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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 公鑒： 
 
查核意見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7年及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損益表、事業資金及公積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

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農業金融法、農會財務

處理辦法、其他相關法令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高雄市湖

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07年及106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之經營結果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

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

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

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農業金融法、農會財務處理辦法、其他相關法令及中華民

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

清算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

他方案。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之治理單位(含監事會)負有監督金融事業部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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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

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行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      

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      

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

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高雄市湖內區農

會金融事業部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辦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冠恆联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79)台財證(一)第00351號函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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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107及106年度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本會沿革及金融事業部業務範圍 

本會創始於民國8年8月1日，經歷「文賢信用組合」、「有限責任文賢信用組合」、「湖

內鄉農業會」、「湖內鄉農會」等之演變，以至今日之「高雄縣湖內鄉農會」。歷年

來承蒙政府及有關單位之輔導及歷屆會員代表、理監事、小組長們之通力合作奉獻

心血，使本會能於和諧穩定中力求發展，旨在謀求會員最高福祉，繁華農村經濟，

近年來由於社會結構變遷，導引農業之危機，願全體會員能自立自強共同為本會業

務開創更光明之前途，冀期達成農民最高福址。本會金融事業部主要承辦存、放款

及代收等業務，分有大湖、海埔、太爺辦事處。因縣市合併民國100年4月25日更名

為「高雄市湖內區農會」。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及衡量基礎 

1.財務報表彙編原則 

本會金融事業財務報表係依照有關法令、農會財務處理辦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另本會金融事業部總、分支機構間及各分支機構間之交易，於彙編財務報

表時予以銷除。 

2.流動與非流動之劃分 

本會金融事業部因金融業之經營特性，其營業週期較難確定，故未予區分為流動

或非流動項目，惟已依其性質分類，按相對流動性之順序排列，並於附註十說明

資產與負債之到期分析。 

3.庫存現金及存放行庫 

係包括庫存現金及存放於其他金融機構之款項。 

4.繳存存款準備金 

繳存存款準備金係依法就每月各項存款之平均餘額繳存之存款準備金，按法定準

備率計算提存於合作金庫之存款準備金乙戶。存款準備金依規定非於每月調整存

款準備金時，不得動用。 

5.現金流量表編製基礎 

本會金融事業部現金流量表所稱現金係指庫存現金、存放行庫及存放合庫之存款

準備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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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價證券 

有價證券係金融債券，其交易性質為持有至到期日，均以成本入帳，期末以成本

與市價孰低法為評價基礎。債券之出售成本係按移動平均法計算。 

7.放款 

放款係以貸放本金入帳，放款授信時間在一年以內者為短期信用；超過一年而在

七年以內者，為中期信用；超過七年者為長期信用。經取有動產及不動產抵押權

者，為擔保放款。若有下列情形者，則歸類為逾期放款：(1)積欠本金逾清償期三

個月以上者。(2)本金未到期而利息已延滯六個月以上者。(3)中長期分期償還放

款未按期攤還逾六個月以上者。(4)放款清償期雖未屆滿三個月或六個月，但已向

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逾期放款應於清償期屆滿六個月內，將本金

及應收取之利息轉列為催收款項。轉入催收款者，對內停止計息，但仍依契約規

定繼續催收，並在催收款各分戶帳內利息欄註明應計利息或作備忘記錄。 

8.備抵呆帳 

(1)備抵呆帳係就資產負債表日之授信資產餘額，依本會金融事業部內部對各債權

信用評等或帳齡分析，考量擔保品之價格後評估可能發生之損失及預期收回可

能性予以評估，分為：第一類正常授信資產；第二類可望全數收回之不良授信

資產；第三類收回有困難之不良授信資產；第四類收回無望之不良授信資產；

分別依下列規定之百分比作為備抵呆帳之最低提列標準： 

   ％  

第一類（註）  1.5  

第二類  2  

第三類  50  

第四類  100  

註：第一類授信資產債權餘額扣除對於我國政府機關(指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債權餘額，及對

於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至少提列 1%。 

當呆帳實際上已無回收之可能時，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即予以沖銷。 

(2)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106年1月26日發佈之農金字第1065070038號解釋

函令規定，農漁會信用部放款除我國政府機關放款及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仍依「農

會漁會信用部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外，其餘放款應至少提列1.5%之備抵呆帳，並應於民國106年6月底提足。無法於

民國106年6月底前提足之各農漁會，除符合特定條件者，得展延至民國113年底前

提足外，其餘農漁會最遲應於民國109年前提足。 

9.基金及出資 

(1)本會金融事業部自民國104年度起設立之「專案基金－職災資遣撫卹準備金及

總幹事退休金」專戶，係依本會人事管理辦法規定提列之職業災害補償、資遣、

撫卹準備金及總幹事退休金，專戶依法僅可做為給付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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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及總幹事退休之用。 

(2)本會金融事業部之「長期投資」主要包括對各級農會組織共同經營機構及政府

核定之公司組織、及依農會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成立之公司投資款項，按成本

法評價。惟若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確已減損，且回復之希望甚小，則於當期

承認損失，並以承認損失後之帳面價值為新成本。股票股利僅作投資股數增加，

不列為投資收入，現金股利則列為投資收入。出售時其成本計算採加權平均法。 

10.固定資產及其折舊 

固定資產除業經辦理重估者按重估價值入帳外，均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其足

以延長原有資產使用年限、添置及重大更新者，均列為固定資產成本之增加。經

費收入支出會計類增置之財產，應以經費所出之購置費科目列帳，其為本會自籌

經費者列入「資產公積」科目，其為承受或補助經費者列入「捐贈公積」科目，

並以同等金額列入固定資產科目。 

土地以外之固定資產折舊係就估計使用年限，採平均法攤提，折舊性資產耐用年

數屆滿，但仍繼續使用者，依估計繼續使用年數重新評估殘值後，續提折舊。 

本會財產處分所得之價款，如超過帳面價值（或帳面淨額）及處分財產各項費用

之剩餘價值悉數轉入資產公積，如低於帳面剩餘價值時，以其差額列入資產公積

沖減，如資產公積無餘額時，以整理支出或其他所出科目列帳。 

11.承受擔保品 

未處分之承受擔保品依評鑑之市價與帳面價值孰低為評價基礎，若鑑價較帳面價

值為低時，則認列其備抵跌價損失。 

12.累積盈虧及各項公積 

依「農會法」第四十條規定，農會年度決算後，各類事業之盈餘，除彌補各該事

業累積虧損及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餘。故金融事業部年度

決算盈餘於彌補該部門累積虧損及提撥該部門事業公積後， 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

餘；各事業部門撥充農會總盈餘於彌補其他事業部門之虧損後，餘依「農會法」

第四十條規定比例分配之，並在各該部門設帳處理。經濟事業、金融事業之累積

虧損依照「農會財務處理辦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彌補，不足時由各該部門依下列

次序填補之：(1)法定公積。(2)事業公積。(3)資產公積。(4)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民國103年12月12日農金三字第1035084158號

函之規定，信用部「統一農貸公積」科目餘額應於民國104年1月1日轉列至「事業

公積」科目。 

13.利息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放款之利息收入係按應計基礎估列，催收款對內停止計息，俟收現時始予認列收

入。手續費收入於勞務提供完成時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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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承諾及或有負債 

承諾及或有事項，若其發生損失之可能性極大，且損失金額可合理估計者，認列

其損失金額；若損失有可能發生或無法合理估計損失金額時，則於財務報表附註

揭露。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存放行庫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活期存款   $145,561,497   $95,057,603  

 支票存款   40,000,000   40,000,000  

 定期存款   2,391,000,000   2,321,000,000  

 存放金資戶   11,240,079   10,047,212  

 合計   $2,587,801,576   $2,466,104,815  

 (1)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30,000,000元予高雄銀行，作為代理公庫存款業務之擔保，另請參閱附註六說明。 

(2)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3,000,000元予台灣銀行，作為代收高雄市各項稅費業務之擔保，另請參閱附

註六說明。 

 (3)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80,000,000元予全國農業金庫，作為借款額度之擔保，另請參閱附註六說明。 

(4)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10,000,000元予合作金庫，作為代收國稅業務之擔保，另請參閱附註六說明。 

2.繳存存款準備金 

本會金融事業部於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存放於合作金庫之存款準備金分別

為104,327,000元及100,620,000元。 

3.有價證券淨額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次順位金融債券   $10,000,000   $10,000,000  

 減：備抵跌價損失   －   －  

 淨額   $10,000,000   $10,000,000  

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上述有價證券用途均未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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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收款項淨額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應收款項   $1,216,250   $1,867,773  

 應收利息   3,902,882   3,931,401  

 應收收益   84,677   84,677  

 小計   5,203,809   5,883,851  

 減：備抵呆帳   (484,188 )  (484,188 ) 

 淨額   $4,719,621   $5,399,663  

5.放款淨額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一般放款及透支   $704,888,299   $742,853,454  

 統一農貸   68,567,281   53,347,325  

 專案放款   17,369,229   16,527,125  

 農業發展基金放款   136,160,872   121,556,570  

 小計   926,985,681   934,284,474  

 減：備抵呆帳   (35,261,871 )  (29,061,871 ) 

 淨額   $891,723,810   $905,222,603  

6.長期投資 

被投資公司  股數  金額  持股%  評價方法 

107年12月31日         

財金資訊(股)公司  48,285  $432,900    0.01  成本法 

全國農業金庫(股)公司  104,591  1,000,000      －  成本法 

    $1,432,900       

106年12月31日         

財金資訊(股)公司  48,285  $432,900    0.01  成本法 

全國農業金庫(股)公司  103,511  1,000,000      －  成本法 

    $1,432,900       

本會金融事業部係委託中華民國農會代為認購財金資訊(股)公司股票，並將之信

託予中華民國農會，該股票由財金資訊(股)公司統籌代為保管；另本會金融事業

部持有之全國農業金庫股份，除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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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固定資產 

  成  本  

項  目  原始成本  重估增值  合計  累計折舊  淨額 

 107年12月31日            

 土地   $51,285,961  $83,385,939  $134,671,900  $－  $134,671,900 

 房屋及建築   25,225,205  －  25,225,205  23,000,536  2,224,669 

 電腦設備   3,444,874  －  3,444,874  3,077,614  367,260 

 交通運輸設備   930,000  －  930,000  630,000  300,000  

 雜項設備   1,384,089  －  1,384,089  504,456  879,633 

 合計   $82,270,129  $83,385,939  $165,656,068  $27,212,606  $138,443,462 

 106年12月31日            

 土地   $51,285,961  $83,385,939  $134,671,900  $－  $134,671,900 

 房屋及建築   25,225,205  －  25,225,205  22,334,605  2,890,600 

 電腦設備   3,562,557  －  3,562,557  3,161,697  400,860 

 交通運輸設備   930,000  －  930,000  630,000  300,000 

 雜項設備   924,089  －  924,089  499,289  424,800 

 合計   $81,927,812  $83,385,939  $165,313,751  $26,625,591  $138,688,160 

 (1)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固定資產投保火險保額均為31,100,000元。 

(2)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固定資產均未提供作為銀行借款及履約保

證之抵押品。 

8.其他資產淨額  

 (1)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已停止對內計息之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餘

額分別為45,042,087元及62,785,971元。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1)催收款  $45,042,087   $62,785,971  

 減：備抵呆帳   (1,208,136 )  (2,080,136 ) 

 小計   43,833,951   60,705,835  

(2)存出保證金   123,074,224   123,074,224   

 減：抵繳存出保證金證券 (123,000,000 )  (123,000,000 ) 

 小計   74,224    74,224   

(3)承受擔保品  61,000    61,000    

 減：備抵跌價損失   (61,000 )  (61,000 ) 

 小計   －    －   

(4)代銷證券彩券稅票 7,242   6,042  

 淨額   $43,915,417   $60,78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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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承受擔保品均未投保火險。 

9.存款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支票存款   $28,664,009   $29,125,652  

 公庫存款   18,642,373   16,187,894  

 活期存款   1,237,757,205   1,202,216,137  

 定期存款   308,050,568   338,911,668  

 儲蓄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1,336,597,247   1,283,873,529  

 員工活期儲蓄存款  39,099,178   37,368,396  

 定期儲蓄存款   791,878,000   760,887,000  

 合計   $3,760,688,580   $3,668,570,276  

10.其他負債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職災資遣撫卹準備金 $2,576,313   $2,275,176  

 總幹事退休金   438,710   331,092  

 存入保證金   30,154   30,154  

 臨時事業資金   220,785   220,785  

 公益金   229,392   229,281  

 受託代銷證券彩券稅票 7,242   6,042  

 合計   $3,502,596   $3,092,530  

11.各項公積 

項     目  107年 12月31日  106年 12月31日 

 事業公積   $52,718,189   $48,773,906  

 捐贈公積   1,144,060   994,060  

 資產公積   43,200   43,200  

 合計   $53,905,449   $49,811,166  

12.盈餘分配 

本會金融事業部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彌補金融事業部累積虧損後再提撥百分

之五十以上為金融事業部門之事業公積，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餘；另本會金融事

業部撥充農會總盈餘於彌補其他事業部門之虧損後，餘依農會法第四十條規定， 

依下列優先順序提撥或分配： 

(1)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 

(2)公益金百分之五。 

(3)農業推廣、訓練及文化、福利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六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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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練經費百分之八。 

(5)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13.備抵呆帳 

 107年度 

 放款及催收款

之潛在風險 
 
應收款項無

法回收風險 
 
承受擔保品無

法回收風險 
 合計 

期初餘額 $31,142,007   $484,188  $61,000   $31,687,195 

本期提列呆帳費用   6,200,000          －           －     6,200,000  

本期沖銷    (872,000)         －           －     (872,000) 

期末餘額 $36,470,007   $484,188  $61,000   $37,015,195 

 106年度 

 放款及催收款

之潛在風險 
 
應收款項無

法回收風險 
 
承受擔保品無

法回收風險 
 合計 

期初餘額 $29,142,007   $484,188  $61,000   $29,687,195 

本期提列呆帳費用   2,000,000          －           －     2,000,000  

本期沖銷        －         －           －           － 

期末餘額 $31,142,007   $484,188  $61,000   $31,687,195 

      本會無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累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五千萬，或貸放後        

半年內發生逾期且累計轉銷呆帳金額達三千萬以上之情形，相關資料並業已依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1月8日農授金字第0985070013號函之規定經本會金融事業

部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查核竣事。 

五、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稱為本會利害關係人： 

1.理事、監事、總幹事及各部門員工。 

2.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

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3.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獨資、

合夥經營之事業。 

4.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單獨  

或合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之企業。 

5.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企業。 

6.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為代

表人、管理人或財務主管人員之法人或其他團體。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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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2月 31日  106年 12月 31日 

 項 目   金  額  佔該科目  金  額  佔該科目 

 放款     $13,494,077  1.39%    $11,014,182  1.10% 

 存款   $109,407,801  2.91%  $107,253,744  2.92% 

本會金融事業部根據「農業金融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對有利害關係者，除

消費者貸款範圍及額度內之外，不得為無擔保放款；為擔保放款時，應有十足

擔保，且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類對象。 

六、質押資產 

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計有下列資產業已提供銀行作

為借款擔保或其用途受有限制。 

項    目  107年12月31日  106年12月31日 

   存放行庫-定期存款   $123,000,000   $123,000,000  

七、承諾事項及或有負債 

截至民國107年及106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承諾事項及或有負債計如下： 

(一)受託代收或委託代管之款項分別為51,741,687元及46,232,724元。 

(二)代會員保管有價證券及收受以票據或證券作為保證提供本會金融事業部保管 

者分別為115,002,139元及103,926,352元。 

八、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十、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本會金融事業部資產及負債之到期時間，按資產負債表日至到期日之剩餘期間認定 

。資產及負債有約定到期日者，按約定到期日作到期分析，無約定到期日者，則以 

該資產預期變現或該負債預期償還之日期為其假設之到期日，作為到期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7年 12月 31日 

資  產  一個月內  
超過一個月   

至六個月 
 
超過六個月   

至一年 
 
超過一年     

至七年 

 

超過七年  合計 

庫存現金  $49,471         $－         $－        $－      $－  $49,471 

存放行庫  226,802  －  2,361,000         －       －  2,587,802 

繳存存款準備金  104,327          －          －         －       －  104,327 

有價證券  －          －          －  10,000       －  10,000 

應收款項淨額  1,303  1,815  232  753 617  4,720 

放款淨額  14,801  76,638  52,227  161,973 586,085  891,724 

基金及出資  －          －  3,015  229 1,433  4,677 

固定資產淨額  －          －          －  1,547 136,896  138,443 

其他資產  43,841          －          －  74 －  43,915 

合計  $440,545  $78,453  $2,416,474  $174,576 $725,031  $3,83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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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債            

應付款項  $172  $859  $1,310  $－ $－  $2,341 

應付利息  104  152  188  46 －  490 

存款  2,758,531  424,161  470,669  107,328 －  3,760,689 

預收款項  1,879          －          －  － －  1,879 

代收款項  728  －  －  － －  728 

內部往來  1,119  －  －  － －  1,119 

其他負債  7  －  －  3,495 －  3,502 

合計  $2,762,540  $425,172  $472,167  $110,869      $－  $3,770,748 

  

 106年 12月 31日 

資  產  一個月內  
超過一個月

至六個月 
 
超過六個月   

至一年 
 
超過一年     

至七年 
 超過七年  合計 

庫存現金  $40,932         $－         $－        $－ 

 

     $－  $40,932 

存放行庫  225,105  30,000  2,211,000         －       －  2,466,105 

繳存存款準備金  100,620          －          －         －       －  100,620 

有價證券  －          －          －  10,000       －  10,000 

應收款項淨額  1,914  1,729  146  971 640  5,400 

放款淨額  5,771  13,227  15,230  228,871 642,124  905,223 

基金及出資  －          －  2,606  229 1,433  4,268 

固定資產淨額  －          －          －  1,126 137,562  138,688 

其他資產  60,712          －          －  74 －  60,786 

合計  $435,054  $44,956  $2,228,982  $241,271 $781,759  $3,732,022 

負    債            

應付款項  $413  $961  $1,313  $－ $－  $2,687 

應付利息  112  141  179  30 －  462 

存款  2,694,441  399,215  499,333  75,581 －  3,668,570 

預收款項  1,202          －          －  147 －  1,349 

代收款項  1,158  －  －  － －  1,158 

內部往來  948  －  －  － －  948 

其他負債  6  －  －  3,087 －  3,093 

合計  $2,698,280  $400,317  $500,825  $78,845      $－  $3,67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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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會金融事業部未有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情事。 

(二)非衍生性之金融商品公平價值 

 107年 12月 31日  106年 12月 31日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資產：        

庫存現金 $49,470,953  $49,470,953  $40,932,525  $40,932,525 

存放行庫 2,587,801,576  2,587,801,576  2,466,104,815  2,466,104,815 

繳存存款準備金 104,327,000  104,327,000  100,620,000  100,620,000 

有價證券淨額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應收款項淨額 4,719,621  4,719,621  5,399,663  5,399,663 

放款淨額 891,723,810  891,723,810  905,222,603  905,222,603 

長期投資 1,432,900  1,432,900  1,432,900  1,432,900 

負債：        

應付款項 2,340,772  2,340,772  2,686,572  2,686,572 

應付利息 489,879  489,879  462,194  462,194 

存款 3,760,688,579  3,760,688,579  3,668,570,276  3,668,570,276 

本會金融事業部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為此類商

品到期日甚近或未來收付價格與帳面金額相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平價

值之合理基礎。此方法應用於庫存現金及存放行庫、繳存存款準備金、應收

款項、應付款項及應付利息。 

2.有價證券及長期投資如有市場價格可循時，則以此市場價格為公平價值。若

無市場價格可供參考時，則依財務或其他資訊估計公平價值。 

3.放款及存款多係以浮動利率計息，故以帳面價值為公平價值。 

十二、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平均值及當期平均利率 

 107年度  106年度 

 平均值  平均利率%  平均值  平均利率% 

資產：        

存放銀行同業 $2,463,636,047  0.95  $2,398,437,356  0.95 

繳存存款準備金 107,871,455  0.15  104,688,157  0.14 

放款 932,869,275  2.34  918,129,853  2.38 

負債：        

活期存款 1,194,712,194  0.05  1,193,761,564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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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期儲蓄存款 1,253,043,555  0.10  1,274,707,645  0.10 

定期存款 316,455,858  0.68  353,062,685  0.62 

定期儲蓄存款 745,889,855  0.77  758,530,248  0.76 

員工活期儲蓄存款 35,553,188  1.47  37,051,633  1.39 

公庫存款 12,425,747  0.03  11,851,195  0.05 

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十三、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 

依農業金融法及有關辦法規定，為健全農漁會信用部財務基礎，信用部資本適足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其資本適足率在百分之六以上，未達百分之八者，主管

機關得命其提報增加淨值，減少風險性資產總額之限期改善計劃。信用部資本適

足率未達百分之六者，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處分外，並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理： 

(一)限制給付理事、監事酬勞金、出席費。 

(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或停止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之業務。 

(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申設信用部分部。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之計算詳附表一及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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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 

 

107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類 別 項                   目 金          額 

合格淨值

(H) 

第一類資本   

(1)事業資金 $-  

(2)事業公積 52,718  

(3)法定公積 -  

(4)特別公積 -  

(5)捐贈公積 1,144  

(6)資產公積 43  

(7)累積盈虧（應扣除備抵呆帳、損失準備

及營業準備提列不足之金額） 

 

- 
 

(8)本期損益 10,426  

第一類資本合計(A) 64,331  

第二類資本（第二類資本合計數以不超過第

一類資本為限） 

  

(1)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  

(2)備抵呆帳、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註 1) 22,235  

第二類資本合計(B) 22,235  

淨值總額(C)=(A)+(B) 86,566  

減：全國農業金庫股票(D) 1,00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E) 433  

合作金庫銀行股票(F) -  

    其他長期投資(G) -  

合格淨值(H)=(C)-[(D)+(E)+(F)+(G)] 85,133  

風  險  性  資  產  總  額(I) $1,270,578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資本適足率） 

    ＝合格淨值(H)/風險性資產總額(I) 
6.70 % 

附註一：風險性資產總額(H)之計算方式請詳附表二，惟依據農授金字第1045070290 

號應扣除特定損失 4,411仟元。 

附註二：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係依照「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 

率管理辦法」之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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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 

107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風
險
權
數 

帳面金額 

風險性 
資產額 

1.現金 0% $49,471 $- 
2.對本國中央政府及中央銀行之債權或經其保證之債權： 

 買入中央政府公債 

 買入國庫券 

  繳存存款準備金 

 提存法院的保證金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0% 105,992 - 

3.以現金、在本會之存款、中央政府或中央銀行債券為擔

保之債權： 

 以本會存單、中央銀行公債或國庫券質押之放款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0% - - 

4.對本國中央政府以外各級政府之債權或其保證之債權： 

 買入各級政府公債(中央政府除外)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10% 42 4 

5.對本國銀行及其保證之債權： 

 存放行庫(同時有存單質借，則以抵減後之淨額計算) 

 買入金融債券 

 買入銀行保證之公司債券 

 買入定期存單 

 買入銀行承兌匯票 

 買入銀行保證之商業本票 

 繳交於金資中心之保證金額 

 繳交票據交換清算基金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20% 2,589,080 517,816 

6.住宅用不動產擔保放款（做為擔保品之不動產是否屬於

住宅為判斷標準）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50% 676,481 338,240 

7上列以外依規定，風險權數未達 100%之資產(填列本項

時請註明各項資產名稱、金額及風險權數)  
 204,250 6,839 

8.上列以外之債權及其他資產(以扣除累計折舊後之淨額

計算) 
100% 412,089 412,089 

合                                    計 
 $4,037,405 $1,274,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