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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      227,095,979 1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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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09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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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64,601 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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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64,601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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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4,614,307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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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4,307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5,937,69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537,590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2,139,02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LIBRETTO CAPITAL PL       12,649,224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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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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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商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分公司

      12,171,177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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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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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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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HONG KONG & SHANGHAI       11,078,692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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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73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16,95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玉山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9,537,135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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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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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SAIR FINANCE JER        8,138,01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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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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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RO FINANCE B.V.        7,276,460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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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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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MORGAN CHASE BANK        7,089,267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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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2,27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6,992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86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4,130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WELLS FARGO BANK        6,793,121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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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

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79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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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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 BANK        6,564,440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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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1,01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3,42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19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3,005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MORGAN STANLEY        6,08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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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5,67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50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SOCIETE GENERALE        6,018,005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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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00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24,609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39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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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812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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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812

股票：391,951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999,81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617,04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NOMURA HOLDING        5,978,155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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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15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54,09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524,05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CREDIT AGRICOLE        5,807,323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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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12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23,50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43,61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40,20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IRIS SPV PLC        5,547,23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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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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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　        4,629,94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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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53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6,40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ANK  OF　AMERICA        4,300,93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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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28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538,39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46,88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1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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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5,000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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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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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ZUHO BANK        3,639,427 2.8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

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639,42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93,36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46,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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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502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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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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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869 2.6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87,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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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386,658 2.6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71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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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705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19,981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599,83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951,88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173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42,17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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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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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9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24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3,346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3,240,541 2.5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24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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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021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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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021

股票：15,06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70,95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BNP PARIBAS        3,040,01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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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69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0,31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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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736
無擔保品：1,340,136

有擔保品：1,6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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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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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6,9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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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6,933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2,171,178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85,75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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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8,425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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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8,406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30,019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1,11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518,905

       3,010,736 2.34%劉柏園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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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9,778,490 7.6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776,779

無擔保品：5,382,279

有擔保品：39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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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1,117

股票：152,605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3,101,58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06,93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40,594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24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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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0,778 7.4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39,222

無擔保品：1,912,555

有擔保品：1,6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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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1,556

股票：394,695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1,999,814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617,04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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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9,729 6.6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092,623

無擔保品：4,294,856

有擔保品：1,797,767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證

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451,600

股票：324,875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219,964

無保證機構之票券：599,83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306,92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50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173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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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7,990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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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2,27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35,715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36,852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8,86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35,71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98,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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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1,931 5.4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809,876

無擔保品：1,932,889

有擔保品：4,876,987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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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56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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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關

係企業

       6,567,473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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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1,01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6,45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45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3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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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1,704 4.8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851,503

無擔保品：3,576,503

有擔保品：2,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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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01

股票：305,220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0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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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1,873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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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005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24,609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393,39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86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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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155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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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15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454,097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524,05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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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9,022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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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7,12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4,923,50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43,61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51,900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428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51,472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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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215,351 4.0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657,864

無擔保品：4,41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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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487

股票：507,37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50,11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永豐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5,060,840 3.9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329,025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12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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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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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08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7,49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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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9,519 3.6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469,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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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26

股票：160,127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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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9,94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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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3,535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36,40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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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8,896 3.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59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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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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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仁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4,386,388 3.4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29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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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50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2,74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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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4,576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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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5,282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538,396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646,88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1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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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3,044 3.2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173,044

無擔保品：50,194

有擔保品：4,122,85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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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2,259 3.0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197,899 無擔保品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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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836

股票：321,862

有保證機構之票券：149,97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524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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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2,062 2.9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78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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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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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7,521 2.8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95,325

無擔保品：1,254,662

有擔保品：2,440,66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95,325

有擔保品：2,44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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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5 股票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9,551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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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2月31日

瑞穗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3,68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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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9,427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993,368

有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646,05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5,335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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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4,235 2.8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203,600

無擔保品：1,89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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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635

股票：292,560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1,10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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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860 2.5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2,754,564

無擔保品：1,465,675

有擔保品：1,2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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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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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

業

       3,284,379 2.5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28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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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係企業        3,22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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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237

股票：53,281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3,170,95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法商法國巴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關

係企業

       3,070,329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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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693 無保證機構之公司債及金融債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0,636
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12,520

匯率衍生性商品交易：2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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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