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係人交易明細表 
(107 年 03 月 31 日) 

  

   1.金融交易：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現金及約當現金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883,893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註 1) 199,729  

台灣銀行(股)公司    73,56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407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註 2) 20,000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利息收入 應收利息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667    214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58     60 

台灣銀行(股)公司   110     97 

    上列關係人金融交易條件與非關係人之交易並無重大差異。 
   註 1：係指取得其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註 2：係指取得其發行之基金。 
   
 
 
 



 

   2.保險業務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保費收入 應收保費 

金  額 金  額 

兆豐金融控股(股)公司     64     6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37,023 10,714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231    334 

兆豐證券(股)公司  1,581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29         

銀凱(股)公司      1         

雍興實業(股)公司      9       1                  

    上列關係人之保險業務，其承保與收費條件與非關係人並無重大差異。 
 
 
   3.不動產及設備出租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租金收入 存入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5,523  5,585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19      52 

中華民國核能保險聯合會    116      

 
 
   4.承租不動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租金支出 存出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530 12,160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292    17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99  

 



 

5.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薪資及其他短期員工福利  6,486 

退職後福利  

合計  6,486 

 

  6.其他 

    本公司因由關係人招攬保險業務所產生之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相關明細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 應付佣金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406  

 

 本公司因共同行銷產生之承保費用分別為 : 

                                           單位：新台幣仟元 

 

7.與關係人之有價證券委外投資 

  本公司與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所簽訂之委託代客操作合約， 

  受託投資項目為上市(櫃)股票，全權委託之資金額度為新台幣 200,000 仟元。 

  民國 107 年 1 至 3 月因上述委託代客操作合約所產生之管理費用為新台幣 269 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5,394 

兆豐證券(股)公司    



 

關係人交易明細表 
(106 年 12 月 31 日) 

  

   1.金融交易：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現金及約當現金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908,744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註 1)    149,808  

台灣銀行(股)公司     65,127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1,759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註 2) 85,000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利息收入 應收利息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3,587    243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946     40 

台灣銀行(股)公司   412     94 

    上列關係人金融交易條件與非關係人之交易並無重大差異。 
   註 1：係指取得其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註 2：係指取得其發行之基金。 
   
 
 
 
 
 
 
 
 
 
 
 
 



 

   2.保險業務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保費收入 應收保費 

金  額 金  額 

兆豐金融控股(股)公司    228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48,588 74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025         

兆豐證券(股)公司  1,491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89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101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82  

銀凱(股)公司     12         

雍興實業(股)公司     15                     

    上列關係人之保險業務，其承保與收費條件與非關係人並無重大差異。 
 
 
   3.不動產及設備出租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租金收入 存入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2,172  5,585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474      52 

中華民國核能保險聯合會    461      

 
 
   4.承租不動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租金支出 存出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119 12,389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169    170 

 
 
 
 



 

 
 
5.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薪資及其他短期員工福利  20,202 

退職後福利  

合計  20,202 

 

  6.其他 

    本公司因由關係人招攬保險業務所產生之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相關明細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 應付佣金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46  

 

 本公司因共同行銷產生之承保費用分別為 : 

                                           單位：新台幣仟元 

 

7.與關係人之有價證券委外投資 

  本公司與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所簽訂之委託代客操作合約， 

  受託投資項目為上市(櫃)股票，全權委託之資金額度為新台幣 200,000 仟元。 

  民國 106 年度因上述委託代客操作合約所產生之管理費用為新台幣 1,430 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1,465 

兆豐證券(股)公司    



 

關係人交易明細表 
(105年 12月 31 日) 

  

   1.金融交易：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現金及約當現金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470,448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註 1)   333,569  

台灣銀行(股)公司   53,250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5,705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註 2) 130,519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利息收入 應收利息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3,379   758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232    48 

台灣銀行(股)公司   447    98 

    上列關係人金融交易條件與非關係人之交易並無重大差異。 
   註 1：係指取得其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註 2：係指取得其發行之基金。 
   
 
 
 
 
 
 
 
 
 
 
 
 



 

   2.保險業務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保費收入 應收保費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39,329     82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323         

兆豐證券(股)公司  1,617                

兆豐金融控股(股)公司    284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76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126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82     82 

銀凱(股)公司    186         

雍興實業(股)公司      78             

    上列關係人之保險業務，其承保與收費條件與非關係人並無重大差異。 
 
 
   3.不動產及設備出租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租金收入 存入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2,215  5,585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31     52 

中華民國核能保險聯合會    452      

 
   4.承租不動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租金支出 存出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119 13,412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169    170 

 
 
 
 
 



 

 
 

5.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薪資及其他短期員工福利  19,745 

退職後福利 521 

合計  20,266 

 

  6.其他 

    本公司因由關係人招攬保險業務所產生之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相關明細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 應付佣金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5,556  

 

 本公司因共同行銷產生之承保費用分別為 : 

                                           單位：新台幣仟元  

 

7.與關係人之有價證券委外投資 

  本公司與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所簽訂之委託代客操作合約， 

  受託投資項目為上市(櫃)股票，全權委託之資金額度為新台幣 200,000仟元。 

  民國 105年度因上述委託代客操作合約所產生之管理費用為新台幣 1,301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14,449 

兆豐證券(股)公司      205 



 

關係人交易明細表 
(104年 12月 31 日) 

 

1.金融交易：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現金及約當現金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370,991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註 1)  49,902  

台灣銀行(股)公司  54,09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4,819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註 2) 168,776 

 上列關係人金融交易條件與非關係人之交易並無重大差異。 
註 1：係指取得其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 
註 2：係指取得其發行之基金。 
   
 
 2.保費收入及應收保費：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保費收入 應收保費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55,871      979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366         

兆豐證券(股)公司  1,659        8    

兆豐金融控股(股)公司    305        2  

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    186         

兆豐資產管理(股)公司     43                 

兆豐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     88       88 

雍興實業(股)公司     76            

銀凱(股)公司    178          

 上列關係人之保險業務，其承保與收費條件與非關係人並無重大差異。 



 

 
 3.不動產投資利益及租金收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2,197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316   

中華民國核能保險聯合會    452    

  
 4.存入保證金及存出保證金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存入保證金 存出保證金 

金  額 金  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5,585  13,685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52     170 

 
 5.利息收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902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105 

台灣銀行(股)公司 1,127 

 
 6.應收利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467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5     

台灣銀行(股)公司                      151 

 
 
 
 
 



 

7.主要管理階層薪酬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金額 

薪資及其他短期員工福利 19,081 

退職後福利 573 

合計 19,654 

 

8.業務費用-租金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2,119 

兆豐票券金融(股)公司                    1,036 

 

 9.其他 

    本公司因由關係人招攬保險業務所產生之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相關明細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關係人名稱 承保佣金及代理費支出 應付佣金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10,545 906 

 

本公司於因共同行銷產生之承保費用分別為: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與關係人之有價證券委外投資 

本公司於民國 104 年與兆豐國際證券投資信託(股)公司簽訂委託代客操作合

約，受託投資項目為上市(櫃)股票，全權委託之資金額度為 200,000 仟元。民

國 104年度因上述委託代客操作合約所產生之管理費用為新台幣 1,494仟元。 

關係人名稱 金額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10,126 

兆豐證券(股)公司        70 


	財務概況-11關係人交易明細表107Q1(財管部)
	20180425財務概況-11關係人交易明細表106Q4(三年)
	財務概況-11關係人交易明細表106Q4
	財務概況-11關係人交易明細表105Q4
	財務概況-11關係人交易明細表104Q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