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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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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D:270,986,313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09,905,261
313,368,415
168.3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中央銀行
公債:38,918,948
3,463,154 FX:3,463,15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股票:413,11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無擔保公司債:2,988,925
6,972,47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3,097,990
11,442,725
6.15%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擔保資產交換:472,447
CCS:211,523
236,24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FX:24,724
4,234,000 無擔:4,234,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擔保公司債:101,531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7,285,745
3.91%
7,285,745 無擔保公司債:2,830,57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4,353,641
983 FX:98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498,528
3.49%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6,497,545 無擔:6,497,54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067 股票:3,06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5,953,067
3.20%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有擔:2,300,000
5,950,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3,650,000
China Development Bank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5,797,076
3.11%
5,797,076 無擔保金融債:5,797,076
Corporation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446,765 有擔保短票:1,446,76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8,163 FX:28,16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517,322
2.96%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擔:360,000
2,963,79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2,603,793
1,078,600 無擔:1,078,6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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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5,259,156

2.8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259,156 無擔:5,259,156

英屬維京群島商史賓特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4,808,000

2.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808,000 有擔:4,808,000

4,728,696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54%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Bank Of Communications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Bank Of China

4,364,130

2.34%

US GOVT

4,292,228

2.31%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271,523

National Bank Of Abu Dhabi

4,067,589

宏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021,687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8,034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

3,954,471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946,235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928,00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3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9%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1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2%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2.12%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1%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3,902,459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3,850,583

2.07%

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782,965

2.03%

Arab Petroleum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3,779,43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03%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NCD:972,331
4,447,696 有擔保金融債:449,816
無擔保金融債:3,025,549
281,000 無擔:281,000
NCD:423,174
4,364,130 有擔保金融債:761,179
無擔保金融債:3,179,776
4,292,228 外國政府債:4,292,228
5,523 股票:5,523
4,266,000 無擔:4,266,000
4,067,589 無擔保金融債:4,067,589
4,021,687 有擔:4,021,687
8,034 股票:8,034
4,000,000 無擔:4,000,000
3,954,471 無擔保金融債:3,954,471
股票:729,142
3,946,235 無擔保公司債:1,118,378
無擔保短票:2,098,715
28,000 股票:28,000
3,900,000 有擔:3,900,000
有擔保金融債:481,496
3,902,459
無擔保金融債:3,420,963
NCD:552,417
3,850,583 有擔保金融債:109,017
無擔保金融債:3,189,149
股票:905,686
3,782,965
無擔保短票:2,877,280
3,779,430 無擔保公司債:3,77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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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日之淨值比例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693,706
1.98%
3,693,706 外國政府債:3,693,706
China Government Bond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0,513 股票:20,513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654,513
1.96%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有擔:1,134,000
3,634,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2,500,000
Formosa Ha Tinh (Cayman)
3,540,600
1.9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40,600 無擔:3,540,600
Limited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461,028
1.86%
3,461,028 無擔保金融債:3,461,028
中國進出口銀行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股票:136,11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088,860 無擔保公司債:603,44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370,940
1.81%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擔保短票:1,349,296
90 FX:9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281,989 無擔:1,281,98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擔:3,117,600
3,351,260
1.8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51,260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無擔:233,66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無擔保公司債:301,235
1,745,82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1,444,594
3,314,078
1.78%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有擔:300,000
1,168,25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868,250
400,000 無擔:400,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008 股票:3,008
3,247,528
1.74%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244,520 無擔:3,244,52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181,204
1.71%
3,181,204 無擔保金融債:3,181,204
KEB Hana Bank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163,890
1.70%
3,163,890 無擔保金融債:3,163,890
Korea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483,188 無擔保金融債:2,483,18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43,171
1.69%
JPMorgan Chase Bank
FX:379,263
659,982 IRS:223,75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OPTION:56,96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有擔保金融債:377,852
2,709,881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金融債:2,332,029
3,116,300
1.67%
ING Bank
FX:305,379
406,41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IRS:101,040
股票:778,343
無擔保公司債:906,783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811,905 無擔保可轉債:12,108
3,111,905
1.6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無擔保短票:1,099,670
無擔保資產交換:15,001
300,000 無擔:300,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NCD:647,238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993,503 有擔保金融債:487,002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3,071,363
1.6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Corporation
無擔保金融債:859,264
1,077,860 無擔:1,077,86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Goldman Sachs Finance Corp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023,139
1.62%
3,023,139 有擔保公司債:3,023,139
Intl Ltd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961,366 無擔保金融債:2,961,366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015,866
1.62%
Barclays Bank
FX:33,684
54,500 IRS:18,87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OPTION:1,94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953 股票:1,953
3,001,953
1.61%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無擔:3,000,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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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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日之淨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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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擔保資產交換:553,133
股票:413,11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7,096,731 無擔保公司債:2,988,92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可轉債:43,567
11,566,978
6.22%
劉○○
無擔保短票:3,097,990
CCS:211,523
236,24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FX:24,724
4,234,000 無擔:4,234,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股票:84,59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無擔保公司債:2,312,481
4,686,36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1,999,796
11,094,717
5.96%
徐○○
無擔保資產交換:289,495
有擔:409,700
6,268,95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5,859,250
139,400 有擔:139,4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4,640 股票:24,64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523,168
3.51%
林○○
983 FX:98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497,545 無擔:6,497,54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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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5,491,687

2.9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苗○○

4,052,103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李○○

3,840,50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06%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林○○

張○○

林○○

3,696,437

1.9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608,994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9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70,940

1.81%

投資或購買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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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高○○

3,292,238

1.7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蔡○○

3,211,90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73%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林○○

3,109,140

1.6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林○○

3,096,855

1.6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王○○

3,064,573

1.6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葉○○

3,001,953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61%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5,491,687 有擔:5,491,687
7,583 股票:7,583
4,044,520 無擔:4,044,520
股票:84,595
1,276,877 無擔保公司債:902,787
無擔保資產交換:289,495
2,563,628 無擔:2,563,628
有擔:3,227,437
3,696,437
無擔:469,000
股票:23,089
726,847
無擔保公司債:703,758
891,524 FX:891,524
1,990,623 無擔:1,990,623
股票:136,117
2,088,860 無擔保公司債:603,447
無擔保短票:1,349,296
90 FX:90
1,281,989 無擔:1,281,989
股票:6,115
2,108,184 無擔保公司債:552,227
無擔保短票:1,549,842
有擔:54
1,184,054
無擔:1,184,000
股票:778,343
無擔保公司債:906,783
2,811,905 無擔保可轉債:12,108
無擔保短票:1,099,670
無擔保資產交換:15,001
400,000 無擔:400,000
有擔:2,547,140
3,109,140
無擔:562,000
有擔:1,753,975
3,096,855
無擔:1,342,880
661 有擔保可轉債:661
3,063,912

有擔:2,077,785
無擔:986,127

1,953 股票:1,953
3,000,000 無擔: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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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日之淨值比例
三、同一法人之關係企業
交易行為類別
交易金額
內容說明
有擔保公司債:375,541
股票:470,19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無擔保公司債:2,988,925
8,271,47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可轉債:149,481
無擔保短票:3,097,990
25,512,380
13.71%
鴻海集團
無擔保資產交換:1,189,338
CCS:211,523
240,82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FX:29,300
有擔:6,584,268
17,000,08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0,415,820
股票:85,43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無擔保公司債:2,312,481
4,687,202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1,999,796
無擔保資產交換:289,495
19,640,140
10.55%
遠東集團
FX:73,974
75,95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IRS:1,981
有擔:2,220,133
14,737,58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2,517,449
139,400 有擔:139,4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067 股票:3,06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15,323,597
8.23%
潤泰集團
有擔:9,996,500
15,320,53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5,324,030
有擔保短票:1,446,76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32,777
1,515,242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可轉債:7,140
無擔保資產交換:28,560
13,762,475
7.39%
友達光電集團
75,499 FX:75,49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有擔:4,912,756
10,973,13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6,060,377
1,198,600 無擔:1,198,6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314,779
614,696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299,917
13,380,463
7.19%
聯邦集團
有擔:11,668,469
12,722,76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054,298
43,000 政府債:39,200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股票:322,778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097,547 無擔保公司債:299,674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475,095
12,758,153
6.86%
中信集團
FX:62,663
78,17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IRS:15,513
有擔:9,876,465
11,582,43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705,966
NCD:431,950
股票:1,617,93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無擔保公司債:2,025,161
7,600,52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可轉債:12,108
無擔保短票:3,498,376
無擔保資產交換:15,001
11,264,179
6.05%
富邦集團
Asset Swap:186
CCR:1,112
1,024,763 CCS:96,776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FX:824,908
IRS:101,780
2,638,889 無擔:2,638,88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4,417
2,652,719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2,648,302
Asset Swap:562
CCR:13,047
212,058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9,237,669
4.96%
永豐餘集團
FX:114,521
IRS:83,928
有擔:328,198
6,008,89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5,680,693
364,000 無擔:364,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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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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日之淨值比例
有擔保公司債:144,305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11,952
3,553,01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公司債:402,401
8,227,363
4.42%
中租集團
無擔保短票:2,994,360
有擔:600,000
4,274,346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3,674,346
400,000 無擔:400,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股票:136,11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118,991 無擔保公司債:633,57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7,946,524
4.27%
台塑集團
無擔保短票:1,349,296
90 FX:9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827,443 無擔:5,827,443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擔保公司債:101,531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7,285,745 無擔保公司債:2,830,573
7,387,745
3.9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台電集團
無擔保短票:4,353,641
102,000 無擔:102,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23,089
726,847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公司債:703,758
7,233,561
3.89%
日月光集團
891,560 FX:891,56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5,615,154 無擔:5,615,15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擔:4,972,008
7,232,426
3.8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7,232,426
頂新集團
無擔:2,260,418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4,640 股票:24,64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6,689,568
3.59%
緯創資通集團
983 FX:98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6,663,945 無擔:6,663,94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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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達電腦集團

裕隆集團

6,547,456

6,303,782

3.5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39%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長榮集團

6,291,596

3.3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國家開發銀行(CDB)集團

聯華神通集團

5,797,076

5,761,766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0%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1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台化集團

5,686,706

3.06%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Charoen Pokphand Group(卜
蜂集團)集團

5,681,827

3.0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金東貿易集團

5,667,341

3.05%

中鋼集團

5,395,15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9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京城集團

5,231,820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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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亞太置地集團

5,006,451

2.69%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飛雁集團

4,927,888

2.6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6,547,456 無擔:6,547,456
股票:53,383
3,345,262 無擔保公司債:302,058
無擔保短票:2,989,821
有擔:1,020,000
2,958,520
無擔:1,938,520
股票:21,565
350,191 無擔保可轉債:138,519
無擔保資產交換:190,106
有擔:1,011,600
1,307,405
無擔:295,805
有擔:1,134,000
4,634,000
無擔:3,500,000
5,797,076 無擔保金融債:5,797,076
7,583 股票:7,583
2,314 FX:2,314
有擔:416,000
5,751,869
無擔:5,335,869
無擔保公司債:299,369
599,358
無擔保短票:299,989
有擔:1,614,200
5,087,348
無擔:3,473,148
有擔:2,743,394
5,681,827
無擔:2,938,433
6,326 FX:6,326
有擔:3,033,664
5,661,015
無擔:2,627,351
股票:202,412
4,812,156 無擔保公司債:510,272
無擔保短票:4,099,471
583,001 無擔:583,001
9,960 股票:9,960
有擔:4,659,200
無擔:562,660
有擔:856,500
5,006,451
無擔:4,149,951
5,221,860

4,927,888 有擔:4,92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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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日之淨值比例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905,686
3,782,96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2,877,280
FX:143,664
4,904,749
2.6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172,792
國泰集團
IRS:29,128
有擔:152,412
948,99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796,580
股票:3,48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2,698 無擔保可轉債:5,23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4,899,814
2.63%
金仁寶集團
無擔保資產交換:3,983
615 FX:61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886,501 無擔:4,886,50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股票:6,115
無擔保公司債:552,22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326,709 無擔保可轉債:13,33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1,749,782
4,689,330
2.52%
統一集團
無擔保資產交換:5,250
1,215 FX:1,215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有擔:54
1,724,05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724,000
637,352 無擔保公司債:590,100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074,885 無擔保短票:1,074,88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Asset Swap:1,003
CCR:12,973
656,860
4,662,907
2.5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開發金控集團
FX:640,340
IRS:2,544
有擔:2,147,612
2,931,16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783,550
80,341 FX:80,34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4,606,469
2.48%
宏泰集團
有擔:2,794,145
4,526,12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731,983
NCD:423,174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4,364,130 有擔保金融債:761,179
4,381,086
2.3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中國銀行集團
無擔保金融債:3,179,776
16,957 FX:16,95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有擔:4,281,871
4,371,218
2.3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371,218
豐泰地產集團
無擔:89,34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有擔保金融債:481,496
4,282,427
2.30%
4,282,427
中國工商銀行集團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金融債:3,800,932
有擔:2,084,579
4,274,242
2.3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4,274,242
勤美集團
無擔:2,189,663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5,523 股票:5,523
4,271,523
2.3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台達電集團
4,266,000 無擔:4,266,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擔:1,752
4,081,786
2.19%
4,081,786
寶成工業集團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4,080,034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8,034 股票:8,034
4,008,034
2.1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可成科技集團
4,000,000 無擔:4,000,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10,342
74,58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資產交換:64,238
3,600,292
1.93%
文曄科技集團
有擔:513,954
3,525,71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3,011,758
有擔:2,543,983
3,568,810
1.92%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568,810
大陸工程集團
無擔:1,024,827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661 有擔保可轉債:661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561,565
1.91%
三圓建設集團
有擔:2,459,391
3,560,90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101,513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2,796 股票:22,796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561,387
1.91%
大聯大集團
有擔:2,160
3,388,591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3,386,431
150,000 無擔:150,000
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有擔:3,211,604
3,481,604
1.87%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481,604
聯聚建設集團
無擔:270,000
報表編號：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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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日淨值：
186,109,000 千元 中華民國 109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交 易 總 餘 額 占 金
交易行為、金額及內容說明
姓名、名稱
四十六條第二項所 融 控 股 公 司 基 準
列交易行為總餘額 日之淨值比例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170,083 無擔保金融債:3,170,083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474,682
1.87%
Wells Fargo Company集團
FX:153
304,59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IRS:304,446
有擔:3,191,600
3,435,260
1.85%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3,435,260
璞永集團
無擔:243,66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股票:32,898
832,82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短票:799,927
19,634 CCR:19,63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378,908
1.82%
王道商銀集團
有擔:77,000
2,168,45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2,091,450
無擔保金融債:281,000
357,999
票券或債券之附賣回交易
無擔保公司債:84,30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有擔保金融債:111,731
2,247,929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金融債:2,136,198
3,378,661
1.82%
匯豐集團
FX:538,034
568,732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OPTION:30,697
562,000 無擔:562,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3,181,204
1.71%
3,181,204 無擔保金融債:3,181,204
Hana Financial Group集團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有擔保短票:299,996
1,459,623
3,172,667
1.70%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和泰汽車集團
無擔保短票:1,159,627
1,713,044 無擔:1,713,044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CCS:210
523 FX:99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159,663
1.70%
大同集團
OPTION:213
有擔:2,597,140
3,159,14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562,00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2,483,188 無擔保金融債:2,483,188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3,143,171
1.69%
FX:379,263
JPMorgan集團
659,982 IRS:223,75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OPTION:56,965
NCD:647,238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993,503 有擔保金融債:487,002
3,071,363
1.65%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中國建設銀行集團
無擔保金融債:859,264
1,077,860 無擔:1,077,86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FX:132,550
196,91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3,064,772
1.65%
金鷹(RGE)集團
IRS:64,364
2,867,858 無擔:2,867,858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股票:73,392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93,480 無擔保可轉債:4,143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無擔保資產交換:15,945
3,022,217
1.62%
國巨集團
17 FX:17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有擔:1,401,820
2,928,72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無擔:1,526,900
投資或購買左列對象為發行人之有價
1,953 股票:1,953
3,001,953
1.61% 證券(得扣除自保自買之短期票券)
瑞昱集團
3,000,000 無擔:3,000,000
授信（不含短期票券之保證或背書）
報表編號：A07

交易行為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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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交易

內容說明
有無擔保品
票券種類及金額、有無擔保品
債票券種類及金額、有無保證機構
有價證券種類及金額、有無保證機構
包括有價證券名稱、交易日、到期日、衍生性商品交易
證券化連結商品及衍生性商品種類及總額、連結標的資

填表單位：風險管理處

主管：

填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