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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104 年 3 月 9 日台財人字第 10408606040 號函核備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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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中國輸出入銀行（以下簡稱本行）之組織依本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2條 本行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必要時得提經理事會議決，報

奉財政部核准後，設分支機構。 

第3條 本行置總經理一人，由財政部指派，秉承理事會決策，綜理全行業

務。 

第4條 本行置副總經理一人或二人，輔助總經理處理行務，置法遵長一人

為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綜理法令遵循事務，其職位相當於副總經

理；副總經理及法遵長由總經理提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 

第5條 總經理不能執行職務時，由理事會決議指派副總經理一人代理之，

並報財政部備案。 

第6條 本行設下列各單位： 

1. 業務部 

2. 輸出保險部 

3. 財務部 

4. 管理部 

5. 風險管理處 

6. 會計處 

7. 人力資源室 



8. 政風室 

9. 資訊室 

10. 法令遵循暨法務室 

前項各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由總經理提請理事會議決增減或裁併，並

報財政部備案。 

第7條 本行設授信審議委員會，由副總經理、有關單位主管及專門委員組

成之，並由總經理指定副總經理一人擔任召集人，審查超過業務單

位主管授權額度以上之融資保證案件，及輸出保險核定保險金額、

保險額度及國外進口商信用限額超過副總經理授權額度以上之案

件。 

第8條 本行設輸出保險審議委員會，由本行有關人員及聘請行外專家學者

組成之，由總經理指定副總經理一人擔任召集人，審議新種保險業

務、保險條款及費率之修訂、特殊核保、承保及理賠案件等。 

第9條 業務部之職掌如下： 

1. 本行授信政策、業務規章及業務計畫之擬訂事項。 

2. 本行分支機構之籌設、撤銷或遷移計畫之研擬及授信業務之管理

事項。 

3. 本行授信利率訂價之研議事項。 

4. 超逾分行經理授權額度分行授信案件之審查。 

5. 本國機器設備及其他資本財暨技術服務輸出之融資及保證事項。 

6. 本國廠商從事對外投資、購併或承包國外工程所需資金之融資及

有關合約責任之保證事項。 

7. 本國廠商為輸入國內產業所必需之設備、技術、原料及零組件所

需價款之融資及保證事項。 

8. 本行與同業間有關輸出入融資債權憑證轉讓之辦理事項。 

9. 其他金融機構辦理出口廠商短期融資委請本行保證之辦理事 

項。 

10. 本行授信業務有關進出口結匯之辦理事項。 

11. 提供有關海外投資與貿易諮詢服務事項。 

12. 其他與融資及保證有關業務之研究處理事項。 

第10條 輸出保險部之職掌如下： 

1. 輸出保險業務政策、計畫及規章之擬訂事項。 

2. 本行分支機構輸出保險業務之管理事項。 

3. 輸出保險各項危險因素之分析、研究與費率之擬訂事項。 



4. 輸出保險業務有關買主徵信調查及國內出口商資料之蒐集等項。 

5. 輸出保險之核保、承保及理賠事項。 

6. 輸出保險業務之洽攬與推展事項。 

7. 輸出保險再保險事項。 

8. 國際信用與投資保險人聯盟（伯恩聯盟）聯繫事項。 

9. 有關輸出保險業務諮詢服務事項。 

10. 其他有關輸出保險事項。 

第11條 財務部之職掌如下： 

1. 本行營運資金之籌措與運用事項。 

2. 向中央銀行轉融資之洽辦事項。 

3. 本行轉融資事項。 

4. 主辦或參與以國外機構為借款人之國際聯貸事項。 

5. 國內外同業資金之借入或拆放事項。 

6. 本行在國內外發行短期票券及中長期金融債券之辦理事項。 

7. 有關資金調撥帳務及成本分析等事項。 

8. 本行國外匯兌、外匯存款及有關業務之外匯事項。 

9. 其他與本行財務及有關財務諮詢服務事項。 

第12條 管理部之職掌如下： 

1. 本行印信之典守事項。 

2. 本行文電之收發及檔卷之管理事項。 

3. 本行各種會議之通知紀錄及決議案之錄繕印發事項。 

4. 全行固定資產之購置、租賃、管理及有關合約文據之保管事項。 

5. 全行行舍營繕及維護事項。   

6. 本行車輛、器具、物品之購置及管理事項。 

7. 有關工員之管理事項。 

8. 有關總務及費用出納，員工薪俸發放事項。 

9. 其他有關管理與管理諮詢服務之事項。 

第13條 風險管理處之職掌如下： 

1. 金融業與企業風險之分析、評估及評等。 

2. 金融業與企業風險之審查及控管。 

3. 國家風險之分析、評估及評等。 

4. 國家風險之審查及控管。 

5. 國內外財經、金融、貿易及投資等之分析與研究。 

6. 國內外重要產業產銷情況、市場與發展趨勢之調查、分析與研  



究。 

7. 本行營業政策、中長期計畫及整體企劃方案之規劃與研擬。 

8. 本行內部業務權責劃分事項之研擬與修正。 

9. 本行考核考成工作及研究發展事項。 

10. 本行年報及財經出版品之編輯發行事項。 

11. 有關本行新聞發布及公共關係之處理事項。 

12. 本行圖書資料之蒐集與管理事項。 

13. 提供國情諮詢服務事項。 

14. 其他有關風險管理事項。 

第14條 會計處之職掌如下： 

1. 本行預算、決（結）算之審編事項。 

2. 本行會計制度之研訂及帳務處理事項。 

3. 本行費用及資本支出等單據、帳務、報告之審核及其他內部審核

事項。 

4. 本行會計人員之任免、遷調、訓練、考核之會同擬議事項。 

5. 本行各單位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之監督指揮事項。 

6. 本行財務狀況及帳表報告查核事項。 

7. 其他有關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之處理事項。 

第15條 人力資源室之職掌如下： 

1. 本行組織編制及預算員額之擬辦事項。 

2. 本行人事規章之擬訂及人事業務之規劃改進事項。 

3. 本行職員甄選、任免、遷調、培植、訓練、進修及儲備之擬辦事 

項。 

4. 本行職員考核及獎懲之擬議事項。 

5. 本行職員出國案件之擬辦事項。 

6. 本行職員離職交代之查核事項。 

7. 本行員工待遇、福利之擬議事項。 

8. 本行職員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之擬議事項。 

9. 本行駐衛警之人事管理核議事項。 

10. 其他有關人事管理事項。 

第16條 政風室之職掌如下： 

1. 本行政風法令之擬訂事項。 

2. 本行政風法令之宣導事項。 

3. 本行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舉事項。 



4. 本行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5. 本行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6. 本行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7. 危害或破壞本行事件之預防事項。 

8. 協助處理陳情請願事項。 

9. 辦理本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事項。 

10. 本行駐衛警之勤務督導事項。 

11.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第17條     資訊室之職掌如下： 

    1.資訊作業計畫之研擬、協調與執行事項。 

    2.資訊系統服務規劃事項。 

    3.資訊系統服務維運管理事項。 

    4.網站規劃建置及維運管理事項。 

    5.資訊作業環境規劃事項。 

    6.資訊作業設備維運管理事項。 

    7.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維護事項。 

    8.資通訊網路安全設施維運管理事項。 

    9.其他有關資通訊作業之辦理事項。 

    資訊室下另設資訊安全管理中心，專責辦理本行資安計畫及資安防 

護等工作。 

第18條     法令遵循暨法務室之職掌如下： 

    1.本行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 

    2.各單位法令遵循執行成效之督導及考核。 

    3.本行相關法令之傳達、諮詢、協調及溝通。 

    4.本行國內外涉訟案件及非訟案件之處理及研議。 

    5.本行個人資料安全維護制度之規劃及管理。 

    6.國內不良債權案件之催理及出售。 

    7.其他有關法令遵循及法務諮詢事項。 

法令遵循暨法務室下另設防制洗錢中心，專責辦理本行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相關之規劃、監督及事務等工作。 

第19條 各部置經理一人；各處置處長一人；各室置主任一人，秉承總經理、

副總經理之命，指揮所屬辦理各單位業務。 

            各部置副經理一至二人；各處得置副處長一人；各室得置副主任一

人。各單位主管因差假或其他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除另有指派外，



由副主管代理之。副主管二人者，由總經理指定一人代理之。 

各部處得視業務需要置襄理一至二人；業務部為辦理有關工程技術

及機器設備產銷考查輔導事宜，得置工程襄理及助理工程師一至五

人。 

            各單位視業務需要，得分科辦事，各科置科長一人、副科長一人、

領組、高級辦事員、中級辦事員、初級辦事員及助理辦事員各若干

人。 

第20條 本行置專門委員一人至三人，襄贊業務諮詢及有關工程技術、法律

事務及指定事項。 

第21條 本行各單位得視業務需要設置一、二 、三、四等專員三至五人（一

等專員相當副經理級、二等專員相當襄理級、三等專員相當科長

級、四等專員相當副科長級）。 

第22條 本行視業務需要設一、二等分行及辦事處。 

分行置經理一人，一等分行得置副經理一人、襄理一或二人；二等

分行得置副經理一人、襄理一人。並視需要置專員、領組、高級辦

事員、中級辦事員、初級辦事員及助理辦事員若干人。 

辦事處置主任一人，並得置副主任一人及其他辦事人員若干人。 

第23條 本行職員之任免，除總經理、副總經理、法遵長、總稽核及稽核人

員已另有規定及會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政風人員分別依照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外，專門委員、各單位(含分支機構)主管、副主管由總經

理提請理事會同意後派免之，其餘人員由總經理派免之，科長級以

上並報理事會備案。 

第24條     本行組織規程奉理事會核定後實施，並報財政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