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金融控股公司法(下稱金控法)第 16 條及銀行法第 25 條
沒有明文規定要列報實質受益人/具控制權人，為何主
管機關要將該等人士納入申報範圍？
A1：
一、 金控法第 16 條及銀行法第 25 條立法理由及修正理
由已敘明，同一關係人持有銀行股份之情形，包括
第三人為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以信託、委任或其他
契約、協議、授權等方法持有股份等情形，故現行
法制對於銀行及金融控股公司(下稱金控公司)之股
權管理已有實質認定之監理原則。
二、 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已著重於實質受益人之辨
識，金融機構於實務上也對實質利害關係人一併納
入授信或其他交易自律性控管，爰本案要求大股東
申報持股時，將實質受益人/最終控制權人，併列入
申報內容，為現行規定已有之原則，且為落實股權
透明化之監理需求，並符合國際監理趨勢。
三、 形式上雖由持有股份之股東申報，但申報人仍負有
申報實質受益人/最終控制權人之義務。
Q2：實質受益人並沒有持股，要由誰申報？
A2：依銀行法第 25 條第 1 項及金控法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
負有申報義務者，乃同一人及同一關係人，亦即持有股
份的大股東。形式上雖由持有股份之股東申報，但申報
人仍負有申報實質受益人/最終控制權人之義務。
Q3：本案新制申報應注意事項於發布後，給予 6 個月之緩衝
期後再生效，大股東並應自生效日起 10 日內重新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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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是否得於緩衝期尚未結束、新制生效前即依新
制重新申報？若未於生效日後 10 日內申報，或未見申
報實質受益人，有何效果？
A3：新制生效前若依新制申報尚無所據，應於生效後再據以
申報。另依本注意事項第 9 點規定，應行申報事項未依
本注意事項附表填報、未載明或申報錯誤，經限期通知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視同未申報。
Q4：本案申報應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第 1 款「直接、間接
持有該法人股份或資本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自然人」，
其中「間接」持股如何計算？
A4：「間接」持股計算方式，得參考「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範本及相關規定問答集─金融
機構篇」第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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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本案申報應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第 2 款「非屬前款，
但透過委任、契約、協議、授權或其他方式對該法人行
使控制權之自然人」及第 3 款「非屬前二款，而對該法
人具決策權之自然人」之區別？
A5：第 2 款列舉之委任、契約、協議、授權或相類方式，係
指自然人與法人間直接意思表示合致，而對法人遂行控
制權。需視個案而定，例如持有股份，但是約定共同行
使表決權。
第 3 款係指自然人與法人間係透過事實上影響力，影響
法人股東之決策，請參考 Q6 之說明。

Q6：本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第 3 款後段所稱「對該法人具
決策權之自然人」
，如何認定該自然人？
A6：法人名義上之自然人負責人當然屬之，如非名義上之自
然人負責人，則可參考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
「公司之
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
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規
定加以認定。
Q7：本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後段所稱「其
他可有效控制該信託帳戶之人，或與上述人員具相當或
類似職務之人」
，如何認定該等人員？
A7：有關其他可有效控制該信託帳戶之人，例如某些信託設
有諮詢委員會，對於信託財產之運用具有實質的影響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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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金控公司或銀行之大股東如為政府機關(例如財政部)是
否亦須於新制之申報注意事項生效後 10 日內重新申報
？
A8：
一、 參考「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金融控股公司
(銀行)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
辦法」(超過 10%、25%或 50%者)第 10 條規定，有
關適格條件及申請程序等規定，於政府持股不適用
之。
二、 銀行法第 25 條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對銀行有控制權
人審核之管理機制，如金控公司或銀行之大股東為
政府機關(例如財政部)，控制者即為政府，本會不會
要求其於新制之申報注意事項生效後 10 日內重新申
報。
Q9：本注意事項係規範持有金控或銀行合計超過 5%以上者
之申報事宜，新制生效前已申報者，須於生效後 10 日
內重新申報。惟如原為持股超過 10%以上之大股東，因
前已依法向本會申請核准，是否得不適用本案新制申報
應注意事項有關重新申報之規定？
A9：有關新制之申報注意事項主要係了解法人股東背後之實
質受益人/最終控制權人，爰持股超過 10%以上之大股
東亦須適用。

Q10： 本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2 項規定 5 款實質受益人類型，
但申報表(附表 2、5)卻有 6 類實質受益人類型，即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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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增加「法人股東為私募基金時，持有私募基金受益憑
證達 5%者」之類型，此不一致之情形，是否有誤？
A10：
一、 申報表第 6 欄是因應個案有私募基金為大股東之情
形而增加之欄位，方便其填列。
二、 私募基金背後之股東亦是草案要規範的實質受益
人，持有私募基金受益憑證 5%以上者，對該私募基
金已具有相當影響力，可影響私募基金就所持有銀
行股份之決定，爰參考持有銀行股份 5%之股東須申
報之作法，增列一欄。
Q11： 實務上有些銀行(前十大)股東為海外基金或主權基金
(按例如「花旗託管元大證券（香港）－寶來香港客戶
」、「花旗託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是否需要申
報實質受益人?
A11：此等基金，依其性質為信託帳戶，或是國外的公司型
基金等，適用第 2 項之規定申報。

Q12： 金管會 108 年 10 月 1 日發布修正「證交法第 43 條之
1 第 1 項取得股份申報辦法」，有關持股超過 10%須申
報，其申報方式，從原本的登報紙，改為在公開資訊觀
測站上公告。本項大股東之申報，是否向單一窗口申報
?申報之資料是否保密?
A12：
一、 現行持有金控及銀行股份之同一人同一關係人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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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超過 5%者，係以紙本方式申報，與證交法規範
部分不同，並非透過單一申報窗口申報。
二、 本次申報目的僅限於主管機關監理上之需要，並不
公開，而予以保密：
(一)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締等
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理、檢 (調) 查、取
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
成困難或妨害者。
(二) 依上述規定，本申報資料係為監理上需要之申報，
與揭露、公告目的不同，主管機關需注意資料之保
密。但參考公司法第 22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之意旨，
不影響司法、檢調機關之調閱權。
三、 至於若符合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第 22 條之 2、第 25
條及第 43 條之 1)及銀行法第 25 條第 6 項、金控法
第 16 條第 5 項所訂持股 10%以上等應辦理申報及公
告者，依該等規定辦理。
Q13： 本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3 項有關免將法人或團體背後之
實質受益人或最終控制權人併列入申報之規定，其中第
2 款「我國公營事業機構」之定義為何？
A13：得參考「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
範本及相關規定問答集─金融機構篇」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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