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
承辦人：陳小姐
電話：8101-3596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7日
文　號：臺證上一字第106002175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修訂「金融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及「金融控股公司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案經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銀行局106年11月15日銀局（法）字第10600269430號准予備查。
二、為我國於107年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委員會發布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經參酌106年8月2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法字第10610003940號修訂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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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檢查局單一申報窗口之AI201、AI210、CI201及CI210報表，配合修改本公司之「金融業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及「金融控股公司IFRSs會計項目及代碼」（附件），並自107年起開始適用。前開附件亦置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twse.com.tw「首頁/市場公告/公文查詢」供下載。

正本：國內各上市公司、各第一上市公司、各未上市（櫃）之公開發行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本公司上市二部、券商輔導部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部室主管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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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10000		資產		10000		資產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01		庫存現金		11001		庫存現金

		11003		零用及週轉金		11003		零用及週轉金

		11005		待交換票據		11005		待交換票據

		11007		庫存外幣		11007		庫存外幣

		11009		運送中現金		11009		運送中現金

		11021		存放銀行同業		11021		存放銀行同業

		11022		備抵呆帳-存放銀行同業		11022		備抵呆帳-存放銀行同業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11501		銀行同業透支		11501		銀行同業透支

		11503		拆放銀行同業		11503		拆放銀行同業

		11504		備抵呆帳-拆放銀行同業		11504		備抵呆帳-拆放銀行同業

		11505		銀行同業貿易融資墊款		11505		銀行同業貿易融資墊款

		11506		備抵呆帳-銀行同業貿易融資墊款		11506		備抵呆帳-銀行同業貿易融資墊款

		11511		存放央行		11511		存放央行

		11513		轉存央行存款		11513		轉存央行存款

		11521		存出信託資金準備		11521		存出信託資金準備

		11522		抵繳存出信託資金準備-證券		11522		抵繳存出信託資金準備-證券

		11523		存出信託資金賠償準備		11523		存出信託資金賠償準備

		11524		抵繳存出信託資金賠償準備		11524		抵繳存出信託資金賠償準備



		1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001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12001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2003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2003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2005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007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097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097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12099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2099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121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10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103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評價調整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11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113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評價調整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2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20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203		累計減損-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20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採避險會計之調整數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30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淨額		12300		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淨額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12301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12301		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2501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2501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13001		應收票據		13001		應收票據

		1300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13002		備抵呆帳-應收票據

		13003		長期應收票據		13003		長期應收票據

		13004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票據		13004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票據

		13006		長期應收票據折價		13006		長期應收票據折價

		13007		應收帳款		13007		應收帳款

		13008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13008		備抵呆帳-應收帳款

		13009		長期應收款		13009		長期應收款

		13010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款		13010		備抵呆帳-長期應收款

		13012		長期應收款折溢價		13012		長期應收款折溢價				票券業適用。

		13013		應收收益		13013		應收收益

		13014		備抵呆帳-應收收益		13014		備抵呆帳-應收收益

		13015		應收利息		13015		應收利息

		13016		備抵呆帳-應收利息		13016		備抵呆帳-應收利息

		13017		應收保費		13017		應收保費

		13019		應收其他退稅款		13019		應收其他退稅款

		13021		應收股利		13021		應收股利

		13023		應收承兌票款		13023		應收承兌票款

		13024		備抵呆帳-應收承兌票款		13024		備抵呆帳-應收承兌票款

		13025		應收承購帳款-無追索權		13025		應收承購帳款-無追索權

		13026		備抵呆帳-應收承購帳款-無追索權		13026		備抵呆帳-應收承購帳款-無追索權

		13027		應收信用卡款項		13027		應收信用卡款項

		13028		備抵呆帳-應收信用卡款項		13028		備抵呆帳-應收信用卡款項

		13031		應收衍生性商品違約交割款		13031		應收衍生性商品違約交割款

		13032		備抵呆帳-應收衍生性商品違約交割款		13032		備抵呆帳-應收衍生性商品違約交割款

		13041		應收即期外匯款		13041		應收即期外匯款

		13071		轉融通保證價款		13071		轉融通保證價款

		13073		應收轉融通擔保價款		13073		應收轉融通擔保價款

		13081		託辦往來		13081		託辦往來

		13083		代理處往來		13083		代理處往來

		13085		經紀人往來		13085		經紀人往來

		13087		應收代買證券價款		13087		應收代買證券價款

		13089		交割代價		13089		交割代價

		13091		應收交割帳款		13091		應收交割帳款

		13097		其他應收款		13097		其他應收款

		13098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3098		備抵呆帳-其他應收款

		1320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320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3201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3201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3203		預付所得稅稅款		13203		預付所得稅稅款

		13300		待出售資產-淨額		13300		待出售資產-淨額

		13311		待出售資產  		13311		待出售資產  

		13312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		13312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

		13400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淨額		13400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淨額

		13403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403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404		累計減損-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404		累計減損-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13501		進口押匯		13501		進口押匯

		13503		出口押匯		13503		出口押匯

		13505		貼現		13505		貼現

		13521		透支		13521		透支

		13523		短期放款		13523		短期放款

		13525		應收帳款融資		13525		應收帳款融資

		13541		擔保透支		13541		擔保透支

		13543		短期擔保放款		13543		短期擔保放款

		13545		應收證券融資款		13545		應收證券融資款

		13561		中期放款		13561		中期放款

		13563		中期擔保放款		13563		中期擔保放款

		13581		長期放款		13581		長期放款

		13583		長期擔保放款		13583		長期擔保放款

		13585		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		13585		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

		13590		備抵呆帳-貼現及放款		13590		備抵呆帳-貼現及放款

		13594		貼現及放款折溢價調整		13594		貼現及放款折溢價調整

		13595		放款轉列之催收款折溢價調整		13595		放款轉列之催收款折溢價調整

		13596		貼現及放款採避險會計之調整數		13596		貼現及放款採避險會計之調整數



		14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14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4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4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4002		累計減損-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14002		累計減損-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40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140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4501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501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4502		累計減損-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502		累計減損-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500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成本		1500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成本

		15002		累計減損-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5002		累計減損-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5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權益調整		15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權益調整

		15100		受限制資產-淨額		15100		受限制資產-淨額

		15101		受限制資產－權益工具		15101		受限制資產－權益工具

		15103		受限制資產－債務工具		15103		受限制資產－債務工具

		15199		受限制資產－其他		15199		受限制資產－其他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504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5504		累計減損-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5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155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514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15514		累計減損-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515		長期信託投資		15515		長期信託投資

		15531		短期墊款		15531		短期墊款

		15533		買入匯款		15533		買入匯款

		15534		備抵呆帳-買入匯款		15534		備抵呆帳-買入匯款

		15541		非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		15541		非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

		15542		備抵呆帳-非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		15542		備抵呆帳-非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

		15551		拆放證券公司		15551		拆放證券公司

		15552		備抵呆帳-拆放證券公司		15552		備抵呆帳-拆放證券公司

		15597		其他什項金融資產		15597		其他什項金融資產

		15598		累計減損-其他什項金融資產		15598		累計減損-其他什項金融資產



		18500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18500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18501		土地		18501		土地

		18503		重估增值-土地		18503		重估增值-土地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及於用途改變日認列重估增值或轉列時得使用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06		累計減損-土地		18506		累計減損-土地

		18511		土地改良物		18511		土地改良物

		18513		重估增值-土地改良物		18513		重估增值-土地改良物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及於用途改變日認列重估增值或轉列時得使用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14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8514		累計折舊-土地改良物

		18516		累計減損-土地改良物		18516		累計減損-土地改良物

		18521		房屋及建築		18521		房屋及建築

		18523		重估增值-房屋及建築		18523		重估增值-房屋及建築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及於用途改變日認列重估增值或轉列時得使用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24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8524		累計折舊-房屋及建築

		18526		累計減損-房屋及建築		18526		累計減損-房屋及建築		 

		18531		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31		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33		重估增值-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33		重估增值-機械及電腦設備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34		累計折舊-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34		累計折舊-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36		累計減損-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36		累計減損-機械及電腦設備

		1854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41		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43		重估增值-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43		重估增值-交通及運輸設備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44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44		累計折舊-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46		累計減損-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46		累計減損-交通及運輸設備

		18551		什項設備		18551		什項設備

		18553		重估增值-什項設備		18553		重估增值-什項設備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54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18554		累計折舊-什項設備

		18556		累計減損-什項設備		18556		累計減損-什項設備

		18561		租賃權益改良		18561		租賃權益改良

		18563		重估增值-租賃權益改良		18563		重估增值-租賃權益改良				除首次採用時，選擇以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重估價值作為重估價日之認定成本外，僅於續後衡量得採重估價模式時始可使用

		18564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18564		累計折舊-租賃權益改良

		18566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改良		18566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改良

		18571		未完工程		18571		未完工程

		18572		累計減損-未完工程		18572		累計減損-未完工程

		18573		預付房地款		18573		預付房地款

		18574		累計減損-預付房地款		18574		累計減損-預付房地款

		18575		預付設備款		18575		預付設備款

		18576		累計減損-預付設備款		18576		累計減損-預付設備款

		18581		租賃資產		18581		租賃資產

		18584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18584		累計折舊-租賃資產

		18586		累計減損-租賃資產		18586		累計減損-租賃資產



		18700		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淨額		18700		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淨額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18701		投資性不動產		18701		投資性不動產

		18711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		18711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

		18721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		18721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

		18731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		18731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

		18741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		18741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

		19000		無形資產-淨額		19000		無形資產-淨額

		19001		商標權		19001		商標權

		19002		累計減損-商標權		19002		累計減損-商標權

		19003		專利權		19003		專利權

		19004		累計減損-專利權		19004		累計減損-專利權

		19005		特許權		19005		特許權

		19006		累計減損-特許權		19006		累計減損-特許權

		19007		商譽		19007		商譽

		19009		電腦軟體		19009		電腦軟體

		19010		累計減損-電腦軟體		19010		累計減損-電腦軟體

		19031		租賃權益		19031		租賃權益

		19032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		19032		累計減損-租賃權益

		19041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19041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19042		累計減損-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19042		累計減損-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19097		其他無形資產		19097		其他無形資產

		19098		累計減損-其他無形資產		19098		累計減損-其他無形資產

		193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3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3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30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500		其他資產 -淨額		19500		其他資產 -淨額

		19501		用品盤存		19501		用品盤存

		19503		預付費用		19503		預付費用

		19505		預付其他稅款		19505		預付其他稅款

		19507		預付利息		19507		預付利息

		19509		預付股（官）息紅利		19509		預付股（官）息紅利

		19513		預付借券費		19513		預付借券費				票券業適用。

		19515		進項稅額		19515		進項稅額

		19517		留抵稅額		19517		留抵稅額

		19519		其他預付款		19519		其他預付款

		19521		商品存貨		19521		商品存貨

		19522		備抵存貨跌價		19522		備抵存貨跌價				依IAS 12規定依存貨規定評價使用之。

		19571		償債基金		19571		償債基金

		19573		改良及擴充基金		19573		改良及擴充基金

		19575		專案計劃基金		19575		專案計劃基金

		19579		其他基金		19579		其他基金

		19585		出租資產		19585		出租資產

		19586		累計折舊-出租資產		19586		累計折舊-出租資產

		19588		累計減損-出租資產		19588		累計減損-出租資產

		19595		其他非營業資產		19595		其他非營業資產

		19596		累計折舊-其他非營業資產		19596		累計折舊-其他非營業資產

		19598		累計減損-其他非營業資產		19598		累計減損-其他非營業資產

		19601		存出保證金		19601		存出保證金

		19602		抵繳存出保證金		19602		抵繳存出保證金

		19603		存出保證品		19603		存出保證品

		19604		抵繳存出保證品		19604		抵繳存出保證品

		19605		存出典金（典入權益）		19605		存出典金（典入權益）

		19609		存出借券保證金		19609		存出借券保證金				票券業適用。

		19611		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11		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12		抵繳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12		抵繳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21		服務資產		19621		服務資產

		19623		承受擔保品		19623		承受擔保品

		19624		累計減損-承受擔保品		19624		累計減損-承受擔保品

		1962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1962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19629		信用交易		19629		信用交易

		19651		預付退休金		19651		預付退休金

		19661		出售不良債權未認列之損失		19661		出售不良債權未認列之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9669		其他遞延資產		19669		其他遞延資產

		1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淨額		1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淨額

		1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		1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

		19673		報失資產		19673		報失資產

		19674		待抵銷報失資產		19674		待抵銷報失資產

		19677		其他待整理資產		19677		其他待整理資產

		19678		累計減損-其他待整理資產		19678		累計減損-其他待整理資產

		19691		內部往來（借方）		19691		內部往來（借方）

		19693		聯行往來（借方）		19693		聯行往來（借方）

		19695		兌換（借方）		19695		兌換（借方）

		19697		其他雜項資產		19697		其他雜項資產

		19698		累計減損-其他雜項資產		19698		累計減損-其他雜項資產



		20000		負債		20000		負債



		21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21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21001		央行存款		21001		央行存款

		21003		銀行同業存款		21003		銀行同業存款

		21005		中華郵政轉存款		21005		中華郵政轉存款

		21011		透支銀行同業		21011		透支銀行同業

		21013		銀行同業拆放		21013		銀行同業拆放

		21015		央行拆放		21015		央行拆放

		21021		短期借款		21021		短期借款				票券業適用。

		    21500		       央行及同業融資		    21500		       央行及同業融資

		21501		央行貼現轉融資		21501		央行貼現轉融資

		21503		央行放款轉融資		21503		央行放款轉融資

		21509		央行其他融資		21509		央行其他融資

		21521		同業融資		21521		同業融資

		2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2001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		22001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

		22003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		22003		持有供交易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

		22097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2097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22099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		22099		原始認列時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調整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2230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淨額		22300		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淨額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22301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22301		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依據IFRS9修正本項會計項目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22501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		22501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

		23000		應付款項		23000		應付款項

		23001		應付票據		23001		應付票據

		23007		應付帳款		23007		應付帳款

		23013		應付費用		23013		應付費用

		23015		應付利息		23015		應付利息

		23019		應付其他稅款		23019		應付其他稅款

		23021		應付股（官）息紅利		23021		應付股（官）息紅利

		23023		承兌匯票		23023		承兌匯票

		23025		應付承購帳款		23025		應付承購帳款

		23027		應付代收款		23027		應付代收款

		23029		應付代售印花稅票		23029		應付代售印花稅票

		23031		應付承銷有價證券款		23031		應付承銷有價證券款				票券業適用。

		23041		應付即期外匯款		23041		應付即期外匯款

		23071		融券存入保證價款		23071		融券存入保證價款

		23073		應付融券擔保價款		23073		應付融券擔保價款

		23081		託辦往來		23081		託辦往來

		23083		代理處往來		23083		代理處往來

		23085		經紀人往來		23085		經紀人往來

		23087		應付託售證券價款		23087		應付託售證券價款

		23089		交割代價 		23089		交割代價 

		23091		應付交割帳款		23091		應付交割帳款

		23097		其他應付款		23097		其他應付款



		232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32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3201		應付所得稅款		23201		應付所得稅款

		233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3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30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30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500		存款及匯款		23500		存款及匯款

		23501		支票存款		23501		支票存款

		23503		本行支票		23503		本行支票

		23505		保付支票		23505		保付支票

		23507		外幣支票存款		23507		外幣支票存款

		23511		公庫存款-活期		23511		公庫存款-活期

		23513		公庫存款-定期		23513		公庫存款-定期

		23521		活期存款		23521		活期存款

		23523		外匯活期存款		23523		外匯活期存款

		23531		定期存款〈不含NCD〉		23531		定期存款〈不含NCD〉

		23533		可轉讓定期存單		23533		可轉讓定期存單

		23535		外匯定期存款		23535		外匯定期存款

		23541		活期儲蓄存款		23541		活期儲蓄存款

		23543		行員活期儲蓄存款		23543		行員活期儲蓄存款

		23551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23551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23553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23553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23555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23555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23557		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23557		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23559		行員定期儲蓄存款		23559		行員定期儲蓄存款

		23561		優利自由儲蓄存款		23561		優利自由儲蓄存款

		23563		優利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23563		優利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23571		指定用途信託資金		23571		指定用途信託資金

		23573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		23573		代為確定用途信託資金

		23581		現金儲值卡		23581		現金儲值卡

		23591		匯出匯款		23591		匯出匯款

		23593		應解匯款		23593		應解匯款

		23595		存款採避險會計之調整數		23595		存款採避險會計之調整數

		24000		應付金融債券		24000		應付金融債券

		24001		應付金融債券		24001		應付金融債券

		24003		應付金融債券溢價		24003		應付金融債券溢價

		24004		應付金融債券折價		24004		應付金融債券折價

		24100		應付公司債		24100		應付公司債				票券業適用。

		24101		應付公司債		24101		應付公司債				票券業適用。

		24103		應付債券溢價		24103		應付債券溢價				票券業適用。

		24104		應付債券折價		24104		應付債券折價				票券業適用。

		24500		特別股負債		24500		特別股負債

		24501		特別股負債		24501		特別股負債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2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25505		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25505		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25507		其他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5507		其他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5509		證券公司拆放		25509		證券公司拆放

		25511		短期借款		25511		短期借款

		25513		應付商業本票		25513		應付商業本票

		25514		應付商業本票折價		25514		應付商業本票折價

		25531		應付租賃款		25531		應付租賃款

		25541		長期借款		25541		長期借款

		25551		共同投資機關(基金)撥入資金		25551		共同投資機關(基金)撥入資金

		25553		撥入放款基金		25553		撥入放款基金

		25555		撥入備放款		25555		撥入備放款

		25597		其他什項金融負債		25597		其他什項金融負債



		25600		負債準備		25600		負債準備

		25601		保證責任準備		25601		保證責任準備

						25602		融資承諾準備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25605		意外損失準備		25605		意外損失準備

		25607		未滿期保費準備		25607		未滿期保費準備

		25609		未決賠款準備		25609		未決賠款準備

		25621		輸出保險準備		25621		輸出保險準備

		25623		賠款特別準備		25623		賠款特別準備

		25631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5631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5641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本之負債準備		25641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本之負債準備

		25699		其他營業準備		25699		其他營業準備

		29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301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9301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9303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9303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9305		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		29305		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

		29500		其他負債		29500		其他負債

		29501		預收保費		29501		預收保費

		29503		預收收入		29503		預收收入

		29505		預收訂金		29505		預收訂金

		29507		預收利息		29507		預收利息

		29511		預收租金		29511		預收租金				票券業適用

		29513		預收借券收入		29513		預收借券收入				票券業適用

		29515		銷項稅額		29515		銷項稅額

		29519		其他預收款		29519		其他預收款

		29601		存入保證金		29601		存入保證金

		29605		存入典金		29605		存入典金

		29609		存入借券保證金		29609		存入借券保證金				票券業適用

		29611		應付保管款		29611		應付保管款

		29621		服務負債		29621		服務負債

		29623		追索權負債		29623		追索權負債

		29625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9625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9629		信用交易		29629		信用交易

		29661		遞延收入		29661		遞延收入

		2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淨額		2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淨額

		2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		2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

		29677		其他待整理負債		29677		其他待整理負債

		29691		內部往來（貸方）		29691		內部往來（貸方）

		29693		聯行往來（貸方）		29693		聯行往來（貸方）

		29695		兌換（貸方）		29695		兌換（貸方）

		29697		其他雜項負債		29697		其他雜項負債



		30000		權益		30000		權益

		31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31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31100		股本		31100		股本

		31101		普通股股本		31101		普通股股本

		31103		特別股股本		31103		特別股股本

		31111		預收股本		31111		預收股本

		31121		增資準備		31121		增資準備

		31131		待註銷股本		31131		待註銷股本



		31500		資本公積		31500		資本公積

		31501		股本溢價		31501		股本溢價

		31511		受贈公積		31511		受贈公積

		31513		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		31513		資本公積─庫藏股票交易

		31521		資本公積─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股權淨值之變動數		31521		資本公積─採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股權淨值之變動數

		31599		其他資本公積		31599		其他資本公積



		32000		保留盈餘		32000		保留盈餘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32011		累積盈餘		32011		累積盈餘

		32013		累積虧損		32013		累積虧損

		32021		上期損益		32021		上期損益

		32023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2023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2024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處分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025		本期損益		32025		本期損益

		32500		其他權益		32500		其他權益

		3252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252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2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32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32525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32525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32526		避險工具之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27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32527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32529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評價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損益		依據IFRS9金融工具之分類及衡量方式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5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5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53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53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61		不動產重估增值		32561		不動產重估增值				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40 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32562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2562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2563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32563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32599		其他權益-其他		32599		其他權益-其他



		32600		庫藏股票		32600		庫藏股票

		32601		庫藏股票		32601		庫藏股票

		360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360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37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37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個別及個體報表適用

		38000		非控制權益		38000		非控制權益

		38001		非控制權益		38001		非控制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38110		待註銷股本股數		38110		待註銷股本股數

		38111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位:股)		38111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位:股)

		38112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38112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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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IFRS會計項目代碼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40000		收益		40000		收益

		41000		利息收入		41000		利息收入

		41001		貼現及放款利息收入		41001		貼現及放款利息收入

		41003		應收承購帳款利息收入		41003		應收承購帳款利息收入

		41011		買入匯款利息收入		41011		買入匯款利息收入

		41021		存放及拆放同業利息收入（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1021		存放及拆放同業利息收入（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1023		拆放銀行及同業利息收入		41023		拆放銀行及同業利息收入				票券業適用

		41031		附賣回票債券投資利息收入		41031		附賣回票債券投資利息收入

		41033		投資有價證券利息收入（持有票債券利息收入）		41033		投資有價證券利息收入（持有票債券利息收入）

		41041		資產證券化利息收入		41041		資產證券化利息收入

		41061		信用卡循環利息收入		41061		信用卡循環利息收入

		41099		其他利息收入		41099		其他利息收入

		42000		手續費收入		42000		手續費收入

		42001		進出口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01		進出口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03		國內信用狀手續費收入		42003		國內信用狀手續費收入

		42005		匯費收入		42005		匯費收入

		42011		跨行手續費收入		42011		跨行手續費收入

		42021		放款手續費收入（企金）		42021		放款手續費收入（企金）

		42022		放款手續費收入（消金）		42022		放款手續費收入（消金）

		42023		保證手續費收入		42023		保證手續費收入

		42025		承兌手續費收入		42025		承兌手續費收入

		4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收入		4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收入

		42031		簽證手續費收入		42031		簽證手續費收入

		42033		承銷手續費收入		42033		承銷手續費收入

		42035		經紀手續費收入		42035		經紀手續費收入				票券業適用

		42041		信託業務收入		42041		信託業務收入

		42042		信託業務收入（屬國內外基金部分）		42042		信託業務收入（屬國內外基金部分）

		42043		信託附屬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43		信託附屬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44		信託附屬業務手續費收入（屬保管業務）		42044		信託附屬業務手續費收入（屬保管業務）

		42051		代理手續費收入		42051		代理手續費收入

		42052		非投資型保險佣金（分潤）收入		42052		非投資型保險佣金（分潤）收入

		42053		財產保險佣金（分潤）收入		42053		財產保險佣金（分潤）收入

		42054		投資型保險商品佣金（分潤）收入		42054		投資型保險商品佣金（分潤）收入

		42061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		42061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

		42063		現金卡手續費收入		42063		現金卡手續費收入

		42064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屬收單部分）		42064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屬收單部分）

		42065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屬年費部分）		42065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屬年費部分）

		42066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屬簽單部分）		42066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屬簽單部分）

		42070		信用卡回饋金收入		42070		信用卡回饋金收入

		42075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收入		42075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收入

		42099		其他手續費收入		42099		其他手續費收入

		4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利益		4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利益

		4250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股利收入		4250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股利收入

		4250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42502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425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處分利益		425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處分利益

		4250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4250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4251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處分利益		4251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處分利益

		4251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利益		4251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利益

		42521		現金流量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利益		42521		現金流量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利益

		42523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利益		42523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利益

		4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4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股利收入		43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股利收入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0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處分利益		430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處分利益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1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10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股利收入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111		除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4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5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處分利益		435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處分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60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60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處分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61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授信資產處分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700		金融資產重分類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701		金融資產重分類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4500		兌換利益		44500		兌換利益

		44501		兌換利益		44501		兌換利益

		45000		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00		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50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5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損迴轉利益		45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損迴轉利益

						4501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減損迴轉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5013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減損迴轉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5019		其他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19		其他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21		不動產及設備減損迴轉利益		45021		不動產及設備減損迴轉利益

		45023		投資性不動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23		投資性不動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25		無形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25		無形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31		承受擔保品減損迴轉利益		45031		承受擔保品減損迴轉利益

		45035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35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41		待出售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41		待出售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99		其他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99		其他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合併報表及個別報表適用

		4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4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利益		4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利益

		48000		其他利息以外收益		48000		其他利息以外收益

		48001		避險工具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1		避險工具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4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利益		4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利益		4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8018		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投資性不動產		48018		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投資性不動產

		48019		信託投資利益		48019		信託投資利益

		48021		出售不良債權收入		48021		出售不良債權收入		　

		4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利益		4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利益

						48025		債務協商修改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8031		證券經紀收入		48031		證券經紀收入

		48033		證券承銷收入		48033		證券承銷收入

		48037		保費收入		48037		保費收入

		48039		儲運收入		48039		儲運收入

		48043		銷貨收入		48043		銷貨收入

		48045		顧問服務收入		48045		顧問服務收入

		480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80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8049		營業資產租金收入		48049		營業資產租金收入

		48051		租賃收入		48051		租賃收入

		48053		賠償收入		48053		賠償收入

		48061		財產交易利益-資產證券化		48061		財產交易利益-資產證券化

		48063		財產交易利益		48063		財產交易利益

		48069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48069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48071		收回保費準備		48071		收回保費準備

		48073		收回未決賠款準備		48073		收回未決賠款準備

		48075		收回輸出保險準備		48075		收回輸出保險準備

		48077		收回特別準備		48077		收回特別準備

		48097		內部損益（貸方）		48097		內部損益（貸方）

		48099		其他什項收入		48099		其他什項收入





		50000		費損		50000		費損

		51000		利息費用		51000		利息費用

		51001		存款利息費用		51001		存款利息費用

		51003		收益分配金（信託投資公司適用）		51003		收益分配金（信託投資公司適用）

		51021		央行及同業存款利息費用		51021		央行及同業存款利息費用

		51023		央行及同業融資利息費用		51023		央行及同業融資利息費用

		51031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利息費用		51031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利息費用

		51043		結構型商品利息費用		51043		結構型商品利息費用

		51061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51061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51091		發行債券利息費用		51091		發行債券利息費用				票券業適用

		51093		發行票券利息費用		51093		發行票券利息費用				票券業適用

		51099		其他利息費用		51099		其他利息費用

		52000		手續費費用		52000		手續費費用

		52005		匯費支出		52005		匯費支出

		52011		跨行手續費		52011		跨行手續費

		5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		5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

		52041		信託手續費		52041		信託手續費

		52043		保管手續費		52043		保管手續費

		52051		代理費用		52051		代理費用

		52099		其他手續費費用		52099		其他手續費費用

		5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失		5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失

		525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5250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5250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5250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5251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利息費用		5251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利息費用

		5251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處分損失		5251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處分損失

		5251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損失		52515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評價損失

		52521		現金流量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損失		52521		現金流量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損失

		52523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損失		52523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無效而認列於損益之損失

		5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5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30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5300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31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111		除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5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35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535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處分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360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60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處分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61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授信資產處分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7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701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4500		兌換損失		54500		兌換損失

		54501		兌換損失		54501		兌換損失

		55000		資產減損損失		55000		資產減損損失

		55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5500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50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55003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5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損損失		55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損損失

						5501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減損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5013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減損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5019		其他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55019		其他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55021		不動產及設備減損損失		55021		不動產及設備減損損失

		55023		投資性不動產減損損失		55023		投資性不動產減損損失

		55025		無形資產減損損失		55025		無形資產減損損失

		55031		承受擔保品減損損失		55031		承受擔保品減損損失

		55035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減損損失		55035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減損損失

		55041		待出售資產減損損失		55041		待出售資產減損損失

		55099		其他資產減損損失		55099		其他資產減損損失

		5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合併報表及個別報表適用

		5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5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損失		5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損失

		58000		其他利息以外損失		58000		其他利息以外損失

		58001		避險工具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1		避險工具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5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損失		5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損失		5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8018		公允價值調整損失-投資性不動產		58018		公允價值調整損失-投資性不動產

		58019		信託投資損失		58019		信託投資損失

		58021		出售不良債權損失		58021		出售不良債權損失

		5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損失		5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損失

						58025		債務協商修改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8031		證券經紀費用		58031		證券經紀費用

		58033		證券承銷費用		58033		證券承銷費用

		58035		證券自營費用		58035		證券自營費用

		58037		保險賠款與給付		58037		保險賠款與給付

		58039		儲運費用		58039		儲運費用

		58043		銷貨成本		58043		銷貨成本

		58049		營業資產出租費用		58049		營業資產出租費用

		58061		財產交易損失-資產證券化		58061		財產交易損失-資產證券化

		58063		財產交易損失		58063		財產交易損失

		58065		資產報廢損失		58065		資產報廢損失

		58067		災害損失		58067		災害損失

		58069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58069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58071		提存保費準備		58071		提存保費準備

		58073		提存未決賠款準備		58073		提存未決賠款準備

		58075		提存輸出保險準備		58075		提存輸出保險準備

		58077		提存特別準備		58077		提存特別準備

		580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580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580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580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58097		內部損益（借方）		58097		內部損益（借方）

		58099		其他什項支出		58099		其他什項支出

		58200		呆帳費用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各項提存）		58200		呆帳費用、承諾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依據IFRS9修改本項會計項目

		58201		放款呆帳費用		58201		放款呆帳費用

		58202		放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02		放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03		提存呆帳		58203		提存呆帳				票券業適用

		58204		提存呆帳調整		58204		提存呆帳調整				票券業適用

		58211		應收承購帳款呆帳費用		58211		應收承購帳款呆帳費用

		58212		應收承購帳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12		應收承購帳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21		應收承兌票款呆帳費用		58221		應收承兌票款呆帳費用

		58222		應收承兌票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22		應收承兌票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31		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58231		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58241		應收信用卡帳款呆帳費用		58241		應收信用卡帳款呆帳費用

		58242		應收信用卡帳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42		應收信用卡帳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51		其他應收款呆帳費用		58251		其他應收款呆帳費用

		58252		其他應收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52		其他應收款呆帳費用調整

						58271		融資承諾準備提存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8291		其他各項提存		58291		其他各項提存				票券業適用

		25292		其他各項提存調整		25292		其他各項提存調整				票券業適用



		58400		營業費用		58400		營業費用

		58500		員工福利費用		58500		員工福利費用

		58501		短期員工福利		58501		短期員工福利

		58511		退職後福利		58511		退職後福利

		58521		其他長期員工福利		58521		其他長期員工福利

		58531		離職福利		58531		離職福利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59001		折舊費用		59001		折舊費用

		59003		攤銷費用		59003		攤銷費用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59501		員工訓練費用		59501		員工訓練費用

		59503		研究發展費用		59503		研究發展費用

		59511		租金		59511		租金

		59513		佣金支出		59513		佣金支出

		59521		現金運送費		59521		現金運送費

		59599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59599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49010		利息淨收益		49010		利息淨收益

		49020		利息以外淨損益		49020		利息以外淨損益



		49100		手續費淨收益		49100		手續費淨收益

		492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92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93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93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931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4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94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945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5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600		兌換損益		49600		兌換損益

		4970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淨額		4970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淨額

		4975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975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98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損益		498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損益

		49801		避險工具之淨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801		避險工具之淨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8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淨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8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淨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8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益		498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8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淨損益		498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淨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8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淨投資損益		498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淨投資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815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49815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49819		信託投資淨損益		49819		信託投資淨損益

		49821		出售不良債權淨損益		49821		出售不良債權淨損益

		498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淨損益		498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淨損益

						49825		債務協商修改淨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831		證券經紀收入淨額		49831		證券經紀收入淨額

		49833		證券承銷收入淨額		49833		證券承銷收入淨額

		49835		證券自營費用		49835		證券自營費用

		49837		      保費收入淨額		49837		      保費收入淨額

		49839		      儲運業務淨損益		49839		      儲運業務淨損益

		49843		銷貨淨損益		49843		銷貨淨損益

		49845		顧問服務收入		49845		顧問服務收入

		498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98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9849		營業資產出租淨損益		49849		營業資產出租淨損益

		49851		租賃收入		49851		租賃收入

		49853		賠償收入		49853		賠償收入

		49861		財產交易淨損益-資產證券化		49861		財產交易淨損益-資產證券化

		49863		財產交易淨損益		49863		財產交易淨損益

		49865		資產報廢損失		49865		資產報廢損失

		49867		災害損失		49867		災害損失

		49871		（提存）收回保費準備淨額		49871		（提存）收回保費準備淨額

		49873		（提存）收回未決賠款準備淨額		49873		（提存）收回未決賠款準備淨額

		49875		（提存）收回輸出保險準備淨額		49875		（提存）收回輸出保險準備淨額

		49877		（提存）收回特別準備淨額		49877		（提存）收回特別準備淨額

		498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498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498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498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49899		其他什項損益		49899		其他什項損益

		     4xxxx		 淨收益		     4xxxx		 淨收益



		61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1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1001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61001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61003		    所得稅（費用）利益		61003		    所得稅（費用）利益



		62500		停業單位損益		62500		停業單位損益

		62505		停業單位營業稅前損益		62505		停業單位營業稅前損益

		6251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處分損益（稅前）		6251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處分損益（稅前）

		6252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損益（稅前）		6252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損益（稅前）

		62540		與停業單位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2540		與停業單位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35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635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個別及個體報表適用



		64000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4000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4001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64001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64003		與本期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4003		與本期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50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		650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



		6520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520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520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520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5202		不動產重估增值		65202		不動產重估增值				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 40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65203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避險工具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5204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評價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5205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65205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6520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20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合併報表適用

		6520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20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個體報表適用

		65219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219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220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5220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53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530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530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530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530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6530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65303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65303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65304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65304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65305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避險工具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530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30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合併報表適用

		6530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307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個體報表適用

						65308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損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5311		減：重分類調整數─處分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5311		減：重分類調整數─處分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參考其他金融業別不單獨列示重分類調整數細項

		65312		減：重分類調整數─除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65312		減：重分類調整數─除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參考其他金融業別不單獨列示重分類調整數細項

		65313		減：重分類調整數─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之避險工具損益		65313		減：重分類調整數─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之避險工具損益		參考其他金融業別不單獨列示重分類調整數細項

		65314		減：重分類調整數─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損益		65314		減：重分類調整數─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損益		參考其他金融業別不單獨列示重分類調整數細項

		65319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319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5320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5320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59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59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個別及個體報表適用



		660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後）		660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後）

		6600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前）		66001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稅前）

		66003		與本期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66003		與本期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67100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歸屬		67100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歸屬

		67101		本期稅後淨利（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7101		本期稅後淨利（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合併報表適用

		67105		本期稅後淨利（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67105		本期稅後淨利（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67111		本期稅後淨利（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67111		本期稅後淨利（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67300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歸屬		67300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歸屬

		67301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67301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合併報表適用

		67305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67305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67311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67311		本期稅後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67500		基本每股盈餘 		67500		基本每股盈餘 

		67501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67501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67511		停業單位淨利（淨損）		67511		停業單位淨利（淨損）







		67700		稀釋每股盈餘 		67700		稀釋每股盈餘 

		67701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67701		繼續營業單位淨利（淨損）

		67711		停業單位淨利（淨損）		67711		停業單位淨利（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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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代碼		會計項目		代碼		會計項目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00=A20010+A40000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A20100		折舊費用

		A20200		攤銷費用		A20200		攤銷費用

		A20300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A2030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數／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文字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900		利息費用		A20900		利息費用

		A2100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淨損失(利益)		A2100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金融資產淨損失(利益)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A211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		A211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

		A21200		利息收入		A21200		利息收入

		A21300		股利收入		A21300		股利收入

		A21400		各項保險負債淨變動		A21400		各項保險負債淨變動

		A21700		保證責任準備淨變動		A21700		保證責任準備淨變動

		A21800		其他各項負債準備淨變動		A21800		其他各項負債準備淨變動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A22000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A22000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A221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提存損失(利益)		A221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提存損失(利益)

		A22200		資產證券化損失(利益)		A22200		資產證券化損失(利益)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合併報表及個別報表適用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及設備損失(利益)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及設備損失(利益)

		A22600		不動產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A22600		不動產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係指原列於不動產及設備再轉列研發費用等情形

		A227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利益)		A227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利益)

		A2280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A2280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A23000		處分待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A23000		處分待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A23100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A23100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A2350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50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600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600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A24200		買回應付公司債損失(利益)		A24200		買回應付公司債損失(利益)

		A24300		出售及攤銷不良債權之損失		A24300		出售及攤銷不良債權之損失

		A244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損失(利益)		A244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損失(利益)

		A24500		逾期未領股利及董監酬勞轉列其他收入		A24500		逾期未領股利及董監酬勞轉列其他收入

		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A29900		其他項目		A29900		其他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A4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A4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A4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4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41110		    存放央行及拆借金融同業(增加)減少		A41110		    存放央行及拆借金融同業(增加)減少

		A41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123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A41125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增加)減少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A4113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130		  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A4114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減少		A4114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減少

		A41150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A41150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A41160		    貼現及放款(增加)減少		A41160		    貼現及放款(增加)減少

		A4117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17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A4118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18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A41190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190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減少

		A4199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A4199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A4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A4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A4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4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4211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增加(減少)		A4211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增加(減少)

		A4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4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4213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42130		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A4214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減少)		A4214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減少)

		A42150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A42150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A42160		    存款及匯款增加(減少)		A42160		    存款及匯款增加(減少)

		A4217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4217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4218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4218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4299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A4299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A4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4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4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4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A3300=A10000+A20000

		A33100		收取之利息		A33100		收取之利息

		A33200		收取之股利		A33200		收取之股利

		A33300		支付之利息		A33300		支付之利息

		A33400		支付之股利		A33400		支付之股利

		A33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A33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0010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010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2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02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3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003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4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04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50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050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6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B0006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100		取得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100		取得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酌IFR9 5.7.5酌修項目名稱

		B00200		處分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200		處分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酌IFR9 5.7.5酌修項目名稱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40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40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8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到期還本		B008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到期還本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900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0900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000		處分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1000		處分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1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B011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200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200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300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300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1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500		取得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B01500		取得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B01600		處分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B01600		處分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B01700		除列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B01700		除列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9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9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2000		預付投資款增加		B02000		預付投資款增加

		B02100		預付投資款減少		B02100		預付投資款減少

		B0220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B0220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B02300		處分子公司		B02300		處分子公司

		B02400		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B02400		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B02500		取得待出售資產		B02500		取得待出售資產

		B02600		處分待出售資產		B02600		處分待出售資產

		B02700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B02700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B028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B028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B03300		營業保證金增加		B03300		營業保證金增加

		B03400		營業保證金減少		B03400		營業保證金減少

		B03500		交割結算基金增加		B03500		交割結算基金增加

		B03600		交割結算基金減少		B03600		交割結算基金減少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B04100		其他應收款增加		B04100		其他應收款增加

		B04200		其他應收款減少		B04200		其他應收款減少

		B043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B043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B044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B044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B04600		處分無形資產		B04600		處分無形資產

		B04700		處分承受擔保品		B04700		處分承受擔保品

		B04800		取得承受擔保品		B04800		取得承受擔保品

		B049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淨現金收取數		B049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淨現金收取數

		B05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B05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B051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賠付款		B051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賠付款

		B05400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B05400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B055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B055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B056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		B056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

		B057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減少		B057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減少

		B05800		應收款項增加		B05800		應收款項增加

		B05900		應收款項減少		B05900		應收款項減少

		B06200		出售不良債權回饋金		B06200		出售不良債權回饋金

		B06300		已收現之出售不良債權		B06300		已收現之出售不良債權

		B06400		買回已出售之不良債權		B06400		買回已出售之不良債權

		B06500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		B06500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

		B06600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B06600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B06700		其他資產增加		B06700		其他資產增加

		B06800		其他資產減少		B06800		其他資產減少

		B07500		收取之利息		B07500		收取之利息

		B07600		收取之股利		B07600		收取之股利

		B07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B07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B09900		其他投資活動		B09900		其他投資活動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C00300		央行及同業融資增加		C00300		央行及同業融資增加

		C00400		央行及同業融資減少		C00400		央行及同業融資減少

		C0070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		C0070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

		C00800		應付商業本票減少		C00800		應付商業本票減少

		C00900		    取得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C00900		取得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C01000		    處分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C01000		處分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C01100		    除列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C01100		除列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C01200		發行公司債		C01200		發行公司債

		C01300		償還公司債		C01300		償還公司債

		C01400		發行金融債券		C01400		發行金融債券

		C01500		償還金融債券		C01500		償還金融債券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C020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		C020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

		C021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減少		C021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減少

		C022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2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參酌IFRS 7.8(e)，有原始認列指定及後續指定，爰修正項目文字

		C023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3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參酌IFRS 7.8(e)，有原始認列指定及後續指定，爰修正項目文字

		C024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4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C025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5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C02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C027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7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C02800		    發行特別股負債		C02800		    發行特別股負債

		C02900		    償還特別股負債		C02900		    償還特別股負債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

		C03200		金融資產證券化款項		C03200		金融資產證券化款項

		C03500		應付款項增加		C03500		應付款項增加

		C03600		應付款項減少		C03600		應付款項減少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C03900		應付租賃款增加		C03900		應付租賃款增加

		C04000		應付租賃款減少		C04000		應付租賃款減少

		C041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		C041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

		C04200		其他金融負債減少		C04200		其他金融負債減少

		C04300		其他負債增加		C04300		其他負債增加

		C04400		其他負債減少		C04400		其他負債減少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C04600		現金增資		C04600		現金增資

		C04700		現金減資		C04700		現金減資

		C04800		員工執行認股權		C04800		員工執行認股權

		C0490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C0490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C05000		庫藏股票處分		C05000		庫藏股票處分

		C05100		員工購買庫藏股		C05100		員工購買庫藏股

		C05200		子公司發行特別股		C05200		子公司發行特別股

		C05300		合併發行新股追溯調整		C05300		合併發行新股追溯調整

		C05400		    取得子公司股權		C05400		    取得子公司股權

		C05500		    處分子公司股權(未喪失控制力)		C05500		    處分子公司股權(未喪失控制力)

		C05600		    支付之股利		C05600		    支付之股利

		C05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C05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合併報表適用

		C09900		其他籌資活動		C09900		其他籌資活動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EEEE+E00100
E00200=E00210+E00212+E00214+E00220+E00230+E00240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2		分類至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2		分類至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4		分類至待分配與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4		分類至待分配與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2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E0022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E0023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E0023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E00240		其他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項目		E00240		其他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項目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直接法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直接法

		AA0000		營業活動之收現類別 		AA0000		營業活動之收現類別 

		AA0100		自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之收現		AA0100		自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之收現

		AA0200		自權利金、各項收費、佣金及其他收入之收現		AA0200		自權利金、各項收費、佣金及其他收入之收現

		AA0300		自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收現		AA0300		自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收現

		AA0400		自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收現		AA0400		自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收現

		AA0600		自租金及後續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現		AA0600		自租金及後續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現

		AA0700		自營業活動之其他收現		AA0700		自營業活動之其他收現

		AB0000		營業活動之付現類別		AB0000		營業活動之付現類別

		AB0100		對商品及勞務供應商之付現		AB0100		對商品及勞務供應商之付現

		AB0200		對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付現		AB0200		對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付現

		AB0300		對員工及代員工之付現		AB0300		對員工及代員工之付現

		AB0400		對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付現		AB0400		對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付現

		AB0600		對營業活動之其他付現		AB0600		對營業活動之其他付現

		AC0100		支付之股利		AC0100		支付之股利

		AC0200		收取之股利		AC0200		收取之股利

		AC0300		支付之利息		AC0300		支付之利息

		AC0400		收取之利息		AC0400		收取之利息

		AC0500		退還(支付)所得稅		AC0500		退還(支付)所得稅

		AC0600		其他現金流入(出)		AC0600		其他現金流入(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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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A		B		C		I		J		K		L		M		O		P		Z		AA		AB		AC		AD		AE		AF		AH		AH		AK								AL		AM				AP		AQ		AR		AS		AR		AS		AR		AS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額

				項目名稱				修正說明與項目補充說明		股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項目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總計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普通股股本		特別股股本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預收股本		待分配股票股利		其他		合計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合計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之權益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之權益		其他		合計

																																																避險工具之損益



						代碼				3110		3120		3130		3140		3150		3190		3100		3200		3310		3320		3350		3300		3410		3420		3425		3430		3435		3440		3445		3450		3460		3470		3480		3490		3400		3500		31XX		35XX		355X		36XX		3XXX

				修正說明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106.6.28修正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字，另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40 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1		期初餘額		A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A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3		追溯調整共同控制下組織重組之前手權益		A4																																																										o		o				o

		4		期初重編後餘額		A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		盈餘指撥及分配：																						 				 																																								 

		6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B1																				o				o		o																														o								o

		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B3				 																		o		o		o																														o								o

		8		普通股現金股利		B5						 														o		o		o		o																														o								o

		9		特別股現金股利		B7																				o		o		o		o																														o								o

		10		普通股股票股利
		B9				o								o 		o 		o 				o		o		o		o																														o								o

		11		特別股股票股利
		B11						o 						o 		o 		o 				o		o		o		o																														o								o

		12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B13																				o				o		o																														o								o

		13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B15																						o		o		o																														o								o

		14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B17																						o		o		o																														o								o

		15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

		16		因合併而產生者		C1																		o																																						o								o

		17		因受領贈與產生者		C3																		o																																						o								o

		18		因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特別股)認列權益組成項目-認股權而產生者		C5																		o																																						o								o

		1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C7																		o																																						o								o

		20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C11																		o						o		o																														o								o

		21		資本公積配發股票股利		C13				o		o						o 		o 		o		o																																						o								o

		22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		C15																		o																																						o								o

		23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數		C17																		o																																						o								o

		24		本期淨利(損)		D1																								o		o																														o						o		o

		2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D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D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7		現金增資  		E1				o		o				o				o 		o		o						o		o																														o								o

		28		現金減資		E3				o		o 										o																																								o								o

		29		減資彌補虧損		F1				o		o 										o								o		o																														o								o

		30		分割減資		F3				o		o 										o		o						o		o																														o								o

		31		合併發行新股  		H1				o		o 								o		o		o																																						o								o

		32		組織重組		H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33		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I1				o				o 						o		o		o						o		o																														o								o

		34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轉換		I3				o				o 						o		o																																								o								o

		35		可轉換特別股轉換		J1				o		o								o		o		o						o		o																														o								o

		36		特別股發行  		J3						o								o		o		o																																						o								o

		37		贖回特別股  		J5						o										o		o						o		o																														o								o

		38		普通股發行─其他		K1				o										o		o		o																																						o								o

		39		庫藏股買回  		L1																																																						o		o								o

		40		庫藏股註銷  		L3				o		o										o		o						o		o																												o		o								o

		41		子公司購入母公司之股票視為庫藏股票		L5																																																						o		o						o		o

		42		子公司處分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交易 		L7																		o						o		o																												o		o								o

		43		發放予子公司股利調整資本公積		M1																		o																																						o								o

		44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子公司   		M3																		o																																		o				o						o		o

		45		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M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6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M7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7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N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8		非控制權益		O1																		o						o		o		

0812: 0812:
開放輸入		

0812: 0812:
																										o						o		o

		49		預付特別股建設股息增減  		P1																																																		o		o				o								o

		5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Q1		新增表達項目說明處分轉列原因																						o		o				o																						o				o						o		o

		51		其他  
Others		T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2		權益增加(減少)總額
		Y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3		期末餘額  		Z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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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_1.xlsx
資產負債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二級		三級		資產				二級		三級		資產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金融同業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金融同業

		1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1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121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淨額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215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配合金控編準第14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2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配合金控編準第14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230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12300						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淨額		配合金控編準第14條修正。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13000						應收款項－淨額

				13001				應收票據				13001				應收票據

				13003				長期應收票據				13003				長期應收票據

				13006				長期應收票據折價				13006				長期應收票據折價

				13007				應收帳款				13007				應收帳款

				13008				應收帳款－折溢價調整				13008				應收帳款－折溢價調整

				13009				長期應收款				13009				長期應收款

				13012				長期應收款折價				13012				長期應收款折價				包含未實現利息收入

				13013				應收收益				13013				應收收益

				13015				應收利息				13015				應收利息

				13017				應收保費				13017				應收保費

				13019				應收其他退稅款				13019				應收其他退稅款

				13021				應收股利				13021				應收股利

				13023				應收承兌票款				13023				應收承兌票款

				13025				應收承購帳款－無追索權				13025				應收承購帳款－無追索權

				13027				應收信用卡款項				13027				應收信用卡款項

				13031				應收衍生性商品違約交割款				13031				應收衍生性商品違約交割款

				13041				應收即期外匯款				13041				應收即期外匯款

				13069				應收證券融資款				13069				應收證券融資款

				13071				轉融通保證價款				13071				轉融通保證價款

				13073				應收轉融通擔保價款				13073				應收轉融通擔保價款

				13075				應收期貨交易保證金				13075				應收期貨交易保證金

				13081				託辦往來				13081				託辦往來

				13083				代理處往來				13083				代理處往來

				13085				經紀人/代理人往來				13085				經紀人/代理人往來

				13087				應收代買證券價款				13087				應收代買證券價款

				13089				交割代價				13089				交割代價

				13091				應收交割帳款				13091				應收交割帳款

				13097				其他應收款				13097				其他應收款

		1320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320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3201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3201				應收所得稅退稅款

				13203				預付所得稅稅款				13203				預付所得稅稅款

		13300						待出售資產－淨額		13300						待出售資產－淨額

				13311				待出售資產  				13311				待出售資產  

				13312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				13312				累計減損-待出售資產

		13400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淨額		13400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淨額

				13403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403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404				累計減損-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404				累計減損-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13700						再保險合約資產－淨額		13700						再保險合約資產－淨額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淨額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500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15100						受限制資產－淨額		15100						受限制資產－淨額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1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額				1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額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5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淨額				155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淨額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5515				長期信託投資				15515				長期信託投資

				15517				人壽保險現金解約價值				15517				人壽保險現金解約價值

				15519				預付投資款				15519				預付投資款				係指因投資金融資產而產生之預付投資款

				15521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				15521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

				15523				客戶保證金專戶				15523				客戶保證金專戶

				15525				借券擔保價款				15525				借券擔保價款

				15527				借券保證金				15527				借券保證金

				15529				違約證券				15529				違約證券

				15531				短期墊款－淨額				15531				短期墊款－淨額

				15533				買入匯款－淨額				15533				買入匯款－淨額

				15541				非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淨額				15541				非放款轉列之催收款項－淨額

				15597				其他什項金融資產－淨額				15597				其他什項金融資產－淨額

		18000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8000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8001				投資性不動產				18001				投資性不動產

				18011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				18011				重估增值－投資性不動產

				18021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				18021				累計公允價值變動數－投資性不動產

				18031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				18031				累計折舊－投資性不動產

				18041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				18041				累計減損－投資性不動產

		18500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18500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包含金融業及保險業之「預付房地款」及「預付設備款」。

		19000						無形資產－淨額		19000						無形資產－淨額

		193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3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500						其他資產－淨額		19500						其他資產－淨額

				19501				用品盤存				19501				用品盤存

				19503				預付費用				19503				預付費用

				19505				預付其他稅款				19505				預付其他稅款

				19507				預付利息				19507				預付利息

				19509				預付股（官）息紅利				19509				預付股（官）息紅利

				19513				預付借券費				19513				預付借券費

				19515				進項稅額				19515				進項稅額

				19517				留抵稅額				19517				留抵稅額

				19519				其他預付款				19519				其他預付款

				19521				商品存貨				19521				商品存貨

				19571				償債基金				19571				償債基金

				19573				改良及擴充基金				19573				改良及擴充基金

				19575				專案計劃基金				19575				專案計劃基金

				19579				其他基金				19579				其他基金

				19580				特殊用途基金				19580				特殊用途基金

				19585				出租資產－淨額				19585				出租資產－淨額

				19595				其他非營業資產－淨額				19595				其他非營業資產－淨額

				19601				存出保證金				19601				存出保證金				附註應依IFRS 7規定揭露

				19602				抵繳存出保證金				19602				抵繳存出保證金

				19603				存出保證品				19603				存出保證品

				19604				抵繳存出保證品				19604				抵繳存出保證品

				19605				存出典金（典入權益）				19605				存出典金（典入權益）

				19606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				19606				存出再保責任準備金

				19609				存出借券保證金				19609				存出借券保證金				附註應依IFRS 7規定揭露

				19611				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11				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附註應依IFRS 7規定揭露

				19612				抵繳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12				抵繳營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19613				存貨				19613				存貨

				19615				在建工程				19615				在建工程

				19621				服務資產				19621				服務資產

				19623				承受擔保品－淨額				19623				承受擔保品－淨額

				1962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1962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19629				信用交易				19629				信用交易

				19651				預付退休金				19651				預付退休金

				19661				出售不良債權未認列之損失				19661				出售不良債權未認列之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19669				其他遞延資產				19669				其他遞延資產

				1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淨額				1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淨額

				1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				1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資產

				19673				報失資產				19673				報失資產

				19674				待抵銷報失資產				19674				待抵銷報失資產

				19677				其他待整理資產－淨額				19677				其他待整理資產－淨額

				19679				其他資產－其他				19679				其他資產－其他

		19999						資產總計		19999						資產總計

						負債								負債

		21000						央行及金融同業存款		21000						央行及金融同業存款

		21500						央行及同業融資		21500						央行及同業融資

		2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2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2230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22300						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配合金控編準第15條修正。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22600						應付商業本票－淨額		22600						應付商業本票－淨額

		23000						應付款項		23000						應付款項

				23001				應付票據				23001				應付票據

				23007				應付帳款				23007				應付帳款

				23013				應付費用				23013				應付費用

				23015				應付利息				23015				應付利息

				23019				應付其他稅款				23019				應付其他稅款

				23021				應付股（官）息紅利				23021				應付股（官）息紅利

				23023				承兌匯票				23023				承兌匯票

				23025				應付承購帳款				23025				應付承購帳款

				23027				應付代收款				23027				應付代收款

				23029				應付代售印花稅票				23029				應付代售印花稅票

				23031				應付承銷有價證券款				23031				應付承銷有價證券款

				23041				應付即期外匯款				23041				應付即期外匯款

				23051				應付佣金				23051				應付佣金

				23052				應付保險賠款與給付				23052				應付保險賠款與給付

				23053				應付再保賠款與給付				23053				應付再保賠款與給付

				23054				應付再保往來款項				23054				應付再保往來款項

				23057				應付代收保險費				23057				應付代收保險費

				23071				融券存入保證價款				23071				融券存入保證價款

				23073				應付融券擔保價款				23073				應付融券擔保價款

				23075				轉融通借入款				23075				轉融通借入款

				23081				託辦往來				23081				託辦往來

				23083				代理處往來				23083				代理處往來

				23085				經紀人往來				23085				經紀人往來

				23087				應付託售證券價款				23087				應付託售證券價款

				23089				交割代價				23089				交割代價

				23091				應付交割帳款				23091				應付交割帳款

				23097				其他應付款				23097				其他應付款

		232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3200						本期所得稅負債

		233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30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23500						存款及匯款		23500						存款及匯款

		24000						應付債券		24000						應付債券

		24400						其他借款		24400						其他借款

				24401				短期借款				24401				短期借款

				24403				長期借款				24403				長期借款

		24500						特別股負債		24500						特別股負債

		24600						負債準備		24600						負債準備

				24610				保險業負債				24610				保險業負債

				2462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462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

				24630				保證責任準備				24630				保證責任準備

												24640				融資承諾準備		配合金控編準第15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24690				其他準備				24690				其他準備

						24692		背書責任準備						24692		背書責任準備

						24695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本之負債準備						24695		除役、復原及修復成本之負債準備

						24699		其他準備－其他						24699		其他準備－其他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2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5503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25505				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25505				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25507				其他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5507				其他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25531				應付租賃款				25531				應付租賃款

				25551				共同投資機關（基金）撥入資金				25551				共同投資機關（基金）撥入資金

				25553				撥入放款基金				25553				撥入放款基金

				25555				撥入備放款				25555				撥入備放款

				25561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負債				25561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負債

				25571				期貨交易人權益				25571				期貨交易人權益

				25597				其他什項金融負債				25597				其他什項金融負債

		29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3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9301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9301				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

				29303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9303				遞延所得稅負債－土地增值稅

				29305				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				29305				遞延所得稅負債－其他

		29500						其他負債		29500						其他負債

				29501				預收保費				29501				預收保費

				29503				預收收入				29503				預收收入

				29505				預收訂金				29505				預收訂金

				29507				預收利息				29507				預收利息

				29511				預收租金				29511				預收租金

				29513				預收借券收入				29513				預收借券收入

				29515				銷項稅額				29515				銷項稅額

				29519				其他預收款				29519				其他預收款

				29601				存入保證金				29601				存入保證金

				29605				存入典金				29605				存入典金

				29606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				29606				存入再保責任準備金

				29609				存入借券保證金				29609				存入借券保證金

				29611				應付保管款				29611				應付保管款

				29621				服務負債				29621				服務負債

				29623				追索權負債				29623				追索權負債

				29625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9625				暫收及待結轉帳項

				29631				代收權證履約款				29631				代收權證履約款

				29633				代收承銷股款				29633				代收承銷股款

				29629				信用交易				29629				信用交易

				29661				遞延收入				29661				遞延收入

				2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淨額				29671				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淨額

				2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				29672				待抵銷大陸地區及國外負債

				29677				其他待整理負債				29677				其他待整理負債

				29697				其他負債－其他				29697				其他負債－其他

		29999						負債總計		29999						負債總計

		39999				權益				39999				權益

		31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310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31100						股本		31100						股本

				31101				普通股股本				31101				普通股股本

				31103				特別股股本				31103				特別股股本

				31105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31105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31107				待分配股票股利				31107				待分配股票股利

				31111				預收股本				31111				預收股本

				31121				增資準備				31121				增資準備

				31131				待註銷股本				31131				待註銷股本

		31500						資本公積		31500						資本公積

		32000						保留盈餘		32000						保留盈餘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32011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32011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32500						其他權益		32500						其他權益

				3252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252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2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32523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32525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32525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32526				避險工具之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6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29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評價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6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3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6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37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32537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3255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51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53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53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直接相關之權益

				32561				不動產重估增值				32561				不動產重估增值				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40 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32562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2562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32563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32563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32571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其他綜合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6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32599				其他權益－其他				32599				其他權益－其他

		32600						庫藏股票		32600						庫藏股票

		360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36000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37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37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個體報表適用

		39500						非控制權益		39500						非控制權益

		39999						權益總計		39999						權益總計

		39996						待註銷股本股數		39996						待註銷股本股數

		39997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39997						預收股款（權益項下）之約當發行股數（單位：股）

		39998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位：股）		39998						母公司暨子公司所持有之母公司庫藏股股數（單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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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說明		備註

		一級     二級		三級				一級     二級		三級

		40000				收益		40000				收益

		41000				利息收入		41000				利息收入

		42000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42000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42001		進出口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01		進出口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03		國內信用狀手續費收入				42003		國內信用狀手續費收入

				42005		匯費收入				42005		匯費收入

				42011		跨行手續費收入				42011		跨行手續費收入

				42021		放款手續費收入				42021		放款手續費收入

				42023		保證手續費收入				42023		保證手續費收入

				42025		承兌手續費收入				42025		承兌手續費收入

				4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收入				4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收入

				42031		簽證手續費收入				42031		簽證手續費收入

				42033		承銷手續費收入				42033		承銷手續費收入

				42035		經紀手續費收入				42035		經紀手續費收入

				42041		信託業務收入				42041		信託業務收入

				42043		信託附屬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43		信託附屬業務手續費收入

				42051		代理手續費收入				42051		代理手續費收入

				42061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				42061		信用卡手續費收入

				42063		現金卡手續費收入				42063		現金卡手續費收入

				42069		受託結算交割服務費收入				42069		受託結算交割服務費收入

				42071		再保佣金收入				42071		再保佣金收入

				42073		期貨佣金收入				42073		期貨佣金收入

				42075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收入				42075		電子支付機構業務收入

				42097		其他佣金收入				42097		其他佣金收入

				42099		其他手續費收入				42099		其他手續費收入

		42400				保險業務收益		42400				保險業務收益

				42401		保費收入				42401		保費收入

				42405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收益				42405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收益				      

		4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利益		4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利益

		42700				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投資性不動產		42700				公允價值調整利益－投資性不動產

		428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428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利益

		4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4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1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利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4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360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3700				金融資產重分類利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4500				兌換利益		44500				兌換利益

		45000				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5000				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4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合併報表適用

				4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4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4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利益				4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利益

								47500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利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80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收益		480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收益

				48001		避險工具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1		避險工具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利益－公允價值避險

				4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4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利益				4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利益				4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利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8019		信託投資利益				48019		信託投資利益

				48021		出售不良債權收入				48021		出售不良債權收入

				4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利益				4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利益

										48025		債務協商修改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8033		股務代理收入				48033		股務代理收入

				48035		股利收入				48035		股利收入

				48039		儲運收入				48039		儲運收入

				48043		銷貨收入				48043		銷貨收入

				48045		顧問服務收入				48045		顧問服務收入

				480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80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8049		營業資產租金收入				48049		營業資產租金收入

				48051		租賃收入				48051		租賃收入

				48053		賠償收入				48053		賠償收入

				48061		財產交易利益－資產證券化				48061		財產交易利益－資產證券化

				48063		財產交易利益				48063		財產交易利益

				48099		其他什項收入				48099		其他什項收入

		50000				費用		50000				費用

		51000				利息費用		51000				利息費用

		52000				手續費費用及佣金支出		52000				手續費費用及佣金支出

				52005		匯費支出				52005		匯費支出

				52011		跨行手續費				52011		跨行手續費

				5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				52027		承購帳款手續費

				52031		再保險佣金支出				52031		再保險佣金支出

				52033		保險佣金支出				52033		保險佣金支出

				52041		信託手續費				52041		信託手續費

				52043		保管手續費				52043		保管手續費

				52051		代理費用				52051		代理費用

				52061		經紀經手費支出				52061		經紀經手費支出

				52063		自營經手費支出				52063		自營經手費支出

				52065		轉融通手續費支出				52065		轉融通手續費支出

				52067		承銷作業手續費支出				52067		承銷作業手續費支出

				52069		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				52069		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

				52071		期貨佣金支出				52071		期貨佣金支出

				52097		其他佣金支出				52097		其他佣金支出

				52099		其他手續費費用				52099		其他手續費費用

		52400				保險業務費用		52400				保險業務費用

				52403		承保費用				52403		承保費用

				52405		保險賠款與給付				52405		保險賠款與給付

				52407		安定基金支出				52407		安定基金支出

				52409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費用				52409		分離帳戶保險商品費用

		5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失		525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失

		52700				公允價值調整損失－投資性不動產		52700				公允價值調整損失－投資性不動產

		528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528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

		5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53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310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損失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53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360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37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失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4500				兌換損失		54500				兌換損失

		55000				資產減損損失		55000				資產減損損失

		5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1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合併報表適用

				5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57003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5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損失				5700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損失

								57500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損失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80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損失		580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損失

				58001		避險工具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1		避險工具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損失－公允價值避險

				5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580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損失				580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損失				580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58019		信託投資損失				58019		信託投資損失

				58021		出售不良資產損失				58021		出售不良資產損失

				5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損失				580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損失

										58025		債務協商修改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8029		發行認購（售）權證費用				58029		發行認購（售）權證費用

				58039		儲運費用				58039		儲運費用

				58043		銷貨成本				58043		銷貨成本

				58049		營業資產出租費用				58049		營業資產出租費用

				58061		財產交易損失－資產證券化				58061		財產交易損失－資產證券化

				58063		財產交易損失				58063		財產交易損失

				58065		資產報廢損失				58065		資產報廢損失

				58067		災害損失				58067		災害損失

				580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580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58089		其他各項營業準備提存				58089		其他各項營業準備提存

				58099		其他什項支出				58099		其他什項支出

		58100				呆帳費用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58100				呆帳費用、承諾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58101		放款呆帳費用				58101		放款呆帳費用				包含催收款呆帳費用

				58111		應收承購帳款呆帳費用				58111		應收承購帳款呆帳費用

				58121		應收承兌票款呆帳費用				58121		應收承兌票款呆帳費用

				58131		保證責任準備提存及其呆帳費用				58131		保證責任準備提存及其呆帳費用

				58141		應收信用卡帳款呆帳費用				58141		應收信用卡帳款呆帳費用

				58151		其他應收款呆帳費用－銀行業				58151		其他應收款呆帳費用－銀行業

										58171		融資承諾準備提存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58191		其他各項提存				58191		其他各項提存

		58300				保險負債準備淨變動		58300				保險負債準備淨變動

				58302		賠款準備淨變動				58302		賠款準備淨變動

				58303		責任準備淨變動				58303		責任準備淨變動

				58304		特別準備淨變動				58304		特別準備淨變動

				58305		保費不足準備淨變動				58305		保費不足準備淨變動

				58306		負債適足準備淨變動				58306		負債適足準備淨變動

				58307		其他準備淨變動				58307		其他準備淨變動

				58308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淨變動				58308		具金融商品性質之保險契約準備淨變動

		58500				營業費用		58500				營業費用

				58501		員工福利費用				58501		員工福利費用

				58503		折舊及攤銷費用				58503		折舊及攤銷費用

				58599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58599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49600				利息淨收益		49600				利息淨收益

		49700				利息以外淨收益		49700				利息以外淨收益

		49800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益		49800				手續費及佣金淨收益

		49810				保險業務淨收益		49810				保險業務淨收益

		498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98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49825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49825				投資性不動產損益

		4983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983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835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84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4984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850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860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870				兌換損益		49870				兌換損益

		4988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49880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4989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9890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9891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9891		採用權益法認列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合併報表適用

				49893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49893		採用權益法認列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4989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損益				49895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處分損益

								49898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9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損益		49900				其他利息以外淨損益

				49901		避險工具之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901		避險工具之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9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903		歸因於所規避風險之被避險項目之損益－公允價值避險

				499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利益（損失）				49905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淨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9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淨利益（損失）				49907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淨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9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淨利益（損失）				49913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淨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49919		信託投資淨利益（損失）				49919		信託投資淨利益（損失）

				49921		出售不良債權淨利益（損失）				49921		出售不良債權淨利益（損失）

				499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淨利益（損失）				49923		出售承受擔保品淨利益（損失）

										49925		債務協商修改淨利益（損失）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49929		發行認購（售）權證費用				49929		發行認購（售）權證費用

				49933		股務代理收入				49933		股務代理收入

				49935		股利收入				49935		股利收入

				49939		儲運淨利益（損失）				49939		儲運淨利益（損失）

				49943		銷貨淨利益（損失）				49943		銷貨淨利益（損失）

				49945		顧問服務收入				49945		顧問服務收入

				499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9947		存款管理費收入

				49949		營業資產租金淨利益（損失）				49949		營業資產租金淨利益（損失）

				49951		租賃收入				49951		租賃收入

				49953		賠償收入				49953		賠償收入

				49961		財產交易淨利益（損失）－資產證券化				49961		財產交易淨利益（損失）－資產證券化

				49963		財產交易利益淨利益（損失）				49963		財產交易利益淨利益（損失）

				49965		資產報廢損失				49965		資產報廢損失

				49967		災害損失				49967		災害損失

				499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49987		提存意外損失準備

				499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49989		其他營業準備提存

				49999		其他什項淨利益（損失）				49999		其他什項淨利益（損失）

		4xxxx				淨收益		4xxxx				淨收益

		610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損益		610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損益

		61003				所得稅（費用）利益		61003				所得稅（費用）利益

		6100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61005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62500				停業單位損益		62500				停業單位損益

				62505		停業單位營業稅前損益				62505		停業單位營業稅前損益

				6251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處分損益（稅前）				6251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處分損益（稅前）

				6252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損益（稅前）				62525		停業單位資產或處分群組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衡量損益（稅前）

				62540		與停業單位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2540		與停業單位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8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680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損益				個體報表適用

		69000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9000				本期稅後淨利(淨損)

				69001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69001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69003		與本期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9003		與本期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695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695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6956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956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956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956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69562
		不動產重估增值				69562		不動產重估增值

										69566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避險工具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9567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評價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9565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69565		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其變動金額來自信用風險

				6956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63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合併報表適用

				6956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6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個體報表適用

				69568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68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6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9569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957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957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稅後）

				6957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957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957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6957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69573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69573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69574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69574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69581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避險工具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9583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957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75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合併報表適用

				6957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7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個體報表適用

										69590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其他綜合損益		配合金控編準第17條修正。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69578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98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6957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9599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696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69600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個體報表適用

		697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97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9900				淨利（淨損）歸屬		69900				淨利（淨損）歸屬

				69901		母公司業主				69901		母公司業主

				69902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69902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69903		非控制權益				69903		非控制權益

		6995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6995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69951		母公司業主				69951		母公司業主

				69952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69952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報表適用

				69953		非控制權益				69953		非控制權益

		70000				基本每股盈餘 		70000				基本每股盈餘 

				70001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70001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70003		停業單位稅後淨額				70003		停業單位稅後淨額

		71000				稀釋每股盈餘 		71000				稀釋每股盈餘 

				71001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71001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淨損）

				71003		停業單位稅後淨額				71003		停業單位稅後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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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原會計項目及代碼				修正後會計項目及代碼

		代碼		會計項目		代碼		會計項目		修正說明		備註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間接法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000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00020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A10000=A00010+A00020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00		調整項目				A20000=A20010+A70000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

		A20100		折舊費用		A20100		折舊費用

		A20200		攤銷費用		A20200		攤銷費用

		A20300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A20300		呆帳費用提列(轉列收入)數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4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A20900		利息費用		A20900		利息費用

		A211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		A21100		金融資產重分類淨損失（利益）

		A21200		利息收入		A21200		利息收入

		A21300		股利收入		A21300		股利收入

		A21400		各項保險負債淨變動		A21400		各項保險負債淨變動

		A21700		保證責任準備淨變動		A21700		保證責任準備淨變動

		A21800		其他各項負債準備淨變動		A21800		其他各項負債準備淨變動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A21900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A22000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A22000		應付公司債匯率影響數

		A221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提存損失（利益）		A221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提存損失（利益）

		A22200		資產證券化損失（利益）		A22200		資產證券化損失（利益）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A223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合併報表適用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A224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個體報表適用

						A22450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損失（利益）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及設備損失（利益）		A225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及設備損失（利益）

		A22600		不動產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A22600		不動產及設備轉列費用數

		A227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利益）		A227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損失（利益）

		A2280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A22800		處分無形資產損失（利益）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A22900		處分其他資產損失（利益）

		A23000		處分待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A23000		處分待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A23100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A23100		處分投資損失（利益）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A232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利益）

		A2350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50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600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600		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700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3800		非金融資產減損迴轉利益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A24100		未實現外幣兌換損失（利益）

		A24200		買回應付公司債損失（利益）		A24200		買回應付公司債損失（利益）

		A24300		出售及攤銷不良債權之損失		A24300		出售及攤銷不良債權之損失

		A244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損失（利益）		A24400		處分承受擔保品損失（利益）

		A24500		逾期未領股利及董監酬勞轉列其他收入		A24500		逾期未領股利及董監酬勞轉列其他收入

		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A24600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利益）

		A29900		其他項目		A29900		其他項目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A20010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A7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A7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A7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7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A71110		存放央行及拆借金融同業（增加）減少		A71110		存放央行及拆借金融同業（增加）減少

		A71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12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A71123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增加)減少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A7113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13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A71140		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140		 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名稱

		A7115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減少		A7115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減少

		A71160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A71160		應收款項（增加）減少

		A71170		貼現及放款（增加）減少		A71170		貼現及放款（增加）減少

		A71180		再保險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A71180		再保險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A7119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19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A71200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200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A7199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A71990		其他資產（增加）減少

		A7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A71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A7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7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A7211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增加（減少）		A7211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增加（減少）

		A7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7212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72130		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72130		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名稱

		A7214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減少）		A7214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減少）

		A7215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減少）		A7215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減少）

		A72160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A72160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A72170		存款及匯款增加（減少）		A72170		存款及匯款增加（減少）

		A7218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72180		員工福利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72190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72190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A722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722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A7299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A72990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A7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72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7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700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A20000		調整項目合計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A33000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A3300=A10000+A20000

		A33100		收取之利息		A33100		收取之利息

		A33200		收取之股利		A33200		收取之股利

		A33300		支付之利息		A33300		支付之利息

		A33400		支付之股利		A33400		支付之股利

		A33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A335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BBB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B00010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2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30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40		取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50		處分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06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依據IFRS9新增本項會計項目，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100		取得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100		取得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酌IFR9 5.7.5酌修項目名稱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200		處分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B00200		處分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參酌IFR9 5.7.5酌修項目名稱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300		取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40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B00400		處分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05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B00600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B00700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8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到期還本		B00800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到期還本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0900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0900		取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000		處分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B01000		處分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1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B011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到期還本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200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200		取得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300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B01300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B014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減資退回股款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B01500		取得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B01500		取得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名稱

		B01600		處分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B01600		處分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名稱

		B01700		除列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B01700		除列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名稱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800		取得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9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190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B02000		預付投資款增加		B02000		預付投資款增加

		B02100		預付投資款減少		B02100		預付投資款減少

		B0220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B02200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B02300		處分子公司		B02300		處分子公司

		B02400		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B02400		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減資退回股款

		B02500		取得待出售資產		B02500		取得待出售資產

		B02600		處分待出售資產		B02600		處分待出售資產

		B02700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B02700		取得不動產及設備

		B028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B02800		處分不動產及設備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B02900		預收款項增加－處分資產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B03000		預收款項減少－處分資產

		B03300		營業保證金增加		B03300		營業保證金增加

		B03400		營業保證金減少		B03400		營業保證金減少

		B03500		交割結算基金增加		B03500		交割結算基金增加

		B03600		交割結算基金減少		B03600		交割結算基金減少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B03700		存出保證金增加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B03800		存出保證金減少

		B04100		其他應收款增加		B04100		其他應收款增加

		B04200		其他應收款減少		B04200		其他應收款減少

		B043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B043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增加

		B044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B04400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B04500		取得無形資產

		B04600		處分無形資產		B04600		處分無形資產

		B04700		處分承受擔保品		B04700		處分承受擔保品

		B04800		購買承受擔保品		B04800		購買承受擔保品

		B049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淨現金收取數		B049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淨現金收取數

		B05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B05000		因合併產生之現金流入

		B051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賠付款		B05100		概括承受他公司之賠付款

		B05400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B05400		取得投資性不動產

		B055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B05500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B056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		B056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增加

		B057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減少		B057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減少

		B05800		應收款項增加		B05800		應收款項增加

		B05900		應收款項減少		B05900		應收款項減少

		B06000		長期應收租賃款增加		B06000		長期應收租賃款增加

		B06100		長期應收租賃款減少		B06100		長期應收租賃款減少

		B06200		出售不良債權回饋金		B06200		出售不良債權回饋金

		B06300		已收現之出售不良債權		B06300		已收現之出售不良債權

		B06400		買回已出售之不良債權		B06400		買回已出售之不良債權

		B06500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		B06500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

		B06600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B06600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B06700		其他資產增加		B06700		其他資產增加

		B06800		其他資產減少		B06800		其他資產減少

		B07500		收取之利息		B07500		收取之利息

		B07600		收取之股利		B07600		收取之股利

		B07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B07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B09900		其他投資活動		B09900		其他投資活動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BBBB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CCC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C00100		短期借款增加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C00200		短期借款減少

		C00300		央行及同業融資增加		C00300		央行及同業融資增加

		C00400		央行及同業融資減少		C00400		央行及同業融資減少

		C0070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		C00700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

		C00800		應付商業本票減少		C00800		應付商業本票減少

		C00900		取得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C00900		取得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C01000		處分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C01000		處分避險之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金融資產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C01100		除列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C01100		除列避險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生金融負債		配合編製準則修改名稱

		C01200		發行公司債		C01200		發行公司債

		C01300		償還公司債		C01300		償還公司債

		C01400		發行金融債券		C01400		發行金融債券

		C01500		償還金融債券		C01500		償還金融債券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C01600		舉借長期借款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C01700		償還長期借款

		C01800		其他借款增加		C01800		其他借款增加

		C01900		其他借款減少		C01900		其他借款減少

		C020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		C020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

		C021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減少		C021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減少

		C022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2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參酌IFR9 5.7.5酌修項目名稱

		C023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300		原始認列時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參酌IFR9 5.7.5酌修項目名稱

						C024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C0250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修改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C02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C026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C027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C027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新增備註文字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C02800		發行特別股負債		C02800		發行特別股負債

		C02900		償還特別股負債		C02900		償還特別股負債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C030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		C03100		存入保證金減少

		C03200		金融資產證券化款項		C03200		金融資產證券化款項

		C03500		應付款項增加		C03500		應付款項增加

		C03600		應付款項減少		C03600		應付款項減少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C037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C03800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C03900		應付租賃款增加		C03900		應付租賃款增加

		C04000		應付租賃款減少		C04000		應付租賃款減少

		C041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		C04100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

		C04200		其他金融負債減少		C04200		其他金融負債減少

		C04300		其他負債增加		C04300		其他負債增加

		C04400		其他負債減少		C04400		其他負債減少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C04500		發放現金股利

		C04600		現金增資		C04600		現金增資

		C04700		現金減資		C04700		現金減資

		C04800		員工執行認股權		C04800		員工執行認股權

		C0490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C04900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C05000		庫藏股票處分		C05000		庫藏股票處分

		C05100		員工購買庫藏股		C05100		員工購買庫藏股

		C05200		子公司發行特別股		C05200		子公司發行特別股

		C05300		合併發行新股追溯調整		C05300		合併發行新股追溯調整

		C05400		取得子公司股權		C05400		取得子公司股權

		C05500		處分子公司股權（未喪失控制力）		C05500		處分子公司股權（未喪失控制力）

		C05600		支付之股利		C05600		支付之股利

		C05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C0570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C05800		非控制權益變動				合併報表適用

		C09900		其他籌資活動		C09900		其他籌資活動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CCCC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DDDD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EEEE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10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E00200=EEEE+E00100
E00200=E00210+E00212+E00214+E00220+E00230+E00240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0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2		分類至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2		分類至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4		分類至待分配與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14		分類至待分配與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E0022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E0022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E0023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E00230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E00240		其他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項目		E00240		其他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項目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直接法		AAAA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直接法

		AA0000		營業活動之收現類別		AA0000		營業活動之收現類別

		AA0100		自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之收現		AA0100		自銷售商品及提供勞務之收現

		AA0200		自權利金、各項收費、佣金及其他收入之收現		AA0200		自權利金、各項收費、佣金及其他收入之收現

		AA0300		自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收現		AA0300		自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收現

		AA0400		自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收現		AA0400		自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收現

		AA0600		自租金及後續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現		AA0600		自租金及後續出售該等資產之收現

		AA0700		自營業活動之其他收現		AA0700		自營業活動之其他收現

		AB0000		營業活動之付現類別		AB0000		營業活動之付現類別

		AB0100		對商品及勞務供應商之付現		AB0100		對商品及勞務供應商之付現

		AB0200		對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付現		AB0200		對持有供經紀或交易目的之合約之付現

		AB0300		對員工及代員工之付現		AB0300		對員工及代員工之付現

		AB0400		對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付現		AB0400		對保費與理賠、年金及其他保單利益之付現

		AB0600		對營業活動之其他付現		AB0600		對營業活動之其他付現

		AC0100		支付之股利		AC0100		支付之股利

		AC0200		收取之股利		AC0200		收取之股利

		AC0300		支付之利息		AC0300		支付之利息

		AC0400		收取之利息		AC0400		收取之利息

		AC0500		退還（支付）所得稅		AC0500		退還（支付）所得稅

		AC0600		其他現金流入（出）		AC0600		其他現金流入（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AAAA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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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A		B		C		I		J		K		L		M		O		P		Z		AA		AB		AC		AD		AE		AF		AG		AH		AI		AJ		AK		AL		AM		AN		AO		AP		AQ		AR		AS		AS		AT		AU		AV		AW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額

				項目名稱				修正說明與項目補充說明		股本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項目
																												庫藏股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總計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合併前非屬共同控制股權

										普通股股本		特別股股本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預收股本		待分配股票股利		其他		合計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合計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現金流量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國外營運機構淨投資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利益(損失)		指定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信用風險變動影響數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與待出售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之權益		與待分配予業主之非流動資產(或處分群組)直接相關之權益		採用覆蓋法重分類之其他綜合損益		其他		合計

																																																避險工具之損益



						代碼				3110		3120		3130		3140		3150		3190		3100		3200		3310		3320		3350		3300		3410		3420		3425		3430		3435		3440		3445		3450		3460		3470		3480		3485		3490		3400		3500		31XX		35XX		355X		36XX		3XXX

				修正說明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本項目適用至107年度財務報告為止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配合106.6.28修正編製準則修改項目字，另此項目須續後得採重估價模式或符合IAS40 第62段規定時，始得適用						配合IFRS9，自107.1.1開始適用

		1		期初餘額		A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A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3		追溯調整共同控制下組織重組之前手權益		A4																																																												o		o				o

		4		期初重編後餘額		A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		盈餘指撥及分配：																						 				 																																										 

		6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B1																				o				o		o																																o								o

		7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B3				 																		o		o		o																																o								o

		8		普通股現金股利		B5						 														o		o		o		o																																o								o

		9		特別股現金股利		B7																				o		o		o		o																																o								o

		10		普通股股票股利
		B9				o								o 		o 		o 				o		o		o		o																																o								o

		11		特別股股票股利
		B11						o 						o 		o 		o 				o		o		o		o																																o								o

		12		法定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B13																				o				o		o																																o								o

		13		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		B15																						o		o		o																																o								o

		14		特別盈餘公積迴轉		B17																						o		o		o																																o								o

		15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

		16		因合併而產生者		C1																		o																																								o								o

		17		因受領贈與產生者		C3																		o																																								o								o

		18		因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特別股)認列權益組成項目-認股權而產生者		C5																		o																																								o								o

		19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之變動數		C7																		o																																								o								o

		20		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C11																		o						o		o																																o								o

		21		資本公積配發股票股利		C13				o		o						o 		o 		o		o																																								o								o

		22		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		C15																		o																																								o								o

		23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數		C17																		o																																								o								o

		24		本期淨利(損)		D1																								o		o																																o						o		o

		25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D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D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27		現金增資  		E1				o		o				o				o 		o		o						o		o																																o								o

		28		現金減資		E3				o		o 										o																																										o								o

		29		減資彌補虧損		F1				o		o 										o								o		o																																o								o

		30		分割減資		F3				o		o 										o		o						o		o																																o								o

		31		合併發行新股  		H1				o		o 								o		o		o																																								o								o

		32		組織重組		H3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33		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I1				o				o 						o		o		o						o		o																																o								o

		34		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轉換		I3				o				o 						o		o																																										o								o

		35		可轉換特別股轉換		J1				o		o								o		o		o						o		o																																o								o

		36		特別股發行  		J3						o								o		o		o																																								o								o

		37		贖回特別股  		J5						o										o		o						o		o																																o								o

		38		普通股發行─其他		K1				o										o		o		o																																								o								o

		39		庫藏股買回  		L1																																																								o		o								o

		40		庫藏股註銷  		L3				o		o										o		o						o		o																														o		o								o

		41		子公司購入母公司之股票視為庫藏股票		L5																																																								o		o						o		o

		42		子公司處分母公司股票視同庫藏股交易 		L7																		o						o		o																														o		o								o

		43		發放予子公司股利調整資本公積		M1																		o																																								o								o

		44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子公司   		M3																		o																																				o				o						o		o

		45		實際取得或處分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差額		M5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6		對子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		M7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7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		N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48		非控制權益		O1																		o						o		o		

0812: 0812:
開放輸入		

0812: 0812:
																												o						o		o

		49		預付特別股建設股息增減  		P1																																																				o		o				o								o

		5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Q1		新增表達項目說明處分轉列原因																						o		o				o																								o				o						o		o

		51		其他  
Others		T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2		權益增加(減少)總額
		Y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53		期末餘額  		Z1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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