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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名稱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交易總餘額占金

融控股公司基準

日之淨值比例

一、同一自然人或同一法人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中央銀行      228,261,164 156.5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28,261,164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包括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財政部       35,430,299 24.3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5,430,299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8,341,234 12.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00,000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341,234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0,286,93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728,71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325,57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大陸商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分公司

      15,813,856 10.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5,813,85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包括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ORGAN STANLEY       11,694,222 8.0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1,654,35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9,87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87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7,001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ORSAIR FINANCE JER       10,991,616 7.5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991,61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LIBRETTO CAPITAL PL       10,976,514 7.5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976,514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HONG KONG & SHANGHAI       10,490,191 7.2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420,76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9,42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SOCIETE GENERALE       10,357,205 7.1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357,20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322,88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034,31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        9,827,981 6.7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9,742,46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678,862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63,60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5,51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59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3,91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ITI BANK        8,850,500 6.0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8,850,5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345,90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504,59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WELLS FARGO BANK        8,737,387 5.9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8,737,38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ANK  OF　AMERICA        7,079,009 4.8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7,079,00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470,68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08,32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玉山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交易對象為同條第二項

規定之交易行為總餘額申報表
               中華民國 10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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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MORGAN CHASE BANK        6,798,222 4.6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671,71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6,51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9,52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6,987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NOMURA HOLDING        6,585,359 4.5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570,70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14,41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856,29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4,65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REDIT AGRICOLE        6,553,721 4.5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553,72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251,82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1,89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5,790,226 3.9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800,000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990,22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包括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DEUTSCHE BANK        5,509,255 3.7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480,14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9,11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IRIS SPV PLC        5,174,403 3.5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174,40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985,280 3.4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985,28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75,349

股票：9,93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鴻海股份有限公司        4,833,558 3.3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833,558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999,60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314,469

股票：519,48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NP PARIBAS        4,699,776 3.2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699,77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IZUHO BANK        4,599,110 3.1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590,59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41,76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48,82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51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ROYAL BANK OF SCOLAN        4,451,357 3.0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414,59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6,76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5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6,30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290,596 2.9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856,440 有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434,15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2,179,68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254,46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60,753 2.7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060,753 有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2



報表編號：A07                         單位：新臺幣千元, %

姓名、名稱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交易總餘額占金

融控股公司基準

日之淨值比例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玉山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交易對象為同條第二項

規定之交易行為總餘額申報表
               中華民國 106年9月30日

THE BANK OF TOKYO_M        3,879,055 2.6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846,92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543,64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3,28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2,12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851,836 2.6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500,000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351,836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149,798

股票：202,03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萬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166,199 2.1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66,199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包括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南亞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3,129,519 2.1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2,632
無擔保品；95,965

有擔保品：106,667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926,887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999,944

股票：424,5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2,44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3,114,517 2.1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14,517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二、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血親，以本人或配偶為負責

人之企業。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12,900
無擔保品：2,000,000

有擔保品：12,9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341,234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0,286,93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728,71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325,57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92,755
無擔保品：898,000

有擔保品：194,755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990,22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包括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三、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大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17,257,798 11.8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7,205,593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5,813,85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391,73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2,20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匯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11,656,262 8.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1,423,21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3,04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美商花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8,853,095 6.0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8,850,5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345,90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504,59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59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8,707,683 5.9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59,608

無擔保品：2,753,404

有擔保品：906,204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041,910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629,918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2,179,68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11,997

股票：320,30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16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富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7,360,879 5.0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270,528

無擔保品：4,828,328

有擔保品：442,2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066,339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04,683

股票：202,17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59,47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4,01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李敏       18,354,134 12.59%

林麗珍        6,082,981 4.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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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摩根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7,176,560 4.9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671,71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04,84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67,42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37,42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潤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965,714 4.7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323,838

無擔保品：4,058,838

有擔保品：2,265,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41,876

股票：391,939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49,93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鴻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921,541 4.7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62,817

無擔保品：1,036,150

有擔保品：1,026,667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855,024

股票：540,952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999,60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314,46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70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榮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657,663 4.5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624,813
無擔保品：2,351,007

有擔保品：4,273,806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2,850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商東方匯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6,556,076 4.5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553,72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1,89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251,82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5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聯華神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6,238,133 4.6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562,357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75,532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449,753

股票：225,77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4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德意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544,676 3.8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480,14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4,53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8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2,151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企業

       5,468,461 3.7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06,774

無擔保品：2,090,086

有擔保品：716,688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0,000 無擔CP2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509,106

股票：557,201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549,75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02,14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2,58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5,215,295 3.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30,000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985,295

股票：9,94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4,975,34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684,455 3.2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483,639
無擔保品：4,270,305

有擔保品：213,333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00,81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4,676,194 3.2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621,330

無擔保品：3,096,330

有擔保品：1,525,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4,864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瑞穗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4,612,461 3.1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590,59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41,76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48,82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1,86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金仁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392,730 3.0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85,993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14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52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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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4,220,824 2.9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283,408

無擔保品：234,542

有擔保品：1,048,866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937,416

股票：435,029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999,94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2,44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4,191,563 2.8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91,563

無擔保品：47,124

有擔保品：4,144,439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群光藍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4,140,106 2.8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40,106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友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945,991 2.7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42,268

無擔保品：1,253,102

有擔保品：2,689,166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432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9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大聯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697,462 2.5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47,306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49,958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包括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統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272,813 2.2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626,847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628,456

股票：266,004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809,90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52,55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51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填表說明：

4.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額計算之方式如下：

   (1)與交易對象之每筆交易合約於每季期末終了後，依財務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公報之規定以公平價值評價，其評價損益帳列

    交易目的金融資產或避險之衍生性金融資產者，均須計入該交易對象之交易餘額。

   (2)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如因契約約定而有可能接受或承受標的資產者，該曝險對象亦視為交易對象，列為其他經主管機關規

   定之交易，並將其名目本金一併計入該曝險對象之交易餘額計算，例如：

    a.信用衍生性金融商品(信用違約交換（CDS）、信用連結債券（CLN）、信用連結放款（CLL）等)合約所連結之標的資產。

    b.資產交換交易合約所約定換入之標的資產。

    c.選擇權交易中賣出賣權所約定之標的資產。(買入買權所約定之標的資產不列入計算)

    d.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合約所約定可能取得之標的資產。

   (3)所稱因契約約定而有可能接受或承受標的資產，並非指信用貶落肇致可能發生違約時始需列入，而係指契約約定有接受或

   承受標的資產即需列入計算之。

5.本報表應於每營業年度各季終了30日內，由金融控股公司向主管機關申報，並於金融控股公司網站揭露。

1.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交易對象，從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交

  易行為，其總餘額合計達金融控股公司淨值百分之五或新台幣三十億元者，應依規定填報本表。總餘額之計算係依據各子公司

  財務報表帳列資產餘額（含表內資產及表外之應收保證款項）。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計算淨值及各交易行為金額，得以各

  季底自結之財務報表為之。

2.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之交易行為，得無須列入本表之申報及揭露範圍。交易對象為中華民國境外自然人或法人者，其計入同

  一關係人或關係企業之範圍，應以處理業務或承作交易時所取得之資訊或可合理取得之公開資訊（如境外法人之公司網站或其

  發布之財務業務報告等）為判斷納入計算範圍之基礎。申報並揭露同一關係人及同一關係企業二項，得以歸戶主體名稱申報並

  揭露，但金融控股公司須備妥該等關係人交易之明細名單及交易金額，以隨時提供主管機關查核之需要。

3.有價證券屬證券化商品者，除應以發行人為交易對象計算交易金額外，資產池標的對象亦需視為交易對象，列為其他經主管機

  關規定之交易，並將拆分後之曝險金額一併計入該曝險對象之交易餘額計算。但其資產池之標的資產或曝險對象為十家以上，

  且經拆分後之連結標的曝險金額未達新台幣壹億元者，得免列入交易對象之曝險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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