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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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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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76,121 1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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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7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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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976,12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財政部       68,157,618 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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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5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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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3,198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50,37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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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4,793 12.2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00,000 無擔保品: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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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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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2,43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63,77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58,58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興業銀行　　　　　　　　　　　　　　      14,775,846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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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0,27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607,01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003,26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65,56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08,21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7,35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2,182,331 7.3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0,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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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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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2,33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美商花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419,451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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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78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92,594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529,18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7,66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5,47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02,190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       11,300,079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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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7,79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247,79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2,28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2,28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HSBC BANK PLC       10,041,892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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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6,83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886,83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55,05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55,057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ORSAIR FINANCE JER        9,95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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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8,95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958,95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        9,299,878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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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6,5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024,172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82,36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3,34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4,78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8,55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STRUCTURE        8,830,349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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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0,34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830,34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576,176 5.8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77,141 無擔保品:477,141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803,000 無擔CP2:8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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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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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6,03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巴黎銀行總行        8,314,06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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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5,37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740,80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4,56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58,68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94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1,74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7,601,516 4.5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7,601,516

無擔保品:5,066,516

有擔保品:2,5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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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TTO CAPITAL PL        6,657,473 4.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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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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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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7,47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657,47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蘇格蘭皇家銀行        6,362,496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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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4,72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324,72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7,76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7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7,19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ORGAN STANLEY        6,158,479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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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0,14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080,14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78,33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5,48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2,84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IRIS SPV PLC        5,90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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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8,59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908,59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東京三菱銀行總行        5,848,246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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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4,26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892,22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32,04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97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97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紐西蘭銀行        5,796,923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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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68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750,68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6,23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6,239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504,840 3.3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00,000 無擔保品: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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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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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75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06,08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瑞士銀行        5,234,177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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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3,4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53,43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80,74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4,71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96,02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日本野村證券        5,152,792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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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4,18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47,17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777,00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8,61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8,61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國工商銀行        4,745,923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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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5,92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745,92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外貿銀行        4,633,325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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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0,53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630,53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78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78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德意志銀行        4,56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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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78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355,78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10,71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69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52,019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502,169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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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2,169

股票:84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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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67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59,84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4,464,860 2.6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464,583
無擔保品:1,141,666

有擔保品:3,32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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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77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YFG Shopping
       4,372,800 2.6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72,800 有擔保品:4,372,8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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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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329,592 2.6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777 無擔保品: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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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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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73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95,07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15,500 2.5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15,500 無擔保品:4,3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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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CE
       4,24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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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6,57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246,57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韓國輸出入銀行        4,171,482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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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48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171,48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楷榮股份有限公司        4,088,889 2.4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088,889 無擔保品:4,0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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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太平洋銀行        3,868,352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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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8,35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868,35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澳洲聯邦銀行        3,834,76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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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9,66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819,66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5,09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5,09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美國銀行        3,827,509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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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38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19,24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94,1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4,12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4,129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IZUHO BANK        3,824,571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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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02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33,10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880,92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0,55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0,550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770,785 2.2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15,309 無擔保品:3,51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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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76 股票:255,47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DOURO FINANCE B.V.        3,72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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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5,74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725,74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713,500 2.2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713,500 無擔保品:3,7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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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MORGAN CHASE BANK        3,650,96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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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0,31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870,31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780,65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28,45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52,194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3,366,553 2.0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955,000 有擔保品:1,9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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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553

股票:58,89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352,66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ALAYAN BANKING        3,302,450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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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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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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45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302,45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高雄市政府        3,189,665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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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665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3,189,66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臺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3,167,786 1.9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79,650

無擔保品:207,428

有擔保品:1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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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8,136

股票:63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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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46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38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KINGSTON TECHNOLOGY        3,082,500 1.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82,500 無擔保品:3,0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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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DA COMMERCIAL PROPERTIES        3,082,500 1.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82,500 無擔保品:3,0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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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8,207
無擔保品：7,601,516

有擔保品：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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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82,658
無擔保品：2,809

有擔保品：4,17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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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鴻海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13,061,267 7.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545,317

無擔保品:9,145,317

有擔保品: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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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752

股票: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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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75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06,08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19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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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1,562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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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3,97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593,97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87,58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87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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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2,117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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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1,78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92,594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529,18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00,33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8,14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0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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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2,952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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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7,79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247,79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45,16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0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4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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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8,069 6.5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9,556,516

無擔保品:5,066,516

有擔保品:4,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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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553

股票:58,89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352,66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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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8,105 6.3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463,213
無擔保品:4,315,355

有擔保品:6,147,858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0,000 無擔CP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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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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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8,414 5.8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336,432 無擔保品:1,336,432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803,000 無擔CP2:8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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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968

股票:22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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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6,03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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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8,202 5.2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792,551 無擔保品:1,792,551

劉柏園        4,182,658 2.97%

張峰榮        7,608,207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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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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8,149

股票:33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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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73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50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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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90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50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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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1,343 4.6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515,318

無擔保品:3,989,118

有擔保品:52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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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954

股票:48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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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74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5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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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98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5,07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76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9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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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9,314 3.9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069,872

無擔保品:3,936,538

有擔保品:1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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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442

股票:22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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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94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01,67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三菱東京日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861,89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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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4,26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892,22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32,04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7,62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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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7,417 3.4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777,417 無擔保品:5,77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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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603,797 3.3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672,935

無擔保品:1,090,343

有擔保品:58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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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5,407

股票:286,79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0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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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6,7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35,45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35,45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瑞士商瑞士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283,915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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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3,4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53,43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30,47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4,71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4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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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7,851 2.9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667,741
無擔保品:3,667,741

有擔保品:1,000,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50,000 無擔CP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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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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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5,880 2.9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62,048 無擔保品:4,36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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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832

股票:22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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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96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新加坡金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734,920 2.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734,920 無擔保品:4,73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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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碩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437,410 2.6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437,320 無擔保品:4,43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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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股票: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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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7,106 2.5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61,630 無擔保品:3,96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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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76 股票:255,47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日月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098,120 2.4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78,075 無擔保品:3,97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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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45

股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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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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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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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3月31日

潤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021,762 2.4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785,000
無擔保品:550,000

有擔保品:2,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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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842

股票:24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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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96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89,92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89,920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美商美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834,098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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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38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19,24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94,1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0,71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58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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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931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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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4,02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33,10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880,92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6,91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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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7,954 2.2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807,954

無擔保品:2,999,804

有擔保品:80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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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世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625,505 2.1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539,093
無擔保品:1,479,313

有擔保品:59,78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8,000 無擔CP2:2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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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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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41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美商富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507,917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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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91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259,99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247,92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501,262 2.1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713,126
無擔保品:540,904

有擔保品:17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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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8,136

股票:63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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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46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38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力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223,671 1.9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223,077

無擔保品:1,825,000

有擔保品:1,39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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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94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大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018,822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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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8,82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1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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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單位：玉山金融控股公司 主管： 填表人：

電話：02-23891313 網址：www.esunfh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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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