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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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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問題－試論金融控股公司之功能與侷限 中文摘要 金融

活動，相較於其他社會活動，一直受到政府相當嚴密且高程度之管制。近

數十年來，金融產業醞釀訴求金融之自由化，並要求政府解除管制，跨業

限制之解除亦是。本文首先說明性質上屬資金融通之社會與經濟活動之定

位與基本內容，再就四大類金融跨業模式、即直接經營、金融控股公司、

轉投資及策略聯盟，整理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優處，並佐以反對之論述與

評析。本文並嘗試評論普世價值觀中所謂大即是美之迷思。 本文第三章係

分別以美國、德國與英國為例，說明各該國家金融跨業之歷史背景、金融

市場環境架構與其特殊之立法例。本文第四章則說明金融控股公司之定義

與其特殊之控制性持股概念，並與公司法關係企業章之控制從屬關係進行

概念性與制度性之比較與檢討。此章亦說明與討論金融控股公司於學理上

之分類，並就金融控股公司與其他相類似概念作比較研究。 我國於民國九

十年通過金融控股公司法，繼直接經營、轉投資與策略聯盟後，再納入金

融控股公司作為金融產業跨業經營之選擇。本文第五章除概述我國金融產

業之現況，探討重點則在各類金融產業於我國就跨業經營選擇相關規範之

說明討論，發現銀行業係各類金融產業於國內跨業經營之大贏家，享有選

擇最多，跨足業務最多之待遇，並試圖檢驗其中原因與問題。 基於我國金

融政策、主管機關立場，業界及學說等意見，我國金融問題主要有三：金

融機構家數太多、金融機構經營不善與國際競爭力不足。金融控股公司法

之通過，係我國政府設定「股權集中化、組織大型化、經營多角化、監理

透明化」為金融發展趨勢，並企圖以金融整併解決我國金融問題。本文第



六章歸納各學科見解有關我國三大金融問題之理由，佐以反對論述之根據

及分析，最後得出金融控股公司並無法解決上開我國金融問題之結論。另

全球化與自由化往往成為主張解除金融管制者不可或缺之理由，本文亦試

圖提供全球化與自由化之反對論點再探金融控股公司。 金融機構於傳統定

位上雖往往認為其與一般企業不同，然就其組織型態與營運模式以觀，金

融機構與一般企業相當，皆具有營利性之本質。是以，金融機構營運決策

係以追求最大經濟價值利益為最高行為指導原則。為解決我國金融問題，

我國政府祭出租稅優惠與連結稅制之大餅，以鼓勵金融產業整併。本文最

末章、即第七章，係試圖以憲法相關原則討論分析此等稅制優惠措施於合

憲性之問題，並再討論公平交易法上之相關疑義，用以檢驗金融控股公司

體制所帶來的新問題。  

摘

要

(

英

) 

 

論

文

目

次 

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問題－試論金融控股公司之功能與侷限 論文目次 第一

章 續論…………………………………………………………………….1 第

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

的....................................................................................................... 1 第二節 研究

範圍……………………………………………………………………………2 第

三節 研究方

法……………………………………………………………………………2 第四

節 架構安

排……………………………………………………………………………2 第二

章 金融體系之理論架構初論……………………………………………..5 第

一節 前

言…………………………………………………………………………………5 

第二節 金融活

動……………………………………………………………………………8 第三

節 金融市

場……………………………………………………………………………9 第四

節 金融機構及其經營之產品與服

務…………………………………………………10 第一項 銀

行…………………………………………………………………………….12 第

二項 證

券…………………………………………………………………………….13 第

三項 保

險…………………………………………………………………………….14 第

四項 其他金融活動（產品及服

務）……………………………………………….15 第五節 金融機構之跨業

經營………………………………………………………………16 第一項 跨

業經營之類型………………………………………………………………16 第



一款 綜合銀行…………………………………………………………………17 

第二款 金融控股公

司……………………………………………………………18 第三款 轉投

資……………………………………………………………………19 第四款 

策略聯盟…………………………………………………………………19 第二

項 跨業經營之優勢及可能之謬

誤………………………………………………21 第六節 小

結………………………………………………………………………………....24 

第三章 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國立法

例…………………………………………..26 第一節 美國法

制…………………………………………………………………………....26 第

一項 自跨業至分業經營之歷史沿

革……………………………………………....26 第二項 銀行控股公

司………………………………………………………………....29 第三項 金

融控股公司………………………………………………………………....33 第

四項 金融子公

司………………………………………………………………........36 第五項 直

接經營……………………………………………………………….............36 第

六項 自美國歷史看跨業與分

業………………………………………………….....37 第二節 德國法

制…………………………………………………………………………....42 第

三節 英國法

制…………………………………………………………………………....46 第

四節 小

結………………………………………………………………………………....51 

第四章 金融控股公司之理論體

系……………………………………………..53 第一節 金融控股公司之定

義………………………………………………………………53 第二節 控制

性持股…………………………………………………………………………56 

第三節 金融控股公司之類

型………………………………………………………………57 第一項 純粹

控股公司與營業控股公司………………………………………………58 第二

項 完全控股公司與部分控股公

司………………………………………………59 第三項 單一控股公司與複

數控股公司………………………………………………60 第四項 基本型控

股公司與中間型控股公司…………………………………………60 第五項 

強制設立控股公司與任意設立控股公司……………………………………61 

第四節 金融控股公司與其他概念之比

較…………………………………………………62 第一項 金融控股公司與

普通控股公司………………………………………………62 第二項 金融控

股公司與投資控股公司………………………………………………63 第三項 

金融控股公司與關係企業……………………………………………………64 

第五節 金融控股公司設立之利

弊…………………………………………………………65 第一項 金融控股



公司體制之利………………………………………………………66 第二項 

金融控股公司體制之弊………………………………………………………67 

第五章 我國金融跨業之規範－兼論金融控股公

司…………………………..70 第一節 我國金融產業概

況…………………………………………………………………70 第二節 我

國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類型……………………………………………………71 

第一項 直接經

營………………………………………………………………………72 第二項 

轉投資…………………………………………………………………………74 

第三節 金融控股公司之立法定

義…………………………………………………………76 第四節 金融控股

公司之組織架構…………………………………………………………78 第五

節 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與組織調

整…………………………………………………80 第一項 金融控股公司之設

立………………………………………………………….80 第二項 金融控股公

司之組織調整機制……………………………………………….85 第六節 金

融控股公司可經營之業務………………………………………………………86 

第七節 小

結…………………………………………………………………………………88 

第六章 金融控股公司之跨業模式是否可解決我國金融問

題………………..90 第一節 金融機構家數過多之問

題…………………………………………………………90 第二節 金融機構

經營不善之問題…………………………………………………………94 第三

節 國際競爭力不足之問

題……………………………………………………………97 第四節 金融控

股公司制度與我國金融問題之關係………………………………………99 第

一項 金融控股公司無法解決我國金融問

題………………………………………99 第二項 自全球化與自由化看金融

控股公司………………………………..……...100 第七章 金融控股公司所帶

來之新問題（暫定）……………………………104 第一節 金融機構之營利

性本質………………………………………………………….104 第二節 租稅

優惠部分…………………………………………………………………….105 第

一項 金融控股公司體制之租稅優

惠………………………………………….....107 第一款 租稅減免部

分………………………………………………...……….108 第二款 連結稅制

部分………………………………………………...……….108 第二項 金融控

股公司租稅優惠之正當合理性判斷…………………………….....109 第一款 

未符合公共利益……………………………………………...……..109 第二款 

平等原則…………………………………………………………….111 第三款 

比例原則…………………………………………………………….114 第三項 

小結………………………………………………………………………….116 第

三節 競爭法部

分……………………………………………………………………….116 第一項 

設立及整併時之競爭法規範………………………………………………..116 



第二項 營業時之競爭法規

範………………………………………………………..119 第三項 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審酌結合案件之職掌與獨立性……………………….120 第四節 小

結（代結論）………………………………………………………………… 123  

參

考

文

獻 

金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問題－試論金融控股公司之功能與侷限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文獻 （一） 期刊 1. 王文宇，「普通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之規

範」，月旦法學雜誌，第七十九期，民國九十年十二月。 2. 王文宇，「金

融控股公司法之評析」，月旦法學教室，民國九十年十月，第七十七期，

頁一九四。 3. 王文宇，「我國銀行兼營證券業務法制之研究」，經社法制

論叢，八十八年七月，第二十四期，頁一二七。 4. 王志誠，「金融控股公

司之經營規範與監理機制」，政大法學評論，八十九年十二月，第六十四

期，頁一五三。 5. 王煦棋，「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評析」，台灣金融

財務季刊，民國九十二年九月，第四輯第三期，頁一二五。 6. 沈中華、王

健安，「是『粗心放款者』，還是『壞的借款者』使銀行經營績效低

落？」，台灣金融財務季刊，九十一年三月，第三輯第一期，頁一四一。 

7. 沈中華，「金控公司的銀行與獨立銀行 CAMEL 比較：1997~1998」，台

灣金融財務季刊，第三輯第二期，民國九十一年六月，頁七十三。 8. 李榮

謙，「我國金融整合的發展及其衍生的政策議題」，華信金融季刊，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第十八期，頁四十七。 9. 李智仁，「試論金融控股公司之

監理問題」，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十七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三年三月，

頁一七七。 10. 何啟銘，林翠蓉，「銀行整合壽險與證券業務之模擬分

析」，台灣金融財務季刊，民國九十一年三月，第三輯第一期，頁一一

七。 11. 何國華、陳駿，「外匯交易結算風險治理研究」，中國貨幣網專題

視角，第二十二期，二００四年七月十二日，瀏覽日期為民國九十四年一

月三日，網址為： 

http://www.chinamoney.com.cn/content/zhuanti/shizhounian/waihuishichang/200407/1

19Y14JN053498.htm。 12. 吳元曜，「金融控股公司之租稅優惠及相關問

題」，全國律師，民國九十三年七月，頁六七。 13. 吳顯宗，「金融控股公

司與綜合銀行制度之研究」，財稅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四期，民國八十六

年七月，頁一八六。 14. 吳念魯，「金融危機及其防範」，國際金融研究，

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15. 邱秋芳，「創設完全控股公司的股份轉換制度－我

國與日本制度之比較」，證交資料，民國九十一年九月，頁二。 16. 邱芳

烈，「??模??与范???的角度看??集?的成功之路」，人民网，??日期二００

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网址：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79/11591/1044813.html。 17. 林正牧，「歐美

金融革新與金融控股公司之迷思」，台灣經濟研究月刊，九十年七月，第

二十四卷第七期，頁十三。 18. 林黎華，「一人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為探

討重心」，財稅研究，民國九十二年五月，第三十五卷第三期，頁八十

二。 19. 周行一，「我國投資銀行之困境及發展」，證券暨期貨月刊，第二

十二卷第二期，民國九十三年二月，頁四。 20. 施燕、陳一端，「從多元化

金融體系之發展看企業籌資與家庭理財方式的轉變」，中央銀行季刊，第

二十五卷第四期，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頁二十三。 21. 陳春山，「我國推

動金融改革及金融控股公司法之成功要素」，台灣經濟金融月刊，民國九

十年九月，頁十二。 22. 陳溢茂，「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台灣金融經濟



月刊，第四十卷第三期，民國九十三年三月，頁四十七。 23. 崔??，

「分????是混???－?中?商??行??制度的探?」，???家网站，二００三年八月

二十二日，??日期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网址：

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492。 24. 郭湘吟，「金融控股公

司合併消息宣告效果之研究」，貨幣觀測及信用評等，民國九十二年五

月，頁六十五。 25. 傅清萍，「金融控股公司之研究」，台灣經濟研究月

刊，民國九十年十月，第二十四卷第十期，頁七十五。 26. 張馥羽，「公司

分割制度及修正芻議－以金融控股公司之組織為例」，民國九十二年一

月，頁一。 27. 曾妏如，「淺論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月旦法學雜誌，

二０００年二月，第五十七期，頁一九二。 28. 彭金隆，「論我國金融控股

公司之投資與被投資事業管理」，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四輯第一期，民

國九十二年三月。 29. 游智賢，邱曣珍，賴怡洵，「銀行非傳統業務之效率

與價值」，台灣金融財務季刊，第五輯第二期，民國九十三年六月，頁七

十九。 30. 趙家樺，「本國銀行業趨勢與展望」，產業調查與技術季刊，一

三七期，民國九十年四月，瀏覽日期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五日，網址：

http://www.ctnbank.com.tw/ctb_4_4/a11.htm。 31. 潘志偉，「收益債券或可解政

府財赤」，二００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瀏覽日期二００四年十二月十三

日，網址： http://www.the-

sun.com.hk/channels/fina/20031127/20031127011224_0002.html。 32. 劉如山，

「台灣創投業之發展現況及操作實務」，瀏覽日期二００五年五月十二

日，網址：http://www.acc.ncku.edu.tw/.../93semeior/ 940413。 33. 蔣淑芬，「租

稅公平原則之探討－兼論證所稅與證交稅之課徵問題」，瀏覽日期民國九

十四年二月十二日，網址：http://www.tse.com.tw/plan/essay/446/Jaung.htm。 

34. 蕭文生，「金融監理法制化之研究－以德國法為參考」，經社法制論

叢，八十九年一月，第二十五期，頁二八。 35. 蕭長瑞，「銀行在金融市場

之地位功能」，存款保險資訊季刊，第十七卷第五期，民國九十三年九

月，頁一一三。 36. 戴銘昇，「金融控股公司法之評析－論交叉持股之禁

止」，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第五期，頁二十七。 37. 戴銘昇，「金融控股

公司的光與影（上）」，法令月刊，第五十五卷第五期，民國九十三年五

月，頁五五之五五八。 38. Alexander Tabarrok?，?云???，，「格拉斯－斯蒂

格?法案的?生？摩根和洛克菲勒?大??的教量」，一九九年十月十二日，??日

期二０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网址：

http://800.cei.gov.cn/a/showdoc.jsp?block=lhqyyj&filename=200108011145.xml&tem

plate=doc.xsl。 39. Datamontor Corporation,「西歐的銀行產業結構 Western 

European Banking Structures」簡介，Global Information In 出版，二００四年四

月，瀏覽日期二００五年一月三日，網址：

http://www.giichinese.com/chinese/dc19079_weurope_banking.html。 40. Laurence 

H. Mayer 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之演說，黃秋光、林正芳譯，「美國金

融業現代化法對金融監理的影響」，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四十七輯，民

國八十九年三月，瀏覽日期二００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網址： 

http://www.cbc.gov.tw/economic/publication/ifd-47/%B0%EA%AA%F74712.pdf。 

41. Wang, Albert，「剖析金融控股公司的三大管理支柱」，會計研究月刊，

第一九五期，頁七十一。 （二） 媒體報章 1. 人民网，二００四年第六期，

摘要夏斌所?表「金融控股公司是重要的金融?新手段」，二００四年十月七



日，??日期二００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网址：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836/11364/1026222.html。 2. 「公平貿易與

星巴克」，中國時報，九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瀏覽日期九十四年五月十

日，網址：http://blog.yam.com/SoundsandFury/archives/8166.html。 （三） 論文 

1. 李文惠，「公司治理的角度看銀行風險承擔問題之研究」，國立中山大

學財務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年，瀏覽日期民國九十四年六

月二十四日，網址：http://etd.lib.nsysu.edu.tw/ETD-db/ETD-search-

c/view_etd?URN=etd-0528102-120040。 2. 林俊銘，「金融機構跨業併購法制

建構及芻議－以商業銀行跨業併購為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民國九十年一月。 3. 陳彥竹，「控股公司之創設及其債權人保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三年一月。 4. 陳太齡，

「金融控股公司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

論文，民國九十一年七月。 5. 莊美玉，「租稅優惠作為經濟補助手段之研

究」，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元月。 6. 黃志文，

「外人直接投資租稅優惠競爭相關國際規範之探討」，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七月。 7. 常立松，「論金融控股公司架構下少數

股東、債權人及員工之保障」，國立台北大學法學系碩士論文，民國九十

二年六月。 8. 葉一青，「我國金融控股公司購併選擇策略之研究－以銀行

產業為例」，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9. 張妍婷，「台灣金融控股公司策略群組與績效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

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10. 顏雅倫，「我國結合

管制之檢討與前瞻－以金融產業之結合為例」，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民

國九十年八月。 （四） 書籍 1. 王文宇，「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初版第二刷。 2. 王文宇，「新金融

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初版一刷。 3. 王文宇主編，

「金融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三年七月初版一刷。 4. 王建?，

「租稅法」，文笙書局經售，第二十五版，民國九十年八月。 5. 石裕泰，?

文彬及?慧琳合?，「美?金融控股公司法制与??」，??法人台?金融研?院，

民?九十年八月初版。 6. 安志?，「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与??」，机械

工?出版社，二００二年九月第一版。 7. 李儀坤，「金融控股大未來」，大

樹林出版社，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初版一刷。 8. 李仲英，王廷光、楊世傑合

著，「金融 Q&A」，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二版。 9. 貝政新、???，「金融控股公司論－兼析在我國的發展」，復旦大

學出版社，二００三年九月第一版。 10. 周一鴻，楊德庸編著，「金融控股

公司法解析」，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民國九十三年五月。 11. 吳金

柱，「租稅法要論」，三民書局代銷，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修訂十三版。 12. 

林進富，「租稅法新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初

版。 13. 施正峰主編，「財經產業」，財團法人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台灣

心會出版，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初版一刷。 14. 柯芳枝，「公司法論

（下）」，三民書局，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增訂五版一刷。 15. 夏斌，「金

融控股公司研究」，中?金融出版社，二００一年九月初版。 16. 陳春山，

「證券商發展為投資銀行之展望」，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八年十

月初版二刷。 17. 陳春山，「國際金融法論－政策及法制」，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初版一刷。 18. 陳櫻琴，「公平交易法與經濟政



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民國八十九年十月。 19. 陳清秀，「植

根法學叢書－公法學系列（二）－稅法總論」，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總

經銷，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三版。 20. 曾宛如，「公司管理與資本市場法制專

論（一）」，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一版。 21. 楊偉

文，張世宏，胡浩叡合著，「金融控股公司法」，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發行，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初版。 22. 楊夢龍，「新銀行法」，五南圖書

出版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四版一刷。 23. ???，「新?行法」，五

南??出版有限公司，民?八十八年十月四版一刷。 24. 彭金隆，「金融控股公

司法制監理與經營策略」，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三年九月初

版。 25. 廖義男，「從法學上論經濟輔助之概念－經濟輔助之法律問題研究

（一）」，收錄於「企業與經濟法」，一九八０年四月初版，頁二一三。 

26. 蔡志方，「行政?三十六講」，一九九七年。 27. 張進德，「租稅法：理

論與實務」，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版一刷。 

28. 張金陽，國際金融業務之研究，華泰書局發行，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二

刷。 29. ??，「金融?混???的?展途?研究」，中?金融出版社，二００三年十

一月第一版。 30.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書」，學

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八月初版。 31. ?平等?，「金融控股公

司的?展与?管」，中信出版社，二００四年三月第一版。 32. 顧長永編輯，

「全球化與區域化：台灣的觀點」，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

年七月初版。 33. Stephen Valdez 著，陳國嘉、田美蕙、陳尚瑜譯，「全球的

金融市場」，弘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００一年十一月初版一刷。 二、 

英文文獻 （一） 期刊 1. Arthur E., Wilmarth, Doe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a Systemic Banking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published in Benton E. Gup, ed., Too-Big-To-Fai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Government Bailouts, (Quorum Book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3), visited on 29 April 2005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547383. 2. Eugene M. Katz, Securities Activities, Merchant 

Banking and Functional Regulation Under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56 

Consumer Fin. L.Q. Rep. 182 (2002). 3. Heidi Mandanis Schooner and Michael 

Taylor,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s Responses to the Regulatory Challenges of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38 Tex. Int’l L.J. 317 (2003). 4. Ingo Wallenborn, 

Competitiveness of U.S. Banks After Gramm-Leach Blile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an Regulatory Systems, 20 Ann. Rev. Banking L. 243 (2001). 5. 

J. Bradley Boericke and Michael B. Staebler, SBICs After Gramm-Leach-Bliley, 

Pepper Hamilton LLP, January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pepperlaw.com/pepper/publications_article.cfm?rid=105.0. 6. Laura. J. 

Cox, The Impact of the Citicorp-Travellers Group Merger on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Act, 23 Nova L. Rev. 899 (1999). 7. Patrick J. 

Burke, Should Banks Be Permitted To Engage In Real Estate Brokerage And 

Management Services? How The Current Debate Demonstrates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50 Clev. St. L. Rev. 103 (2003). （二） 書籍 1. 

Anthony Saunders and Ingo Walter, Univers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ould We Gain? What Could We Lo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 1994). 2. E. P. 

Ellinger, Eva Lomnicka, and Richard Hooley, Modern Banking Law, 4-5 (3rd ed. 



2002). 3. George G. Kaufman, The U.S. financial Systems: Money,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6th ed. 1995). 4. George J. Benston, Regulating Financial Markets: a 

Critique and Some Proposal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ed. 1999). 5. Germany’s 

Three-Pillar Banking System (Allan Brunner et. Al. eds., 2004). 6. Harry McVea,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And The Chinese Wall: Regulat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print 200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 1993). 7. 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2004). 8. John H. Friedland, 

Reforming The Law And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2004). 9. 

Jordi Canals, Universal Banking: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reprint 20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 1997). 10. Michael P. 

Malloy, Principles of Bank Regulation (2nd ed. 2000). 11. William A. Lovett,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aw (1984).  

論

文

頁

數 

124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異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動

記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