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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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6,280,000 11.9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00,000 無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280,000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900,000

無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50,000

有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3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JP MORGAN CHASE   6,207,994 11.7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BANK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929,02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78,97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86,210

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50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2,26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DEUTSCHE BANK   6,019,669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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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3,18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86,48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6,41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   5,713,000 10.8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713,000 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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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4,911,797 9.3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760,088

無擔保品：94,048

擔保品：4,666,04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50,00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0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1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

  3,848,524 7.3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848,524 無擔保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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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   3,773,000 7.1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773,000 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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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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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03 月31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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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03 月31  日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   3,664,165 6.9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64,135 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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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   3,539,000 6.7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89,000 擔保品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5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   3,523,125 6.6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限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00,000 無保證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12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2,900,000 信用衍生性商品(CDS、CLN、CLL)之曝險標的

群益證券股份有限   3,130,037 5.9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公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00,000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0,037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HONGKONG & SHANGHAI   3,070,784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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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58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79,19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ANK OF AMERICA   2,994,840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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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2,12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2,72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ORGAN STANLEY   2,830,562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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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4,10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6,46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REDIT SUISSE   2,718,686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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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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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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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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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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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8,152,587 15.4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422,587

無擔保品：709,587

擔保品：5,7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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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00,000

有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3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851,379 13.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699,670

無擔保品：775,130

擔保品：5,924,54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50,00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0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1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6,519,411 12.3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119,733

無擔保品：1,147,183

擔保品：4,972,550

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99,67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08,865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90,81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奇美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393,705 12.1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777,312

無擔保品：1,639,397

擔保品：4,137,915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16,36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0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6,36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0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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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5,500 8.1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15,500

無擔保品：115,500

擔保品：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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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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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紡織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717,713 7.0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45,543

無擔保品：2,301,078

擔保品：544,465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872,17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7,73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4,440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54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3,595,134 6.8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327,929

無擔保品：753,543

擔保品：574,386

關係人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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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372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34,37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5,001

有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5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71,97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1,83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33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1,765,862
證券化商品(CDO)之曝險標的：812,673

信用衍生性商品(CDS、CLN、CLL)：953,189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3,185,541 6.0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762,643

無擔保品：524,524

擔保品：2,238,119

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22,89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79,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43,89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   3,100,000 5.8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00,000 無擔保品：2,800,000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關係企業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00,00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00,000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00,0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關係

  2,925,065 5.5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925,065

無擔保品：2,089,029

擔保品：836,036

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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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2,910,423 5.5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110,423 無擔保品：2,110,423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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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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2,850,128 5.4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16,771

無擔保品：521,068

擔保品：2,295,703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3,35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3,770

無保證機構之其他證券：14,455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5,13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聯聚建設股份有限   2,673,911 5.0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673,911 擔保品

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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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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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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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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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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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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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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