銀行、外國及大陸地區銀

行在臺分行、信用合作社、設置信用部之農漁會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等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為

承保對象。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一） 一般會計處理及財務報表編製基礎

本公司為國營事業，會計處理主要依據預算法、決算法、存款保險條例、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

本公司會計制度及審計部對國營事業會計事務頒布之各項法令辦理，每年決算須經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查，法令未規定者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處理，並以監察院審計部為最終之審定機關。

本公司截至103年度止之帳冊，業經行政院主計總處及監察院審計部審查完竣。103年度財務

報表係配合2013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及科目調節後之數。

（二） 金融資產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係以公平價值評價且其價值變動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

2.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係以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量。

依存款保險條例規定，本公司之資金，除備供經常費用開支及存款保險條例規定履行保險責

任、提供財務協助、成立過渡銀行及辦理墊付等用途外，應投資於政府債券、存放中央銀行或以經

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之方式運用。

（三）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凡屬交易目的性質之債券交易，依其性質列為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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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評價基礎及折舊方法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為入帳基礎，並以成本減累計折舊為帳面價值(土地除

外)，重大改良更新及擴充換置，均作為資本支出；修理及維護支出，則列為當年度費用。不

動產、廠房及設備出售或報廢時，其成本及累計折舊均自帳上沖銷。折舊係按估計耐用年

限，以平均法計算提列。

（五） 無形資產

係電腦軟體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依平均法按三年平均攤銷。

（六） 員工福利

1. 本公司事業人員之退休、撫卹及資遣依行政院核定比照適用「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

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辦理。退休金之給與，依前揭辦法第41條之1規定，於指定

適用勞動基準法(87年3月1日)後之工作年資，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計算；於適用勞動基

準法前之工作年資，係依規定計算保留年資結算給與及按月提撥公提儲金(薪資4%至

8.5%)、自提儲金(薪資3%)。本公司工員退休金之提撥，係依服務年資及退休時薪資計

算，屬確定給付之退休金。本公司專案契約人員退休金之提撥，係按渠等意願分別依「勞

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

 本公司應負擔之退休金，業經委請精算師依相關法規及2013年版國際會計準則公報第19號

（IAS19：員工福利）精算並足額提列，分別撥付本公司事業人員退休基金監督委員會、

本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存儲臺灣銀行勞工退休金專戶及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精算損益並自本年度起採轉入權益項下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示，

102年度及103年度一併調整。

2. 依104年6月19日修正施行之公教人員保險法，本公司之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離職退休，

若符合公教人員保險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得請領養老年金給付，其中屬於超過基本年金

率計得之金額(超額年金)，由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依法審定後，通知本公司按月支給被保

險人。

本公司應負擔之公教人員保險超額年金，業經委請精算師依相關法規及2013年版國際會計

準則公報第19號（IAS19：員工福利）精算，足額認列「其他負債-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精算損益並採轉入權益項下之「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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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行政院規定訂定「退休人員照護事項」，本公司退休人員退休時如年滿60歲;

或任職滿25年年滿55歲，每人每年發給三節慰問金共計6千元。

（七） 提存特別準備及稅前淨利

係依存款保險條例第5條「存保公司於每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

後之餘額，應全數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規定辦理。

（八） 資產減損

當環境變更或某事件發生而顯示公司所擁有的資產，其可回收金額低於其帳面

價值時，公司應認列減損損失。可回收金額係指資產之公平價值及其使用價值，二

者金額較高者。淨公平價值係指資產在正常交易中，經由資產之銷售並扣除處分成

本後所可取得之金額，而使用價值係指預期可由資產所產生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折

現值。

當以前年度所認列之累積減損損失之情況已不存在或減少時，則可在以前年度

提列損失金額的範圍內予以迴轉。

（九） 撥入徵收收入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第7項規定，自100年起銀行業營業稅稅款

專款撥供存款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嗣因該條稅法修正，自103年7月1日起，銀行

業營業稅稅款不再撥入本公司。

三、現金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週轉金  $ 350  $  350 

支票存款  3,552  3,909 

活期存款  1  1 

國庫存款  797,892  798,453

合計  $ 801,795  $ 80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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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放央行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支票存款  $ 13,170  $ 8,721 

自存款日起3個月以上 
到期存款

 60,000,000  53,524,000 

合計  $ 60,013,170  $ 53,532,721 

五、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股票-台灣50  $ 643  $ - 

減：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評價調整–流動

(35) -

合計  $ 608  $ -

六、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流動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債券  $ 11,459,027  $ 8,085,178 

104及103年底，利率區間皆為0.798%~2.2%。

七、應收款項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應收利息  $ 425,678  $ 37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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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4年12月31日

項目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價值

土地 $ 228,833  $ -  $ 228,833

重估增值-土地 66,149  -  66,149

房屋及建築 265,486  107,275  158,211

機械及設備 73,780  51,274  22,506

交通及運輸設備 14,094  9,954  4,140

什項設備 26,835 20,165 6,670

合計  $ 675,177  $ 188,668  $ 486,509 

103年12月31日

項目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價值

土地  $ 228,833  $ -  $ 228,833 

重估增值-土地 66,149 - 66,149

房屋及建築  265,486  102,541  162,945 

機械及設備  92,349  66,414  25,93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3,799  9,396  4,403 

什項設備  26,352  19,196  7,156 

合計  $  692,968  $ 197,547  $ 495,421 

截至民國104年及103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火險及竊盜險投保

金額分別為200,420千元及209,63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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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無形資產-電腦軟體

項目 104年度 103年度

期初餘額  $ 11,795  $ 6,270 

本期增加 - 9,520

本期減少 (5,523) (3,995)

期末餘額 6,272 11,795

十、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 350,000  $ - 

104年底之借款利率為0.４%。

十一、應付款項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應付利息  $ 7  $ - 

應付費用  3,052  2,503 

應付代收款  4,060  1,466 

應付退休金費用  8  12 

其他應付款  74,384  74,325 

合計  $ 81,511  $ 78,306 

十二、賠款特別準備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一般金融保險賠款特別

準備
 $ 56,428,375  $ 47,349,774 

農業金融保險賠款特別

準備
4,007,204      3,690,023 

合計  $ 60,435,579  $ 51,039,797 

係依存款保險條例及行政院核定之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屆期結束相關問題規劃方案(以下

簡稱金融重建基金結束規劃方案)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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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項目 104年12月31日 103年12月31日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 1,061,502  $ 1,070,275 

上開表列金額中104及103年底分別計有263,177千元及249,700千元係金融重建

基金結束規劃方案移轉予本公司繼續辦理未結事項。

十四、資本

項目 104年及103年12月31日

額定資本 10,000,000 千元

已發行普通股股本  10,000,000 千元

額定股數 1,000,000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1,000,000 千股

十五、其他

104年12月31日資產及負債總額中各有263,662千元，係金融重建基金結束規劃

方案移轉予本公司繼續辦理未結事項，帳列銀行存款163千元、存放央行263,014千

元、預付費用485千元、應付費用485千元及暫收及待結轉帳項263,177千元。

十六、或有事項

（一）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概括承受花蓮區中小企業銀行後，發現一筆未揭露負債 270

千元要求增加賠付，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同意備案，將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實際支付該筆負債後，再依金融重建基金結束規劃方案之核處原則辦理，迄

104年度結束止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尚未申請 。

（二）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及信託代理與保證負債項下列有保證品 984千元，

因屬或有性質，依規定未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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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金融特質真
實 不斷挹注創新的動能鞏固財經拓展版圖

成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最堅實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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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最近五年要保機構家數統計表

單位：家數

年度
要保機構別

104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本國銀行 39 40 40 39 38

信用合作社 23 23 24 24 25

農會信用部 281 278 277 277 277

漁會信用部 25 25 25 25 25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

在臺分行
29 29 29 26 27

合計 397 395 395 391 392

註：1. 本表基準日為各年12月31日。

        2. 本表之本國銀行含全國農業金庫及中華郵政公司。

表二  最近五年各類要保機構保額內存款比率

                                       單位：%

要保機構別
保額內存款占要保存款總額比率

104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100年

本國銀行 51.8 52.8 52.7 　53.4 53.2

信用合作社 67.1 68.3 69.4 　71.3 71.8

農會信用部 79.4 79.0 80.0 　81.0 81.6

漁會信用部 83.4 82.5 83.4 　83.3 83.4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2.4 2.4 3.0 　10.5 17.1

平均比率 52.5 53.5 53.6 　54.5 54.2

註：1.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至98年12月31日止，對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其存款人之所有存款（即存款

保險條例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存款本息）均全額保障，不受存款保險最高保額之限制，復於98

年10月宣布延長一年至99年12月31日止。配合存款全額保障措施99年12月31日屆期並恢復限額保障制

度，金管會、財政部、中央銀行爰會銜發布自100年1月1日起存款保險最高保額由96年7月1日起實施之

新臺幣150萬元提高為新臺幣300萬元。

2.  本表基準日為各該年之12月31日。

3.  本表之本國銀行含全國農業金庫及中華郵政公司。

4.  保額內存款係指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以下存款之總額，100年起保額內存款係指新臺幣300萬

元以下存款。

5.  要保存款總額，係指要保機構帳列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存款負債科目之總額，扣除可轉

讓定期存單、各級政府機關存款、中央銀行存款、金融同業存款等不保項目存款後之餘額。

重要統計資料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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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最近十年保額內存款、保險費收入暨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要保機構

保險費                  
收入

保險賠

款特別

準備金

保險賠款特

別準備金占

保額內存款

比率 %類別 家數

要保存款          
總額

保額內                    
存款

保額內存款

占要保存款

總額比率                 
%

（a） （b） （b）/（a） （c） （c）/（b）

104
一般金融 90 36,903,038 19,263,169 52.20 8,799 56,428 0.29

農業金融 307 2,349,858 1,336,231 56.86 325 4,007 0.30

103
一般金融 91 34,980,573 18,636,378 53.28 8,646 47,343 0.27

農業金融 304 2,314,523 1,299,574 56.15 322 3,690 0.29

102
一般金融 92 33,053,762 17,667,896 53.45 8,328 27,130 0.15

農業金融 303 2,243,395 1,263,214 56.31 322 3,368 0.27

101
一般金融 88 31,305,920 17,007,656 54.33 8,196 0 0

農業金融 303 2,166,797 1,230,068 56.77 324 3,054 0.25

100
一般金融 89 30,127,900 16,255,949 53.96 8,792 0 0

農業金融 303 2,093,921 1,194,099 57.03 355 2,744 0.23

99
一般金融 90

存款全額

保障

4,389 0 0

農業金融 301 302 2,507 -

98
一般金融 93 4,184 0 0

農業金融 290 291 2,395 -

97
一般金融 94 4,067 0 0

農業金融 290 301 2,293 -

96
一般金融 98 21,764,787 10,472,346 48.12 3,965 0 0

農業金融 278 1,298,495 900,009 69.31 365 2,189 0.24

95 全體 383 22,670,064 9,686,080 42.73 4,109 15,125 0.16
註：1.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至98年12月31日止，對參加存款保險之金融機構，其存款人之所有存款(即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

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存款本息)均全額保障，不受存款保險最高保額之限制，復於98年10月宣布延長一年至99年12月

31日止。前開存款全額保障措施業自100年1月1日起恢復限額保障制度。

2. 本表基準日為各該年之12月31日。

3.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6 條規定，自96年起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區分為一般金融與農業金融等二準備金帳戶。其中一般金

融係指本國銀行、中華郵政公司、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及信用合作社；農業金融係指全國農業金庫、農會信

用部及漁會信用部。

4. 保額內存款，係指要保機構每一存款人最高保額以下存款之總額，存款保險自100年1月1日起恢復限額保障，且最高

保額由96年7月1日起實施之新臺幣150萬元提高為300萬元，故96年保額內存款係指150萬元以下存款，92年至95年

則為新臺幣100萬元。

5. 存款保險費率：

（1）民國96年7月1日起，一般金融機構（指銀行及信用合作社）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為萬分之3、4、5、6、7等

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25，但自民國99年1月1日起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5。農漁

會信用部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為萬分之2、3、4、5、6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25。

（2）自100年1月1日起，銀行及信用合作社之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分別為萬分之5、6、8、11、15及萬分之 4、

5、7、10、14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5。農漁會信用部保額內存款風險差別費率仍為萬分之

2、3、4、5、6等五級；保額以上存款固定費率為萬分之0.25。

6.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本公司自91年1月起10年內，應將89年1月1日調高存款保險費率所

增加之存款保險費收入，撥付金融重建基金。

7. 因配合行政院核定金融重建基金與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合併運用機制，本公司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自96年9月起陸續

分攤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賠付款，致96年至101年一般金融機構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及該準備金占保額內存款比

率為0。

8. 政府自97年10月至99年12月31日止實施存款全額保障制度，爰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占保額內存款比率已不具意義，

故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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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最近5年重要收支項目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項目
104 103 102 101 100 

營業收入 9,979 20,762 28,053 23,626 25,346 

 利息收入 855 704 387 238 232 

 保費收入 9,124 8,968 8,651 8,520 9,147 

 撥入徵收收入  11,090 19,015 14,868 15,967 

營業成本及費用 9,791 20,760 28,045 23,522 25,341 

 提存特別準備 8,914 20,034 27,457 22,930 22,076 

 金融重建基金費用 　 　 　 　 2,650 

 利息費用 1 2 1 2 2 

 業務費用 812 662 522 523 545 

 管理費用 58 57 61 63 64 

 其他營業費用 5 5 4 4 4 

 其他支出 1 　 　 　 　

營業利益 188 2 8 104 5 

營業外利益（損失） (188) (2) (8) (104) (5)

稅前淨利 　 　        

所得稅費用 　 　 　 　 　

本期淨利 　 　 　 　 　

註：1. 表列100、101、102及103等4年依審計部審定數編列，104年依自編決算數編列。

2.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5條規定「存保公司每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餘額，應全數提存保險

賠款特別準備金」，故本期淨利無列數。

49重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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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公司年度大事紀

104.01.13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IADI於波蘭華沙舉辦之「強化IADI秘書處研究功能及其籌

資架構暨檢討IADI長期發展策略與組織架構」工作會議。

104.01.30 召開第10屆第15次董事會。

104.02.0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參事周秀玲退休後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

104.03.07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IADI於哥倫比亞波哥大舉辦之第44屆執行理事會、訓練與
會議委員會及研究與準則委員會等系列工作會議暨國際研討會。

104.03.27 召開第10屆第16次董事會。

104.04.02
本公司前董事長孫全玉先生，奉行政院核定退休後遺缺由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

心董事長桂先農擔任，並於是日舉行新、卸任董事長交接暨宣誓典禮，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儷玲監交。

104.04.20

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本公司成立30週年慶祝茶會。

本公司於台北市舉辦IADI第13屆亞太區域委員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總經理林銘寬
並擔任講座。

董事長桂先農及總經理林銘寬於年會期間與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執行長及阿根廷存

款保險公司執行長簽署合作備忘錄，正式建立雙邊合作關係。

104.05.04 經濟部登載寶華銀行清理完結，完成清理程序。

104.05.14 國稅局註銷寶華銀行營業登記。

104.05.29
召開第10屆第17次董事會。

召開104年股東常會。

104.05.30
副總經理蘇財源率員參加IADI於瑞士巴塞爾舉辦之第45屆執行理事會、訓練與會議
委員會及研究與準則委員會等系列工作會議。

104.06.15
國關室主任范以端及業務處副處長許麗真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菲律賓存款保險公司

主辦之「存款保險基金目標值」國際研討會並擔任講座。

104.06.17 召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26次會議。

104.06.25 清理處領組王梅馨獲選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4年度金融優秀人員。

104.07.18
參與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舉辦之「104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南投
場)。

104.07.24
總經理林銘寬率員赴蒙古烏蘭巴托與蒙古存款保險公司執行長簽署合作備忘錄，

正式建立雙邊合作關係。

104.07.31 召開第10屆第18次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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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04
董事長桂先農偕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局長詹庭禎率員拜會印尼金融安全網

機構。

104.08.13 本公司董事長桂先農及總經理林銘寬奉行政院核定續任。

104.08.21
董事長桂先農率員赴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杜拜參加「2015國際龍獎IDA年會」暨國際
金融前瞻論壇並擔任講座。

104.09.01
國關室主任范以端赴克羅埃西亞杜布羅夫尼克參加歐洲存款保險機構論壇(EFDI)與
克羅埃西亞存款保險暨處理問題銀行機構舉辦之EFDI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並擔任講
座。

104.09.06
董事長桂先農率員赴瑞士巴塞爾參加金融穩定學院(FSI)與IADI共同舉辦之「銀行處
理、危機管理及存款保險議題」國際研討會，並與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秘書長、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秘書長及IADI主席與秘書長等國際組織高階人員進行會談。

104.09.18 本公司103年度工作考成評列甲等。

104.09.21
副總經理陳聯一率員赴印尼雅加達參加印尼存款保險公司創立十周年慶暨「金融動

亂之處理」國際研討會。

104.09.25

召開第11屆第1次董事會。

業務處處長陳俊堅調業務委員、風險管理處副處長陳冠榮晉升業務處處長、法務處

副處長楊靜嫻晉升法務處處長，副處長遞遺職缺由國關室一等專員邱民芳調升；中

區辦事處代理主任陳新益真除，晉升中區辦事處主任；風險管理處稽核鄧麗英晉升

風險管理處副處長、業務處襄理許麗真晉升業務處副處長。

104.10.27

董事長桂先農率員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參加IADI第14屆全球會員代表大會暨國際研討
會、第46屆執行理事會、訓練與會議委員會及研究與準則委員會等系列工作會議及
國際存款保險展，並與越南存款保險機構、印尼存款保險公司及寮國存款保險機構

首長進行多邊會議。

104.11.14
參與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舉辦之「104年金融服務關懷社會園遊會」(臺東
場)。

104.11.27 召開第11屆第2次董事會。

104.12.08 本公司參與103年度政府內部控制考評結果榮獲甲等獎。

104.12.10

董事長桂先農率員赴越南河內參加越南存款保險機構舉辦之「資訊分享與差別費率

制度」國際研討會，本公司並受邀擔任4場次講座，與越南、印尼、寮國舉行圓桌
會議討論問題金融機構處理及資產處置與回收議題，並與寮國首長進行雙邊會議洽

談合作事宜。

104.12.15 召開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諮詢委員會第27次會議。

本公司年度大事紀



附錄二  存款保險制度之改進沿革

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參加方式 自由投保 1. 88年1月改採為全面投保。
2. 96年1月修正：

(1) 凡經依法核准收受存款之金融機構，均應向存保
公司申請參加存款保險。

(2)  經存保公司審核許可後為要保機構。
(3) 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參加存款保險之要保機構，不
適用前二項規定。

資本額 1.  法定資本額新
臺幣20億元

2.  實收資本新臺
幣8億5萬元

1.法定資本額於民國81年7月調高為新臺幣50億元。
2.民國84年11月調高為新臺幣100億元並收足之。

參加對象 1. 本國一般銀行
（不含中華郵

政公司）

2. 中小企業銀行
3. 信託投資公司
4. 信用合作社
5. 設置信用部之
農會、漁會

6. 外國銀行在臺
分行（外國銀

行在臺分行收

受之存款已受

該國保障者仍

為對象）

7. 其他經財政部
指定之金融機

構

1. 88年1月修正：
(1) 包括左列金融機構及中華郵政公司。
(2)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收受之存款已受該國存款保險
保障者得免參加。

2. 102年10月修正：將「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修正為
「外國及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

保險費基數 保額內存款（存

款標的負債總額

扣除不保項目存

款及超過最高保

額存款）

96年1月修正：
要保存款總額(存款標的負債總額扣除不保項目存款之
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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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保險費率 單一費率萬分之

5
1.  76年7月起調降為萬分之4。
2.  77年1月起調降為萬分之1.5。
3.  88年7月1日起改採風險差別費率，費率分為萬分之

1.5、萬分之1.75及萬分之2等3級。
4.  89年1月1日起調整為萬分之5、萬分之5.5及萬分之6
等3級。

5.  96年7月修正：
保額內存款按差別費率，保額以上存款按固定費率計

收存款保險費，費率如下：

金融機構 差別費率 固定費率

本國銀行、外國

銀行在臺分行、

信託投資公司、

信用合作社

萬分之3、4、
5、6、7等五級

原 為 萬 分 之

0.25，但自民
國99年1月1日
起，固定費率

改 為 萬 分 之

0.5。

農、漁會信用部 萬分之2、3、
4、5、6等五級

萬分之0.25

6. 99年11月修正： 
保額內存款按差別費率，保額以上存款按固定費率計

收存款保險費，並自100年1月1日起施行。另於102
年10月，將「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修正為「外國及大
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並適用同一差別費率分級規

定。費率如下：

金融機構 差別費率 固定費率

本國銀行、外國

及大陸地區銀行

在臺分行

萬分之5、6、8、
11、15等五級

萬分之0.5

信用合作社 萬分之4、5、7、
10、14等五級

萬分之0.5

農、漁會信用部 萬分之2、3、4、
5、6等五級

萬分之0.25

53存款保險制度之改進沿革



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最高保額 新臺幣70萬元 1.  76年8月15日調高為新臺幣100萬元。
2.  90年7月立法制定「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
條例」，並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該基金設置期

間所處理及已列入處理之經營不善金融機構，其存款

人之存款不受存款保險最高保額之限制。

3.  96年7月1日調高為新臺幣150萬元。
4.  政府為穩定金融體系，並強化存款人信心，爰於97年

10月宣布至98年12月31日前，對存保公司之要保機
構，其存款人之所有存款均全額保障，不受最高保額

之限制。98年10月宣布全額保障措施延長一年至99
年12月31日止。

5.  99年8月12日金管會、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會銜發布自
100年1月1日起調高為新臺幣300萬元。

保障範圍 存款本金及利息 1.  88年1月修正為限存款本金。
2.  自90年7月起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經營不善
金融機構，其存款本金及利息均受保障。

3.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在98年12月31日前，存款全額
保障範圍包括存款本金及利息。

4.  98年10月宣布存款全額保障措施延長一年至99年12
月31日止。

5.  99年12月29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
及第13條條文，明訂保障範圍擴大至外幣存款及存款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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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保障項目 1. 支票存款
2. 活期存款
3. 定期存款
4. 儲蓄存款
5. 信託資金
6. 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承保之

存款

1. 同左（90年7月起經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處理之經營
不善金融機構，其存款及非存款債務均受保障；94年
6月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修正施行
後，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非存款債務不予賠付，惟其

在前開條例修正施行前已發生之非存款債務，仍受保

障。）

2. 96年1月刪除信託資金、儲蓄存款。
3. 97年5月增加：依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之轉存
款。

4. 政府於97年10月宣布在98年12月31日前，存款人在
本公司要保機構之所有存款受全額保障。依據金管

會、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於97年10月28日會銜發布之
「採行存款全額保障之相關配套措施」規定，全額保

障範圍包括：

(1)    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之存款本
息

(2)    同業拆款
(3)    存保公司於接管期間為維持要保機構營運所必要
之支出及依法應給付之退休金、資遣費、相關稅

費等

(4)    94年6月23日(含)以前發行之金融債券
5.  政府於98年10月宣布存款全額保障措施延長一年至

99年12月31日止。
6. 99年12月29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
及第13條條文，明訂以中華民國境內之存款為保險標
的，不包括銀行所設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受之存

款。

資金運用

範疇

1. 存放中央銀行
2.  投資政府債
券、政府擔保

本息之債券及

金融債券

1. 88年1月修正如下：
(1)     存放中央銀行
(2)    存放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提供政府債券為擔保之金
融機構

(3)     投資政府債券及金融債券
2. 96年1月修正：

(1)     存放中央銀行
(2)     投資政府債券
(3)     經存保公司董事會同意之方式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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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履行保險

責任方式

1. 現金賠付
2. 移轉存款
3. 暫以存保公司
名義繼續經營

1. 88年1月修正，除左列3種外，另加列提供財務協助促
使其他要保機構進行合併或承受。

2. 96年1月修正：
(1)     刪除暫以存保公司名義繼續經營方式。
(2)   提供財務協助促成併購或承受之對象，除「經勒
令停業之要保機構」外，增加「經依法派員接管

或代行職權者」。

對保額以

上存款及

非存款債

權墊付

無 88年1月修正，在不增加成本原則下，可先行代為墊付，
以解決停業機構債權人流動性需要。

處理問題

要保機構

及停業要

保機構免

辦招標、

比價、議

價及不適

用預算法

第25條至
第27條

否 88年1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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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財務協助

對象及協

助方式

限扶助有復業必

要之停業機構，

協助方式為貸款

及購買資產

1. 88年1月修正如下：
(1)    受輔導、監管、接管之要保機構，協助方式為辦理
貸款、存款。

(2)    合併或承受受輔導、監管、接管及停業要保機構之
其他要保機構，協助方式為辦理貸款、存款、提供

資金及保證債務。

2. 96年1月修正：
(1)  要保機構淨值嚴重不足，有嚴重危及信用秩序及金
融安定之虞，經認定有停業清理或退場處理之必

要，於停業清理或退場處理前派員接管或代行職權

者，存保公司得對該要保機構辦理貸款、存款或其

他財務協助。

(2)    存保公司提供財務協助前，應要求該要保機構所從
屬金融控股公司或其有控制性持股之任一要保機構

或農、漁會提供十足擔保。

(3)  要保機構經其主管機關依法派員接管或代行職權
者，存保公司得對其他要保機構或金融控股公司提

供資金、辦理貸款、存款、保證或購買其發行之次

順位債券，以促成其併購或承受問題要保機構。

向其他金

融機構墊

借

無 88年1月增訂。

向中央銀

行申請融

資提供擔

保品之規

定

需提供十足擔保

品

1. 88年1月修正如下：
(1)     未能提供擔保品部分，由國庫擔保。
(2)     擔保部分超過淨值時，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銀行報
       請行政院核定。

2. 96年1月修正：未能提供擔保品部分，主管機關得會同
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國庫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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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拒絕申請

參加存款

保險之罰

則

無 1. 88年1月增訂，處應繳保費2倍罰鍰。
2. 96年1月修正：依其為一般金融機構或農業金融機構，
由存保公司分別報由其主管機關責令該金融機構撤換

負責人或廢止其許可。

存保公司

盈餘提撥

之方式

依公司法之規定 1. 90年7月修正：
決算後盈餘全數納入存款保險理賠特別準備金。

2. 96年1月修正：
每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及損失後之餘額，應

全數提存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

存款債權

優先受償

無 95年5月新增：
存保公司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主管機關指定依本條例處

理要保機構，進行退場處理或停業清理債務清償時，該要

保機構之存款債務應優先於非存款債務。

區分為二

保險賠款

特別準備

金

無 96年1月新增：
1. 分為一般金融及農業金融二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
2. 各保險賠款特別準備金餘額占保額內存款之目標比率為

2%。

對要保機

構辦理查

核

存保公司必要

時，得報請主管

機關洽商中央銀

行核准後，檢查

要保機構之業務

帳目

1. 96年1月修正：
存保公司得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規定，對要保機構
辦理下列事項之查核：

(1)     存款保險費基數正確性及電子資料檔案建置內容。
(2)     是否有應終止要保契約情事。
(3)     履行保險責任前要保機構之資產及負債。
(4)     停業要保機構及提供財務協助之問題要保機構違法
失職人員財產資料及民事責任追償。

2.101年1月新增：
依存款保險條例第24條第1項第1款及金管會核定之存款
保險費率實施方案第3點第4款規定，為確認要保機構申
報風險指標相關資料、檔案之正確性，存保公司得對要

保機構辦理申報資料之覆核查核及評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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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4年創設時
(74.09.27)

其後改革事項

排除賠付

成本限制

規定

無 96年1月新增：
如有嚴重危及信用秩序及金融安定之虞者，經存保公司報

請主管機關洽商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同意，並報行政院核定

者，得不受有關賠付成本之限制。

賠付前得

辦理債權

抵銷

無 96年1月新增：
存保公司辦理賠付前得就存款人在停業要保機構之債權辦

理抵銷。

對要保機

構終止存

款保險契

約

要保機構違反

法令、保險契

約或經營不健

全之業務，經

存保公司提出

警告，並限期

改正而未改正

者，應公告終

止其要保資格

並報請主管機

關處理

96年1月修正：
將終止存款保險契約範圍擴大除原有之提出終止存款保

險契約之警告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外，並擴及以下

事項：

1. 經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央主管機關命令限期資本重
建或為其他財務業務改善，屆期未改善，或雖未屆期

而經上開機關或存保公司評定已無法改善。

2. 發生重大舞弊案或其他不法情事，有增加存款保險理
賠負擔之虞。

上開情況存保公司均應於通知主管機關或農業金融中

央主管機關後終止其存款保險契約，並公告之。

金融商品

應標示有

無受存款

保險保障

無 96年1月增訂。

要保機構

被終止要

保後存款

人之保障

方式

存款人之存款

自終止要保之

日起一年內，

在最高保額範

圍，繼續受存

保公司保障

96年1月修正：
存款人之存款自終止存款保險契約之日起半年內，在最

高保額範圍，繼續受存保公司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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