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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      243,693,826 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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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69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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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3,600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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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3,6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41,036,953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7,60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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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9,496 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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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9,49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4,890,48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663,07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6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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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0,486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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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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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5,085,366 9.8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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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8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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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ETE GENERALE       14,080,096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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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0,09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897,98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182,11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ORSAIR FINANCE JER       11,157,137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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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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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7,170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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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4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84,73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        9,491,462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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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5,27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313,04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22,22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56,18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LIBRETTO CAPITAL PL        8,640,556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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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0,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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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I BANK        8,588,781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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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86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967,81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532,05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8,91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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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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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AGRICOLE        8,323,963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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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3,96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033,09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90,86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ORGAN STANLEY        7,806,741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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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7,84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8,89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NOMURA HOLDING        7,248,119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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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5,90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82,574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123,33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2,21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7,031,368 4.5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6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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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0,568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098,53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712,004

股票：600,03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STRUCTURE        6,921,166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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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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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OF　AMERICA        5,935,00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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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2,17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307,54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84,62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2,83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THE BANK OF TOKYO_M        5,524,822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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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9,12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614,75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74,36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5,70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IRIS SPV PLC        5,276,60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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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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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P PARIBAS        5,227,111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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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21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75,89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5,207,719 3.3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952,083

無擔保品：1,200,000

有擔保品：3,75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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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51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607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49,90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12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DEUTSCHE BANK        5,074,547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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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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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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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BANK OF SCOLAN        4,564,515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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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7,77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6,74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18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60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WELLS FARGO BANK        4,415,056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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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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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商交通銀行臺北分行        4,230,843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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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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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19,346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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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34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999,20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6,139

股票：714,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IZUHO BANK        3,931,261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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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1,26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737,64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93,61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CHASE BANK        3,714,1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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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78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15,35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14,984

其他衍生性商品交易：36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OMMONWEALTH BANK        3,446,372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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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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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399,292 2.2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9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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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XIS BANQUES POP
       3,363,91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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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1,94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7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353,175 2.1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9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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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31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41,986 2.1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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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98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999,524

股票：289,8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52,66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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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BC        3,285,657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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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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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110,556 2.0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2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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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78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253,038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42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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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195 1.9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3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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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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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9,496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4,890,48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663,07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6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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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9,235
無擔保品：3,268,477

有擔保品：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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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31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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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1,074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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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4,057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5,990,48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13,57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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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5,735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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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9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84,74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84,73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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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4,202 7.0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449,187

無擔保品：5,622,520

有擔保品：8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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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5,015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098,53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712,004

股票：614,47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高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10,079,202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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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3,01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313,04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09,96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5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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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7,503 6.5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9,701,887

無擔保品：2,545,518

有擔保品：7,15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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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9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607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349,88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12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3,529,866 2.29%

李敏       22,532,396 14.63%

潘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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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9,574,272 6.2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741,912

無擔保品：2,314,142

有擔保品：42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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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8,611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429,748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3,358,97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32,679

股票：307,20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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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0,523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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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9,86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967,81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532,05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90,65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8,917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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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0,960 4.6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573,898

無擔保品：4,167,098

有擔保品：4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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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062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399,6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58,840

股票：36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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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608 3.4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25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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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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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5,982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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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4,54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43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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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898 3.2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960,916

無擔保品：2,505,916

有擔保品：2,4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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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82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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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3,610 2.9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38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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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874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89,888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999,52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52,662

股票：28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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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4,852 2.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83,464

無擔保品：3,996,797

有擔保品：18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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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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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282,846 2.7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281,119

無擔保品：1,870,286

有擔保品：2,41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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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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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企業

       4,178,639 2.7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115,751

無擔保品：1,472,663

有擔保品：643,088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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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888

股票：414,58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02,338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802,96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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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7,088 2.6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01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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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華神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3,857,621 2.5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4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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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565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廣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529,108 2.2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26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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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31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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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706 2.1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80,000

無擔保品：600,000

有擔保品：2,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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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06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3,171,667 2.0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71,667

無擔保品：1,941,667

有擔保品：1,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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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3,012,560 1.9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12,560

無擔保品：2,945,560

有擔保品：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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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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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之交易行為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之交易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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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須列入本表之申報及揭露範圍得無須列入本表之申報及揭露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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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