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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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銀行業務局      272,975,119 1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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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5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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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952,87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2,24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2,24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財政部       73,924,618 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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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2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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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3,074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58,32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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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31,771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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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1,85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780,13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051,72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99,91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39,73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0,17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4,308,866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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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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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8,9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62,82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57,14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       12,511,083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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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1,33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2,341,3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69,74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23,72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6,02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ITIGROUP                 12,239,861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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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4,66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72,16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942,5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25,19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86,59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8,60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STRUCTURE       10,777,654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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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7,654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777,65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HSBC BANK PLC       10,097,866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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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6,77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976,77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1,09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21,090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ORSAIR FINANCE JER       10,045,532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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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5,532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045,53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8,904,837 5.4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8,904,837
無擔保品:5,292,837

有擔保品:3,6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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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8,652,310 5.2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49,275 無擔保品:54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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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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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03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        8,544,970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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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5,46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161,82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13,63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69,50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2,16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7,34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巴黎銀行總行        8,096,022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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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5,19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484,12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1,07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90,82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4,76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6,05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蘇格蘭皇家銀行　　　　　　　　　　　　　       7,831,039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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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8,23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798,23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2,80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85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1,944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國外貿銀行        7,197,119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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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7,11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197,11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摩根士丹利（銀行）        6,845,939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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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2,90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542,90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03,03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29,82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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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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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行        6,677,813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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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4,77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11,262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253,51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3,03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3,037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CHASE BANK        6,456,75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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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5,11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05,11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251,64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983,96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7,67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LIBRETTO CAPITAL PL        6,407,026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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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7,02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407,02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IRIS SPV PLC        6,262,801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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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80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26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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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2,831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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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42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893,66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39,76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40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9,40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紐西蘭銀行        5,77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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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1,00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751,00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7,58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7,58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高雄市政府        5,413,759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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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3,759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5,41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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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9,66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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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9,66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29,66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PCE        4,637,11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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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7,11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63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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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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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98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035,98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77,01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14,96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2,058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4,696,064 2.8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0,000 無擔保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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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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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5,47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8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韓國輸出入銀行        4,425,456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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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5,45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425,45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WELLS FARGO FINANCE        4,361,146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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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1,14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361,14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ORGAN STANLEY        4,360,526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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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0,52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360,52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YFG Shopping        4,360,200 2.6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60,200 有擔保品:4,3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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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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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417 2.6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10,417
無擔保品:1,141,667

有擔保品:3,16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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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4,150,000 2.5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00,000 無擔保品: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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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098,778 2.4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00,000 無擔保品: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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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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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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77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日本野村證券        4,085,52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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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2,51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032,51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3,00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3,00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28,371 2.4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729,600 無擔保品:3,72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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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77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98,77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3,971,991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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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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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1,99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FORMOSA HA TINH (CAYMAN) LIMITED        3,947,160 2.4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47,160 無擔保品:3,9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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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AN BANKING        3,943,329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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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3,32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943,32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IZUHO BANK        3,8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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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11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30,06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891,05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02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02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811,056 2.3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44,390 無擔保品:3,54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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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66 股票:2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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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85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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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8,85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75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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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497 2.0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420,950 無擔保品:3,42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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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7 股票:8,54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國工商銀行        3,407,23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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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23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407,23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德意志銀行        3,291,06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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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94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805,94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85,12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18,36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6,76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199,042 1.9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00,000 無擔保品: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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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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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80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99,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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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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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9,81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49,81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65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2,65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ARLS EIGHT LIMITED        3,111,529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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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52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11,52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TREASURY        3,028,271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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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8,271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3,028,27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國輸出入銀行        3,002,918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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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91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0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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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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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8,911,425
無擔保品：5,292,837

有擔保品：3,61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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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987
無擔保品：4,150,000

有擔保品：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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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6,578
無擔保品：532,281

有擔保品：3,42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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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12,905,536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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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6,22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2,286,22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19,30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2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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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2,719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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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1,33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2,341,3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1,38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26,41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0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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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9,436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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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4,66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72,16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942,5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54,77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89,32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6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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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8,004 5.9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383,920 無擔保品:1,38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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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9,449

股票:22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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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0,03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63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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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1,658 6.7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9,957,589
無擔保品:8,534,729

有擔保品:1,42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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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069

股票:1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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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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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1,643 6.2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009,837
無擔保品:5,292,837

有擔保品:4,7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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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06

股票:61,57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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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6,332 6.1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0,080,511
無擔保品:4,208,456

有擔保品:5,87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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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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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116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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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4,77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11,262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253,51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6,34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99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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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7,347 4.0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92,923
無擔保品:3,901,523

有擔保品:49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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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544

股票:528,16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53,38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42,88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88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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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6,95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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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6,95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125,80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36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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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7,298 3.8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097,298
無擔保品:5,747,298

有擔保品: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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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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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576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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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42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893,66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39,76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3,14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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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882 3.2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353,335 無擔保品:5,35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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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7 股票:8,547

游添榮        4,155,987 2.53%

劉柏園        3,956,578 2.41%

張峰榮        8,911,425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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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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9,884 2.9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409,717
無擔保品:4,30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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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167

股票:238,46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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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7,936 2.8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737,936 無擔保品:4,737,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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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6,726 2.5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50,756 無擔保品:3,95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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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70 股票:23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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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4,624 2.7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17,958 無擔保品:4,317,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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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66 股票:266,66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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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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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98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035,98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86,36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14,96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71,409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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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碩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251,199 2.5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952,428 無擔保品:3,95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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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77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9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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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643 2.5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523,586 無擔保品:1,52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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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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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80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99,23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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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8,439 2.4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747,066 無擔保品:1,74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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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9,286

股票:326,85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82,42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08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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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746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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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1,11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30,06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891,05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62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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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2,240 2.2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756,675 無擔保品:1,756,675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56,000 無擔CP2:2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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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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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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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5,967 2.1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953,841
無擔保品:2,366,429

有擔保品:58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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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25

股票:302,23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01,88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8,00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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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680 1.9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272,650
無擔保品:2,484,600

有擔保品:78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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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股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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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377 1.9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77,949
無擔保品:1,795,834

有擔保品:1,38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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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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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5,905 1.8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662,180
無擔保品:42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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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16 股票:67,41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76,30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7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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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