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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二) 

(本案洽悉) 

二、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本公司 104 年度決算報告。(審查報告書詳附件三) 

(本案洽悉) 

三、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本案洽悉) 

四、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 

(本案洽悉) 

五、案由：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道德行為準則」報告。 

(本案洽悉) 

發言紀要： 

1. 股東戶號 852063，詢問董事長何時補派、大陸地區布局，及銀行子公司偽美

鈔事件。(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2. 股東戶號694273，建請兆豐商銀修訂計算退休金所採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經

銀行子公司人力資源處籃協理予以說明) 

3. 股東戶號 738825，建請檢討各子公司於集團之定位及存廢、提高銀行子公司

海外放款比重及檢討其營運中心之存廢、金控勿輕言合併，並請公司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另建請提高銀行子公司員工酬勞提撥率。(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

說明) 

4. 股東戶號 600337，對於經營團隊之努力與經營成果表示支持及肯定。 

5. 股東戶號 740249，建請開辦員工持股信託，由公司補助獎勵金。(經銀行子公

司人力資源處籃協理予以說明) 

6. 股東戶號 837354，建請比照同業全面加薪。(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7. 股東戶號 740261，對於銀行子公司退休高階主管轉任集團其他子公司擔任董

總，或續任銀行董事表達不滿。(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8. 股東戶號 300388，建請檢討銀行子公司合併後退休金優惠存款至今仍未一體

適用之問題。 

9. 股東戶號 300708，建請全面調薪、統一午饍費標準，及對違反誠信之授信戶

收回貸款。(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10. 股東戶號 300388，詢問銀行子公司偽美鈔案有關報載事宜。(經銀行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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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11. 股東戶號 962594，建請直接進行承認事項。 

12. 股東戶號 300708，對兆豐產險考績晋薪、子公司間高階經理人之交流，及營

業報告書內容提出建議，暨建請將各子公司之特休標準一致化，並責成票券

及投信子公司與工會進行團協協商。(經產險子公司林董事長、金控陳副總經

理予以說明) 

13. 股東戶號 300388，建議提供辦公室予兆豐金控與子公司工會，及提高現金股

利。(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伍、承認事項 

一、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說明：本公司 104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建宏、黃金澤會計

師查核簽證完竣，上述財務報表與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送請

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在案，有關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詳附件二、四。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0,023,871,406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8,685,816,984 權，占出席權數 86.65%；反對權

數 543,875 權，占出席權數 0.01%；棄權權數 1,337,510,547 權，占出席

權數 13.34%。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二、案由：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說明：本公司 104 年度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50 元，合計新台幣

20,399,735,975 元，惟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

註銷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之事由，授權董事會辦理變更股東配息率等

相關事宜，盈餘分配表詳附件五。 

發言紀要： 

股東戶號 852063，就年報第 121 頁有關採用權益法投資之三家創投公司提出詢

問。(經金控蔡經理、管顧子公司陳董事長予以說明) 

決議：本案經主席裁示交付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10,023,871,406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8,722,643,275 權，占出席權數 87.01%；反對權

數 626,493 權，占出席權數 0.01%；棄權權數 1,300,601,638 權，占出席

權數 12.98%。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1. 股東戶號 852063，建議將年報中財務報表部分之字體放大，另就 104年度財

務操作績效欠佳，及大額捐款對象提出詢問。(經金控蔡經理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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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東戶號 300388，建請停止蔡前董事長之退休金優惠存款計息。另對銀行子

公司行員進用考試制度提出建議，並建議全面加薪。(經銀行子公司人力資源

處籃協理予以說明) 

3. 股東戶號 437309，就華航罷工事件對本集團提出因應建議。 

4. 股東戶號 300708，建請獨立董事督促公司研議統一各子公司勞動條件、強化

母子公司員工交流，及廢除現行銀行退休高階經理人轉任集團子公司董總之慣

例。(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5. 股東戶號 300708，詢問公司因應 Fintech 之人力資源政策、建請票券及投信

子公司與工會加強溝通，另就票券子公司加入金控後資本額大減之因提出詢

問。建請統一集團各公司午饍費，並請金控尊重各子公司董事會或董總所作之

決定，以符合公司治理精神。(經金控陳副總經理予以說明) 

柒、散會 (12 時 5 分) 

 

 

 

 

 

 

 

 

 

 

 

 

 

 

 

 

註 1：本議事錄僅摘錄股東發言要旨，詳細內容以現場錄音、錄影為準。 

註 2：本次承認事項採逐案討論後一次投票，表決結果分別記載於各該議案之決

議。 



附 件



附件一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卅一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

時，於依法完納一切稅捐及彌

補以往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

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

令規定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再就其餘額連同以前

會計年度未分配盈餘為可供分

派盈餘，並提撥可供分派盈餘

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由

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

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

金股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十，其

餘為股票股利。但現金股利及

股票股利分配成數，得經股東

會決議調整之。

第卅一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

時，於依法完成一切稅捐及彌

補以往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

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

令規定或實際需要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再就其餘額（含可迴

轉之特別盈餘公積）提列員工

紅利萬分之二至萬分之十六，

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Ｏ．

五，剩餘部分連同以前會計年

度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股東股利或保留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

金股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十，其

餘為股票股利。但現金股利及

股票股利分配成數，得經股東

會決議調整之。

之。

一、修正文字。

第一項員工紅利得經股東會之

決議發給股票或以現金支付

之。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對象

得包括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

由董事會另訂之。

二、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健全股利政策，

參酌前財政部證券暨

期貨管理委員會 89
年 1 月 3 日(89)台財

證(一)字第 100116 號

函及同年 2 月 1 日

(89)台財證(一)字第

00371 號函規定，明

訂股東股利發放區

間，以使股利政策具

體明確。

三、依修正後公司法第二

三五條規定，員工分

紅及董監酬勞不得再

作為盈餘分派之項

目，爰將本條有關員

工紅利與董事酬勞之

規定移至第卅一條之

一。

第卅一條之一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

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萬分之

二至萬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

（新增) 

二、配合公司法第二三五

條規定，將第卅一條

有關員工紅利及董事

酬勞規定移至本條，

並依公司法第二三五

一、本條新增。



不高於百分之Ｏ．五為董事酬

勞。

前項員工酬勞得發給股票或以

現金支付之。員工分配股票酬

勞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條之一將員工紅利改

為員工酬勞，及修正

員工、董事酬勞之提

撥方式及提撥率。

第卅三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

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

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第三次章程修

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四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

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章程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第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七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九日。第八次章程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九

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第十次章程修訂

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二次

章程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卅三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

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

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第三次章程修

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

第四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

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章程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三

日。第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七次章

程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

九日。第八次章程修訂於民國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九

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第十次章程修訂

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增列本次修訂之次數與日

期。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定名為「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於提高經濟規模、

發揮綜合經營效益及促進金融市場之健全發展，依金融控股公司法

及公司法之規定組織之。

第 二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並得視業務需要，於國內外適當地點設

立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之設置、變更或撤銷，應經董事會決議行之。

第二章 業 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為：H801011金融控股公司業。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本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之事業如下：

(一)金融控股公司。

(二)銀行業。

(三)票券金融業。

(四)信用卡業。

(五)信託業。

(六)保險業。

(七)證券業。

(八)期貨業。

(九)創業投資事業。

(十)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之外國金融機構。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與金融業務相關之事業。

二、對前款被投資事業之管理。

三、本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投資第一款所列以外之其他事業。

四、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其他有關業務。

第 五 條 本公司以投資為專業。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不得超

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三章 股 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額定資本額為新臺幣貳仟貳佰億元，分為貳佰貳拾億股，每

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 七 條 本公司大陸地區股東之股份，在國家統一前，依法視為保留股。本

公司股東會，保留股無表決權，其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之股份總數。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本公

司印信，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東應填具印鑑卡，送交本公司委託之股務代理機構留存。

股東向本公司委託之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股票事務或行使其他有關

權利，凡以書面為之者，應簽名或加蓋留存印鑑。

前項股務代理機構應依本公司之要求，提供股東相關資料。

第 十 條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股務處理，依據證券主管機關核頒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章 股東會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會分為下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

二、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召集之。

前項股東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第 十三 條 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分

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東辦理股票過戶。

第 十四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

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

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

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

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第 十五 條 股東所持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股東對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 

第 十六 條 股東會之召集，常會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應於十五日前，載明召

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但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其股東

會之召集通知，得以公告為之。 

 前項召集事由得列臨時動議，但依法令應在召集事由列舉者，不得

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議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不適用第一項之規定。 

第 十七 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八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

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189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五章 董事會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置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人，任期三年，自民國一○二年起董

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

得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與選

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

值，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支給之。 

全體董事持有之股權，不得少於證券主管機關所規定之成數。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自第五屆董事會起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

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行使、組織規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依相關法令或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之二 本公司應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得設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各

      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  廿  條 本公司由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其任期與董事同。 

董事長之報酬以總經理支領所得為計算基礎，並以該項數額之一‧

二五倍支給之。 

本公司董事長卸任時之離退給與，準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規定

辦理，不受年齡、年資之限制。 

第 廿一 條 本公司業務之執行，除公司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 

      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其職權包括下列各項： 

一、本公司業務方針及營運計畫之核定。 

二、本公司組織規程之核定。 

三、本公司預算、決算之審議。 

四、本公司財務、會計、內部稽核主管及經理人之任免。 

五、本公司重要章則及契約之審議。 

六、本公司資本增減之擬訂及證券發行之審議。 

七、本公司重大資產交易之審議。 

八、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日期及議程之擬定。 

九、本公司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議案之擬定。 

十、買回本公司股份計劃之決定。 

十一、本公司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指派或解任。 

十二、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十三、功能性委員會組織規程之審議。 

十四、其他依法令規定應由董事會決議事項或股東會授權之事項。 

董事會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及工作人員若干人，辦理董事會會

議、議案、文書機要等相關事項。 

第 廿二 條 本公司設稽核室，隸屬董事會。稽核室置總稽核、副總稽核各一人、

稽核及工作人員若干人，辦理本公司內部稽核及相關事項，並視實

際需要分科辦事。 

前項總稽核與副總經理列同一職等，副總稽核與協理或經理列同一



職等。

第 廿三 條 董事長對內為董事會及股東會之主席，對外代表本公司，其因故不

能執行職務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

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廿四 條 董事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如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

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

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第 廿五 條  董事會每一個月開會一次，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

董事會之議事，除依有關法令及本章程之規定外，另訂董事會議事

規則行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

知各董事。 

第 廿六 條 董事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保管準用第十八條之規定。

第六章 經理人

第 廿七 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協理及經理各若干人，由董事長

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第 廿八 條 本公司總經理承董事長之命，綜理本公司業務及執行董事會之議決事項。

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處理公司業務；總經理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

由董事長指定副總經理一人代理之。 

第七章 會 計

第 廿九 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會計年度。 

第  卅  條 每屆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列各項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

請股東常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前項各款表冊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並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卅一 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盈餘時，於依法完納一切稅捐及彌補以往

年度虧損後，應依法令規定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或實際

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再就其餘額連同以前會計年度未分配盈餘

為可供分派盈餘，並提撥可供分派盈餘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股東股利之分派，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百分之五十，其餘為股

票股利。但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分配成數，得經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第卅一條之一 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萬分之

二至萬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Ｏ．五為董事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得發給股票或以現金支付之。員工分配股票酬

勞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第八章 附 則

第 卅二 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公司法、銀行法及其他有關規

定辦理之。

第 卅三 條 本章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訂立。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

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第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一

日。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第四次章程修訂於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

十三日。第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七次章程

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八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二十三日。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第

十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第十一次章程修訂於民

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十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四日。



　　104年全球經濟表現不如預期，主要受先進國家復甦步伐減緩，國際油價及

商品價格下跌、新興與開發中國家成長下滑所致，其中尤以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

緩對全球經濟影響為最大。IMF於105年4月發布，104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3.1%，

較103年降低0.3個百分點。今年全球經濟預期仍延續近年低緩成長態勢，且須注

意若干風險包括：中國大陸經濟進一步放緩、全球央行貨幣政策動向分歧及不確

定性、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債務危機，以及地緣政治紛擾等。

　　在國內經濟方面，104年出口貿易年增率呈現連續十一個月負成長，其中有

八個月為雙位數負成長。主要受到國際市場需求疲軟、中國大陸供應鏈興起、半

導體產品庫存去化持續，以及油價與鋼價續挫等影響，使內需成為支撐經濟成長

主要動能。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2月之統計，104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0.75%

，無法保一，為97年金融海嘯後最低。105年因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日增，全球景

氣若未如預期復甦，反轉向下，恐將影響我國經濟復甦時程。

附件二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Ο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受到內外在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104 年台灣經濟呈現逐步下滑的走勢，在此

艱難環境下，金融業的獲利能力無可避免地面臨衝擊。所幸本公司以一貫穩健經

營原則，憑藉著以往厚實的業務基礎、嚴謹的風險控管，仍然繳出亮麗的成績單。

104年全年合併稅後淨利達新臺幣29,273佰萬元，僅較103年同期略為減少986佰萬元

或 3.26%，稅後每股盈餘 2.35 元，名列金控前茅。以下謹就本公司 104 年度經營

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預算執行情形、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研究發展狀況分述如下：  

一、經營方針

(一) 深耕客戶，創造集團綜效

(二) 專注及聚焦經營，創造股東最大價值

(三) 強化集團風險管理及預警



(四) 強化集團資訊管理，推動資源共用，降低營運成本

(五) 強化公司治理，提升社會及環境績效，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六) 強化機構投資法人關係

二、實施概況

(一)繼續強化子公司業務

兆豐金控旗下各子公司 104 年度仍在既有基礎下，繼續強化其業務。在

企金業務方面，兆豐銀行 104 年度聯合貸款主辦業務市占率 5.57%，在台

灣聯貸市場排名第四。104 年底授信市占率 7.58%，放款市占率 6.99%，

企業放款市占率 7.23%，皆排名本國銀行第三；中小企業放款市占率為

7.33%，居本國銀行第五名。消金及財富管理業務方面，兆豐銀行 104 年

底消金放款餘額為 3,903 億元，較 103 年成長 1.18%。104 年度集團財富

管理總收益為 30.79 億元，較 103 年度成長 18.96%。兆豐票券 104 年度

之融資性商業本票發行市占率 30.33%，次級市場票券買賣業務市占率

34.86%，債券交易市占率 31.18%，票券保證業務市占率 31.54%，市場排

名均為第一。兆豐證券 104 年度證券經紀業務平均市占率 2.87%，市場排

名第九。兆豐產險 104 年度海上保險業務市占率 9.14%，市場排名第四，

航空保險業務市占率 14.33%，市場排名第三。

(二)擴大版圖，強化亞洲布局

1.截至 105 年 3 月底止，銀行子公司海外據點(包含分行、子行、支行及

辦事處)共計 40 家，其中亞洲地區合計 23 家，比例達 58%。

2.104 年銀行子公司稅前淨利來自境外(含海外、OBU 及大陸地區)分行之

比例達 52.29%。

3.未來發展目標－成為區域性金融集團

(1)併購具一定規模之壽險公司

(2)以趕上國內零售銀行市場競爭地位為目標

(3)進行國外併購、策略聯盟、參股投資

4.區域經營策略-目標區域、差異化業務

(1)決定目標市場、個別市場之核心業務、最適規模

(2)審慎選擇併購參股時機

(3)發展「因地制宜」的經營模式

(4)建立符合公司治理之組織架構、國際化之企業文化



(1)大陸布局初期策略將專注深耕長三角地區，目前已設立蘇州分行、寧

波分行、蘇州吳江支行及昆山支行等 4個據點。另擬將大陸營運模式

由分行改制為子行，且以上海市為子行註冊地，改制後將現有大陸分

行、支行納入為子行旗下分支行。

(2)未來發展方向，將持續評選具潛力之重點城市(如：深圳市)，拓展分

行據點，並將經營長三角區域之成功經驗擴及其他區域，提升在大陸

知名度。

(3)參股陸資銀行方面，將優先考量參股大陸城市商銀，如有適當的合作

對象，經審慎評估可行性後，將考慮參股投資。

2.兆豐證券：依據102.1.29「兩岸證券期貨監理合作平臺首次會議」具

體結論，大陸方面已發佈與證券相關開放項目，惟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迄今尚未經立法院審查通過。該公司將持續觀察政府政策方向以及兩

岸後續協商法規鬆綁之進展，並參考整體集團在大陸地區之業務資源

以及台商分布情形，尋求適合的業務合作對象。

3.兆豐產險：因未符合大陸所訂保險登陸的「532 條款」(總資產達50

億美元、設立達30年、成立代表處滿2年)，故未有參股大陸相關金

融機構的計畫。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依據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業務範圍以投資及對被投資

事業之管理為限。截至104年底止，本公司擁有控制性持股之投資事業包括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兆豐證券(股)公司、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兆

豐產物保險(股)公司、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兆豐資產管理(股)公
司、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及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等八家子公司，與

103年比較家數維持不變。各子公司之營業成果如下：

(三)大陸發展策略

1.兆豐銀行：



(一)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單位：外匯業務－美金佰萬元

其他－新臺幣佰萬元

年度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存款業務（含郵匯局轉存款） 2,080,552 1,929,424 7.83
一般放款、進口押匯、出口押匯業務 1,765,178 1,691,323 4.37
企金放款 1,377,601 1,325,417 3.94
消金放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 387,577 365,906 5.92
外匯承做數 842,207 825,871 1.98
買入有價證券業務 380,305 360,828 5.40
長期股權投資業務 23,472 25,005 -6.13
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 1,230 1,363 -9.76
註 1：係該行各業務量月平均餘額。

註 2：104 年底該行逾放金額新臺幣 1,341 佰萬元，逾期放款比率 0.08%，備抵呆帳覆蓋

比率為1,723.01%。

(二)兆豐證券(股)公司

業務項目 業務細項 104 年業務量 103 年業務量
增減比率

（％）

經紀業務 平均市占率（％） 2.87(排名 9) 3.06(排名 9) -6.21
承銷業務-
股權

IPO 主辦送件數(含海外企

業回台)
5(排名 4) 3(排名 7) 66.67

SPO 主辦送件數 7(排名 5) 9(排名 5) -22.22
承銷業務-
債權

公司債主辦送件數 3(排名 4) 1(排名 6) 200.00
公司債主辦承銷金額 (億
元)

50(排名 5 ) 15(排名 7) 233.33

新金融商

品業務

權證發行檔數 2,154(排名 6) 2,242(排名 6) -3.93
權證發行金額(億元) 209(排名 6) 213(排名 7) -1.88

註：排名係以經紀市占前 20 大臺資證券商同業為比較對象



(三)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承銷暨買入各類票券 2,334,321 2,357,881 -1.00
融資性商業本票發行金額 2,050,131 2,054,137 -0.20
買賣各類票券 8,177,922 8,363,843 -2.22
買賣各類債券 5,592,022 5,906,712 -5.33
保證發行商業本票平均餘額 148,882 143,178 3.98
逾期授信金額 0 0 -
逾期授信比率（％） 0 0 -

(四)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簽單保費收入 6,205 6,282 -1.23
再保費收入 689 604 14.07
總保費收入合計 6,894 6,886 0.12

(五)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元萬佰幣臺新：位單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公募基金 97,566 90,309 8.04
私募基金 73 84 -13.10 
全權委託 766 246 211.38 
合計 98,405 90,639 6.05



(六)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買入應收債權淨回收款暨處分承受

擔保品損益淨額
571 578 -1.23 

租金收入 3 33 -90.91 

利息收入 154 99 35.71

服務收入 258 246 4.88

合計 986 956 3.14

(七)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長期投資撥款 337 348 -3.16 
長期投資餘額 945 882 7.14

(八)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增減比率

（％）

保險佣金收入 1,562 1,168 33.73



四、預算執行情形

(一)104 年度本公司預算與實際執行情形表列如下：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項目 實際數 預算數 達成率（％）

收益 30,548 27,812 109.84
費用及損失 684 611 111.95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29,864 27,202 109.79
本期淨利 29,417 26,684 110.24 
每股盈餘(元) 2.35 2.10 111.90

(二)104 年度各子公司預算與實際執行情形表列如下：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子公司
繼續營業單位稅

前淨利(實際數)

繼續營業單位稅

前淨利(預算數)

預算達成率

（％）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30,250 26,732 113.16 
兆豐證券（股）公司 393 946 41.54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506 3,151 111.27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498 512 97.27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503 417 120.62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434 301 144.19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29 44 65.91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12 132 84.85

兆豐證券(股)公司預算達成率 41.54%，主要係股市欠佳，日成交量及融資餘額低於預

期，獲利減少致預算達成率不佳。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預算達成率 97.27%，主要係股票投資收益低於預期所致。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預算達成率65.91%，主要係轉投資事業處分利益低於預期及

認列股權投資損失所致。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預算達成率84.85%，主要係非貨幣型基金平均營運

量縮減，營業收入減少致預算達成率不佳。



五、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04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35,109佰萬元，較

上年度減少244佰萬元或0.69%，主要原因係利息淨收益增加1,014佰萬元；手

續費及佣金淨收益、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等因素

增減互抵後之利息以外淨收益減少 1,291 佰萬元；呆帳提存及各項準備減少

1,795 佰萬元及營業費用增加 1,762 佰萬元所致。另 104 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稅後淨利 29,273 佰萬元，較上年度減少 986 佰萬元或 3.26%，合併資產

報酬率為 0.88%，合併權益報酬率為 10.56%。至於本公司（個體）及各子公

司 104 年度之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表列如下：

單位：新臺幣佰萬元

公司名稱
繼續營業單

位稅前淨利

本期稅

後淨利

每股稅後

盈餘（元）

資產報酬

率（％）

權益報

酬率（％）

本公司及子公司合併 35,109 29,273 2.35 0.88 10.56
本公司(個體) 29,864 29,417 2.35 9.69 10.6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

公司
30,250 25,708 3.27 0.85 10.89

兆豐證券(股)公司 393 332 0.29 0.66 2.27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506 3,010 2.30 1.37 8.91
兆豐產物保險(股)公司 498 413 1.38 2.68 7.09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503 469 2.34 3.37 16.62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

(股)公司
434 360 180.02 76.59 112.75 

兆豐創業投資(股)公司 29 28 0.28 4.02 4.04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

(股)公司
112 94 1.78 10.44 11.22 

註：資產報酬率=本期稅後淨利/平均資產；權益報酬率=本期稅後淨利/平均權益。



六、研究發展狀況

104 年度本公司及旗下子公司研究發展概要如下：

(1)本公司計有評估併購國內外其他金融機構之可行性分析、建置本集團對單

一被投資公司持有股權之查詢系統、開發 IFRS 7 財務風險報表系統。

(2)銀行子公司計有出版「兆豐國際商銀月刊」，刊載專論及國內外最新經濟、

金融動態，並於該行網站上供各界參考；定期及不定期針對國內外經濟、

金融情勢之最新發展提出研究報告。

(3)證券子公司計有配合主管機關政策活絡股市、放寬交易限制，依客戶需求

承作業務與建置相關系統與管理機制、因應金融 3.0 趨勢，積極發展電子

商務、開辦「外幣或新臺幣本金連結國外股權選擇權之結構型商品(保本/

不保本)」業務以及建構完整理財業務相關平台與系統作為長期發展理財業

務之基礎。

(4)票券子公司計有提升外幣債券款項交割效率之研究、赤道原則及遵循之研

究、持續改善現行作業風險自我評估制度，強化各項業務風險管理機制。

(5)產險子公司計有 104 年度研發之新種保險商品共計 172 項，其中備查制商品

98 項及簡易備查制商品 74 項。

(6)投信子公司計有發展多幣別商品，開發外幣投資客群。

負責人：吳漢卿（代理） 經理人：吳漢卿 主辦會計：蔡瑞瑛



附件三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配議案，其中合併財務報表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建宏、黃金

澤會計師查核簽證。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

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

之4及公司法第 219 條繕具報告如上。 

此致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一○五年股東常會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五 年 四 月 二十六 日



附件四

pwc 資說

會計師查核報告

(105）財1年報字第15004030號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4年及民國103年12月31日之合併

資產負債表，暨民國104年及10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 合併樣

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土問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條公司

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采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仿、依照、 「 會計師查核簽證金融業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

準則規章rJ .3主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且在信財務報表有真是重大不會表達。比1頁查核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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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核發據、 評估管經階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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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此項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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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條依照 「 金融控股公

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公開發行銀行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 「 公開發行票券金融公司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 J
、 「 發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 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貝1j」 、「 係險業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 國際會計準則 、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104年

及103年12 月 31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104年及103年1 月 1日至12 月 31日之

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賞 ，最 聯

周建宏

會計師

黃金海

資誠聯合會首︱師事務所PriιewaterhouseCoopers, �ilvan 

務

日

11012且在北市信§哇！高基隊做一段333號27般127瓦333, Keelung Road, Sec. 1, Xinyi Dist., Taipei City 11012, Taiwan 
T: + 886 (2) 2729 6666, F: + 886 ﹛2)27576371，叫叫.pwc.coni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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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10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0,420,268,693
適用 2013 年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

調整數 (283,519,700)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30,136,748,993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1,221,103,764)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8,915,645,229
加：104 年度稅後淨利 29,417,211,073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941,721,107)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55,391,135,195
減：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1.5 元) (20,399,735,975)
期末未分配盈餘 34,991,399,220
註：優先以 104 年度盈餘辦理各項分配。

負責人：吳漢卿（代理） 經理人：吳漢卿 主辦會計：蔡瑞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