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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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14,617 1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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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1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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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4,921 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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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04,921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6,622,705

無保證機構之公債：42,68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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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42,319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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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4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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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1,297,980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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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7,980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2,484,72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552,97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26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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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9,012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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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3月31日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3,869,012 11.2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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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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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ETTO CAPITAL PL       11,618,325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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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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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10,303,879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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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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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MORGAN CHASE BANK        8,574,714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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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0,02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084,69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72,31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12,377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HONG KONG & SHANGHAI        8,3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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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8,78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22,34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NOMURA HOLDING        7,173,868 5.8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NOMURA HOLDING        7,17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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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5,67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900,18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185,49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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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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AGRICOLE        6,577,760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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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7,07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717,15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39,92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20,68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ITI BANK        5,976,607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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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7,13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64,15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62,97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9,47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LLOYDS TSB BANK PLC        5,924,8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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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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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        5,847,622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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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8,84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8,78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SOCIETE GENERALE        5,793,768 4.7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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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3,22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63,021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70,20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60,54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3,42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27,117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5,785,985 4.6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3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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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1,262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799,13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52,13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27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ORSAIR FINANCE JER        5,526,774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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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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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GAN STANLEY        4,910,899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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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2,97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7,92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1,107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6,814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DOURO FINANCE B.V.        4,676,78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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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6,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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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095,000 3.3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095,000 有擔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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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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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BANK OF SCOLAN        3,936,40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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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4,92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1,476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ANK  OF　AMERICA        3,468,73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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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53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952,74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1,79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4,19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3,313,534 2.6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1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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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243,237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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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3,2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27,909

股票:115,32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TREASURY USA        3,190,857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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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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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股份有限公司        3,188,960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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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96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82,480

股票:6,48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WELLS FARGO BANK        3,153,755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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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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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3,152,095 2.5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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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90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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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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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31,002,719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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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0,968,219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30,742,31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25,90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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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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9,823,039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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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0,03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63,00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7,63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45,36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美商摩根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9,38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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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0,02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894,72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475,33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1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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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6,582 7.4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681,389

無擔保品：2,549,029

有擔保品：3,132,36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551,920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799,13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59,336

股票：293,45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27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野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7,550,723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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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2,53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185,493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7,462,533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185,49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77,04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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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2,697 6.0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7,266,423

無擔保品：1,947,355

有擔保品：5,319,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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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74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商法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7,229,876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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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9,33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70,20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799,13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60,54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3,42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2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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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8,308 5.8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128,403

無擔保品：5,599,503

有擔保品：52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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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33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24,93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07,613

股票：252,98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4,37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1,45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6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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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5,796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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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7,01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8,78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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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7,581 5.4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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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7,07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39,92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717,15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80,50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8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79,521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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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6,576,141 5.3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086,538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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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124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369,14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79,866

股票：11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78,07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3,03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6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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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7,413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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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1,26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62,97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208,28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16,14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01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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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1,852 4.7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383,225

無擔保品：3,198,225

有擔保品：2,185,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0,000 有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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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627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99,823

股票：12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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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8,813 4.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382,595

無擔保品：482,595

有擔保品：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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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218

股票：138,310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266,218

股票：138,310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3,12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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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3,988 4.5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4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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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44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69,779

股票：258,67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8,43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0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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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1,245 3.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1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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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85

股票：135,606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9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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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關係企

業

       4,590,425 3.7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77,777

無擔保品：1,750,495

有擔保品：1,827,282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012,648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299,90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7,069,145

股票：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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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493 3.5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088,873

無擔保品：2,848,873

有擔保品：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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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620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999,32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00,350

股票：24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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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083 3.4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9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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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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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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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4,173,820 3.3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73,820

無擔保品：50,029

有擔保品：4,123,791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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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444 3.2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29,706

無擔保品：1,679,706

有擔保品：1,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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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738

股票：105,45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806,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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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459 3.2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210,014

無擔保品：1,900,014

有擔保品：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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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445

股票：268,78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51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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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8,331 2.9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85,845

無擔保品：1,010,082

有擔保品：2,675,763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292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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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7,936 2.9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47,615

無擔保品：3,386,952

有擔保品：260,663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21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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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8,016 3.1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2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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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480,000 2.8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470,000

無擔保品：1,200,000

有擔保品：2,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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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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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美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3,468,73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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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53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21,79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952,74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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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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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5,99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89,731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83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83,89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89,73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83,899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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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409,527 2.7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2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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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62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5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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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關係企

業

       3,367,295 2.7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1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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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90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積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189,161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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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161

股票：6,68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8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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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833 2.5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2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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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3,104,349 2.5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802,765

無擔保品：1,162,085

有擔保品：1,640,68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券

（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0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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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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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