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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歐臺跨越萬口大關		IB可望從事外盤交易

跨過開放IB從事國外期貨門檻

今年8月本公會向主管機關建議當IB從事歐臺期、歐臺

選全市場交易量達到1萬口時，開放IB可從事國外期貨交

易，兩個多月來在期貨商以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共同努力之

下，歐臺期、歐臺選交易量迅速增加，本公會統計，自8月1

日起至10月24日止全市場IB累計交易量已經超過上述門檻，

目前本公會已經向主管機關提出相關資料，建請主管機關考

量開放。

爭取擴大接受自營委託交易範圍

期貨自營商可從事國外期貨交易種類已在今年4月放寬

為國外當地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的國外交易所期貨交易契約，

超越了目前國內期貨商可承作國外期貨交易的範圍，而發生

因期貨自營商無法順暢進行交易之情形。為了維護期貨自營

商交易便利性及安全性，並保障自營商的權益，本公會已建

請主管機關同意開放期貨商及其第三地子公司得接受期貨自

營商之委託，從事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5條公告以外的

國外期貨交易之種類及交易所。

爭取可以投資大陸風險管理子公司

期貨業對大陸公司的投資或參股

仍有很大的期待。大陸方面在今年8月

份公布「期貨公司設立子公司開展以

風險管理服務為主的業務試點工作指

引」修訂內容，修訂後的「指引」明

訂風險管理公司業務類型，並增加了

「做市業務」(即我國的造市業務)，由

於國內自營業者在造市業務已具備多

年經驗，此次開放無疑是國內業者參

與大陸市場新契機。因此，本公會除了以書面方式向大陸方

面確認風險管理子公司有無境內外公司參股之限制規定以

外，也已建請主管機關同意期貨商或其子公司參股大陸期貨

公司之風險管理子公司或同意開放期貨商轉投資之資訊子公

司參股大陸期貨公司之風險管理子公司。

期貨藉槓桿交易商跨足財富管理

目前相關法令已經開放專營期貨自營商可以申設槓桿交

易商，期貨業者將可以藉由設計商品槓桿保證金契約商品銷

售給交易相對人，跨足財富管理領域。本公會現正針對槓桿

保證金契約的特色商品以及通路銷售推廣方式等事項進行研

議，做為將來業者推動本項業務的參考。

公 告 訊 息

事業業務費公告

公告單位 日期及文號 公告內容簡述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103年10月21日中期商字第1030004707號函
本公會自103年10月6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免收臺灣期貨交易所
上市之ETF期貨之事業業務費。

法規函令公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對防制洗錢作業之檢查工作重點

本公會於103年10月1日發文轉知全體會員公司，有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對防制洗錢作業之檢查工作重點

為針對媒體報導之特殊重大案件，應特別注意涉案人是否為

自身客戶，及加強可疑交易報告之申報。並請各公司於本

(103)年底前，應確實依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證

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及本公會

最新修正之相關範本，完成相關內部規範檢討與修正（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103年9月24日證期（發）

字第1030037571號函辦理）。                       （張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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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推 廣

個股期貨策略教學-價差交易

相關性高
相關性係指基本面，例如兩家公司在同產業，或屬上下

游關係，再依營運狀況及技術面抉擇強弱勢股，從而進行買
強空弱的價差交易策略。策略執行同時要注意交易金額中立
的原則，意即兩個股價差異不能太大，否則可能呈現看法與
策略成功，但結果卻是虧損。例：右圖是某產業排名第一、
第二的股價比例日線圖，過去經驗股價比例約在1.2到0.8之
間，所以多空口數可用1比1的比例於其間操作。
相關性低

有時候某些因素發生會讓相關性低的產業發生連動性，
例如塑化業與運輸業相關性較並不高，但是因為近期國際原
油報價大跌，塑化股受其影響股價呈現弱勢，相對的航運股
股價卻因航油成本下降為之轉強。右圖為運輸類股指數對塑
化類股的指數比例走勢。因此這時也可買進運輸類股，賣出
塑化類股做個股期貨的價差操作。

（華南期貨分析師林伯謙）

活 動 報 導

「個人資料保護-從人資觀點談經手個資之維護與管
理」說明會重點摘要

自 99 年起本公會每年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導說

明會，並規劃不同主題，以利業者與從業人員遵循，包括條

文闡釋、實作模擬，法務、資訊及資通安全等面向。而會員

之人力資源部門（人事單位）因職務所需，往往是公司負責

人及從業人員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最為廣泛與頻繁

者，故今年度要談談人資經手個資之維護與管理。

本次說明會特別邀請國巨法律事務所朱瑞陽律師擔任主

講人，從個資案例解析加以說明個資法相關規定、違反個資法

時之法律責任、依個資生命歷程說明人事管理常見之個資議題

及人事作業如何因應個資法，以期相關從業人員於執行職務時

對個資辦理事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降低觸法的風險。

謹就公司人事管理作業常見涉及個資之問題及處理方式

彙整如下，供讀者參考。

個資生命循環歷程可能發生之作業疏失

一、個資之蒐集

1. 未依法向當事人進行告知。

2. 未保存業盡告知之證據。

3. 告知事項不符合嗣後之利用需求。

二、個資之處理

1. 對於個資文件未採取安全維護措施。

2. 未建立資安稽核、事故通報或委外監督等標準作業程

序。

三、個資之利用

1. 未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及其他事由，逕自提供其個資予

第三人。

2. 受理當事人權利行使未確實核對身分。

四、個資之刪除
1. 未考量依相關法規所負保存義務之期間，即刪除個

資。

2. 未確實銷毀，致回收或報廢之硬體或文件仍留有個

資。

人事管理作業所涉個資議題

一、招募：

●招募時得否要求應徵者先進行心理測驗？得否要求提

供良民證？履歷表應保存多久？

1. 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私資料，應尊重當事

人之權益，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

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

合理之關聯。

2. 公司若基於特定目的需求，建議仍是經告知後由員

工自願同意提供為宜。

3. 公司若有蒐集特定職別員工之信用或犯罪紀錄時，

應視該人員職位與特定目的間是否具有合理關聯

性。

●應徵者若未獲錄取，是否可以向公司人事部門請求返

還原先投遞之履歷原本？

1. 依一般社會通念，應有將履歷檔案交付占有並移轉

所有權予公司。

2. 目前個資法第10條及第11條第3項規定，就條文文

義上並未賦予當事人請求返還個人資料載體之權

利。

二、聘僱：

●錄取後得否要求員工提供健康檢查報告？得否蒐集員

工家庭關係圖或緊急聯絡人？

1. 依法律規定且為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得為蒐集並

免為告知。

2. 公司若係基於「人事管理」之特定目的而蒐集，尚

無違反個資法之規定。

三、考核與其他人事管理：

●員工申請育嬰假或子女獎學金等補助時檢附資料應如

何處理？辦理團體旅遊或與外部機構合作教育訓練課

程須提供員工個資時，應如何處理？

應與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並經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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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離職：

●員工交接清單是否完整？依員工職務內容有無競業禁

止考量？員工辦妥離職程序後帳號密碼存取權限是否

併同關閉？

 建議建立內控程序，並配合系統管理機制，以避免客

戶資料外洩或遭不當利用，如：要求員工須簽訂保密

同意書、員工辦理離職時，通知資安主管關閉其系統

查詢權限。

●員工得否請求刪除其人事檔案？

 一般公司是否應員工要求即應刪除員工資料，宜視保

有員工資料之特定目的是否消失，亦即員工個人資料

檔案是否尚於法定保存期間，或其資料為公司執行業

務所必要。

相關部門因應個資法之注意事項

一、人事部門

1. 是否於聘僱契約以加註告知條款以便後續利用。

2. 蒐集員工良民證、履歷或自費健檢項目報告是否經其

書面同意。

3. 是否提供員工更新維護其個人檔案的管道。

4. 保存各類員工個人檔案是否合於法定保存期間。

二、稽核部門

1. 有無採取適當文件管理措施。

2. 是否建立個資風險評估機制。

三、資訊部門

1. 是否建立內部存取權限控管。

2. 資訊系統有無保存必要之軌跡資料與使用紀錄。

3. 確認設備安全與資安防護。

4. 建立事故應變及通報機制。

四、法務部門

1. 擬定內部個資管理作業程序。

2. 增訂相關契約條款，強化個資風險控管與分散。

（莫璧君）

第 ４ 屆 理 監 事 第 ９ 次 聯 席 會

本次會議重要報告事項

※	 有關大陸期貨風險管理子公司之發展案。
大陸中國期貨業協會已於本（103）年8月26日公

布「期貨公司設立子公司開展以風險管理服務為主的業
務試點工作指引」修訂內容，明訂風險管理公司業務類
型，並增加「做市業務」（即造市者），與大幅簡化試
點備案工作程序，及對於業務行為管理方面有更進一步
的規範，另對大陸期貨商在達控制能力下轉投資設立風
險管理子公司不以一家為限，且境內外參股之公司亦無
限制條款。
另第4屆兩岸事務委員會第5次會議討論決議：
一、請公會以書面方式向大陸方面確認風險管理子公司

有無境內外公司參股之限制規定。
二、建請主管機關同意期貨商或其子公司參股大陸期貨

公司之風險管理子公司或同意開放期貨商轉投資之
資訊子公司參股大陸期貨公司之風險管理子公司。

三、提醒各會員公司有關防火牆設計、兩岸租稅協議與
控制權、百分之百持股及專業技術轉移等細節，均
為未來參與大陸期貨風險管理子公司之考量範圍。

本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

※	 通過建議開放證券商得擔任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從事
期貨交易之代理人案。

為降低外資負擔之成本，提高外資進入臺灣市場投
資證券及從事期貨交易之意願及便利性，富邦期貨建議
開放證券商得擔任外資從事期貨交易之代理人，讓證券
商可同時擔任外資投資證券及從事期貨交易之代理人。

※	 通過修正本公會「期貨商受理電話辦理保證金提領
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作業辦法）
案。

為配合本公會建請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修
正期貨商委任期貨交易輔助人受理交易人以電話方式申
請提領保證金應辦理事項，除現行應設置以電話密碼驗
證身分之電話系統外，增加以「專人接聽」方式確定申
請者為持有該出金帳戶本人之方式辦理，爰修正本作業
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本作業辦法名稱為「期貨商暨期貨交易輔助人

受理電話辦理保證金提領防範配套措施作業辦法」

及酌修部分文字內容。
二、於條文修正對照表之說明欄中敘明期貨商暨期貨交

易輔助人於採用簡訊方式辦理前，須於客戶來電申
請出金時，告知客戶將改採簡訊通知。若客戶表示
希望以電話通知時，則採電話通知方式辦理。上述
告知內容應保存錄音紀錄至少2年。

三、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標
準規範：新增或變更約定轉帳存入保證金之委託人
本人存款帳戶，應親持身分證明文件及開戶資料變
更證明文件辦理並當場簽名或蓋章，爰刪除本作業
辦法第六條條文（非本人親赴公司辦理之方式）。

※	 通過本公會「期貨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下稱本標準）增定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
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相關處理作業規定案。

主要修正條文說明如下：於本標準第7條至第11
條，新增期貨信託事業計算期貨信託基金之淨資產價值
發生偏差而需調整之相關作業規定；並參酌盧森堡金融
監督委員會（CSSF）2002年11月27日第02/77號公告
對各類型基金淨值可容忍偏差率之規定範圍，於本標準
第8條訂定各類型期貨信託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
準。

※	 通過建請主管機關放寬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至第�款之交
易，所收取與支付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合計佔該期貨
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案。

目前全球期貨市場多數商品保證金都處於長期低水
位，期貨槓桿（投資市值/保證金）約為20倍，期貨信
託基金使用保證金5%，實際上投資市值已達（甚至大
於）基金淨資產價值100%。以量化方式進行投資之主
動型期貨信託基金，於量化策略運行期間可能出現多個
策略同時空手（無交易訊號）之狀況，導致保證金短時
間低於5%，為不干擾量化策略運作，建議保證金以平
均值（近五個營業日）概念進行規範，提升投資彈性。

※	 通過期貨交易所於10�年10月6日上市之ETF期貨之
事業業務費收取案。

本公會為協助推廣期貨交易所103年10月6日上市
之ETF期貨，擬循往例，自上市日103年10月6日起至
103年12月31日止，免收事業業務費。

議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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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本公會9月事業業務費收費標準案。
經評估1~8月之結餘與9至12月之支出情形，擬自9

月份起減收事業業務費。由於第4季之交易量尚無法預
估，基於穩健原則及參考101、102年度之減收經驗，
建議9月份事業業務費以8折計收。

※	 通過臨時動議：建請主管機關同意開放期貨商及其
第三地子公司接受期貨自營商之委託，從事主管機
關依期貨交易法第5條公告以外之國外期貨交易之
種類及交易所案。
一、期貨自營商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範圍，已於103

年4月2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08796號函放寬為當

地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國外交易所期貨交易契約。
本案放寬期貨自營商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範圍後，
已超越過去國內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範
圍，發生因國內期貨商無法接受部份期貨交易之委
託導致期貨自營商無法順暢交易之情形。

二、為維護期貨自營商交易便利性及安全性，保障其權
益，建請主管機關同意開放期貨商及其第三地子公
司得接受期貨自營商之委託，從事主管機關依期貨
交易法第5條公告以外之國外期貨交易之種類及交
易所。                                          （杜月明）

○○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該公司）前受雇人蕭○
○（以下稱蕭員），擔任該公司受託買賣業務員期間，有未
經核准接受其他期貨公司交易人全權委託從事期貨交易之
情事，違反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第2項有
關期貨商業務員不得有期貨商管理規則第55條第16款「未
經核准接受全權委託代為決定種類、數量、價格之期貨交
易」之規定，該公司未盡監督之責，未符合其內部控制制度
「CA-21230業務員管理」所訂，業務員不得有期貨商管理
規則第55條及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6條所禁止
行為之規定，核違反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2項之規定。

另該公司核准蕭員以資料製作為由，申請於盤中攜帶個
人筆記型電腦進入營業櫃檯，而蕭員於盤中在該公司營業櫃
檯使用該筆記型電腦連接外部網路，從事上開全權委託期貨
交易，該公司未符合其內部控制制度「CA-21850期貨商受
託買賣業務員於營業處所使用行動通訊設備」所訂，業務員
不得於盤中在營業櫃檯連接外部網路之規定，核違反期貨商
管理規則第2條第2項之規定。

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該
公司處新臺幣12萬元罰鍰；另依期貨交易法第101條第1項
規定，命令該公司停止蕭員6個月期貨經紀業務之執行。

（杜月明）

懲 處 案 例 報 導

違規類型：違反期貨商管理規則第�條第�項之規
定：「期貨商業務之經營，應依法令、章程及前項
內部控制制度為之。」

好 康 搶 鮮 報

本公會10�年11月份在職訓練開班表

班別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進階(一) 台北 (11/17~11/21)。 1

進階(二) 台北 (11/10~11/13)、台中 (11/1~11/2)。 2

進階(三) 台北 (11/3~11/5)。 1

進階(四)
台北 (11/7~11/8、11/26~11/28)、

新竹 (11/21~11/22)。
3

進階(五)
台北 (11/6~11/7、11/24~11/25)、

台南 (11/1)、高雄 (11/22)。
4

資深班
台北 (11/3~11/4、11/22)、台中 (11/8)、

彰化 (11/8)、高雄 (11/1)。
5

期貨顧問 台北 (11/1)。 1

內稽講習 台北 (11/13~11/14)、台南 (11/8)。 2

合                        計 19

課程相關訊息，請洽本公會推廣訓練組華先生(#865) / 許小姐(#860)，或上
本公會官網查詢。

國 際 期 市 動 態

非大陸地區：

交易所、期貨業者動態
(一) CME全球縮減5%勞動力

CME集團計劃全球縮減5%勞動力、大約估計解僱

150位員工，以降低資訊作業成本，主要解僱人員大多

數在總公司，CME婉拒提供細節有關裁員後將樽節公司

多少成本。裁員消息於103年10月14日公告後，CME股

價上漲0.8%到每股79.65美元。(Reuters)

(二) ICE花費$3.5億美元購買SuperDerivatives

I C E 共 計 支 出 $ 3 . 5 億 美 元 完 成 併 購 S u p e r 

Derivatives，Super Derivatives提供風險管理分析系

統、金融市場資料，以及評價等服務。ICE Jeffrey 

C .  Sp reche r董事長兼任執行長表示：「透過併購

SuperDerivatives-擁有強大金融市場資料根基下，將更

有利於ICE提昇對客戶提供資料、技術及結算等之服

務」。(FTSE Global Markets)

大陸地區：

一、交易所動態
(一)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與2家交易所簽署合作協議及

備忘錄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9月24日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簽署《期貨行情信息互換合作協議》，9月25日與巴西

證券期貨交易所簽署諒解備忘錄。

(二)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10月27日結算時起實行單向大

邊保證金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10月17日發佈修訂後《中國金

融期貨交易所結算細則》和《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風險

控制管理辦法》，引入單向大邊保證金制度，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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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比較表

103年8月交易量 103年9月交易量 103年9月成長率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月 
交 
易 
量

期貨 9,634,218 1,049,081 9,700,744 1,209,690 0.69% 15.31%

選擇權 28,198,550 9,361 31,399,978 20,225 11.35% 116.06%

小計 37,832,768 1,058,442 41,100,722 1,229,915 8.64% 16.20%

日 
均 
量

期貨  458,772 8,347  461,940 9,408 0.69% 12.72%

選擇權  1,342,788  75  1,495,237  159 11.35% 112.36%

小計  1,801,560  8,421  1,957,177  9,567 8.64% 13.60%

10�年9月國外市場成交量統計表						單位：口

美國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其他 英國 合計

月 
交 
易 
量

期貨 564,877 493,262 45,243 25,893 68,657 11,758 1,209,690 

選擇權 13,375 102 1,383 0 5,065 300 20,225 

小計 578,252 493,364 46,626 25,893 73,722 12,058 1,229,915 

百 
分 
比

期貨 46.70% 40.78% 3.74% 2.14% 5.68% 0.97% 100.00%

選擇權 66.13% 0.50% 6.84% 0.00% 25.04% 1.48% 100.00%

小計 47.02% 40.11% 3.79% 2.11% 5.99% 0.98% 100.00%

市 場 訊 息

																	10�年10月份國內市場成交量統計表                                                         單位：口

排名 商品別 103年9月成交量 103年10月成交量 103年10月百分比 103年10月成長率

1 TXO臺指選擇權 31,250,958 35,175,128 75.28% 12.56%

2 TX臺股期貨 4,717,924 5,690,196 12.18% 20.61%

3 MTX小型臺指期貨 2,575,792 3,174,732 6.79% 23.25%

4 股票期貨 1,879,722 1,944,982 4.16% 3.47%

5 TE電子期貨 271,044 282,436 0.60% 4.20%

6 TF金融期貨 225,890 225,832 0.48% -0.03%

7 TFO金融指數選擇權 80,832 112,170 0.24% 38.77%

8 TEO電子指數選擇權 44,484 53,154 0.11% 19.49%

9 XIF非金電期貨 23,050 27,614 0.06% 19.80%

10 個股選擇權 17,564 22,846 0.05% 30.07%

11 TGO臺幣黃金期貨選擇權 5,866 7,926 0.02% 35.12%

12 TGF臺幣黃金期貨 6,464 7,162 0.02% 10.80%

13 GTF櫃買期貨 828 742 0.00% -10.39%

14 XIO非金電選擇權 274 84 0.00% -69.34%

15 T5F臺灣50期貨 30 24 0.00% -2.19%

16 GTO櫃買選擇權 0 0 0.00% 0.00%

17 GDF黃金期貨 0 0 0.00% 0.00%

18 GBF十年期公債期貨 0 0 0.00% 0.00%

合                          計 41,100,722 46,725,028 100.00% 13.68%

兩個方面：一是對同一客戶帳號在同一期貨商的同一期

貨契約之買賣部位，交易所可只按照保證金金額較大的

一邊收取保證金；二是對於實物交割合約，在交割月份

的前一個交易日收盤後，交易所仍按照買賣部位收取交

易保證金，以防範實物交割風險。新規於10月27日結算

時起正式實施。

(三) 外匯期貨「破繭」指日可待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表示將於10月29日開展歐元兌

美元、澳元兌美元期貨仿真交易。意味繼股票指數期貨

(滬深300指數期貨)、利率期貨(5年期國債期貨)後的第

三條產品線。

二、其他
(一) 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深入交流合作推進原油期市

建設

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10月13日與新加坡星展銀

行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定；10月20日與迪拜商品交易

所(DME)簽署加強合作、促進原油期貨發展的諒解備忘

錄。

(二) 新加坡人民幣期貨出爐 可對沖人民幣匯率波動

新加坡交易所（SGX）10月20日正式推出人民幣期

貨合約交易。

(三) 券商默認滬港通10月27日開通、LME計畫在香港推

出期貨合約

首批獲港股通業務資格內地券商雖尚未接到正式上

線日期，但10月17日已啟動預約開戶，皆按10月27日

開通的節奏作準備。另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表

示，如滬港通在近期推出且進展順利，這模式可以複製

到大宗商品領域，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可在香

港推出商品期貨合約。

(四) 上海自貿區商品交易平台「落地」提速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大宗商品現貨市場

交易管理規則（試行）（草案）》於10月20日發佈，向

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規劃中的8個國際交易平台有望加

快建立。

（沈素吟、姜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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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員人數統計表

業         別
103年9月

人數
103年10月

人數
103年10月

比重
103年10月

成長率

專營期貨經紀業務 1,420 1,413 5.38% -0.49%

兼營期貨經紀業務 2,897 2,887 11.00% -0.35%

期貨交易輔助人 19,382 19,349 73.72% -0.17%

期貨自營業務 811 820 3.12% 1.11%

期貨顧問業務 1,044 1,041 3.97% -0.29%

期貨經理業務 125 124 0.47% -0.80%

期貨信託業務 578 613 2.34% 6.06%

合  計 26,257 26,247 100.00% -0.04%

宣傳資料及廣告物申報件數統計表

業         別
103年9月

件數
103年10月

件數
103年10月

比重
103年10月

成長率

專營期貨經紀業務 52 46 44% -12%

兼營期貨經紀業務 0 1 1% 0%

期貨交易輔助人 4 9 9% 125%

期貨顧問事業 44 41 39% -7%

期貨經理事業 1 2 2% 100%

期貨信託事業 5 5 5% 0%

合       計 106 104 100% -2%

現有會員統計資料

業         別

會員公司 營業據點

103年9月
家數

103年10月
家數

103年10月
比重

103年10月
成長率

103年9月
點數

103年10月
點數

103年10月
比重

103年10月
成長率

專營期貨經紀業務 17 17 10.00% 0.00% 36 36 2.19% 0.00%

兼營期貨經紀業務 20 20 11.76% 0.00% 273 273 16.61% 0.00%

期貨交易輔助人 50 49 28.82% -2.00% 1,220 1,219 74.15% -0.08%

期貨自營業務 32 32 18.82% 0.00% 32 32 1.95% 0.00%

期貨顧問業務 32 32 18.82% 0.00% 50 50 3.04% 0.00%

期貨經理業務 9 9 5.29% 0.00% 12 12 0.73% 0.00%

期貨信託業務 9 9 5.29% 0.00% 22 22 1.34% 0.00%

贊助會員 2 2 1.18% 0.00%  -    -    -    -   

    合       計 171 170 100.00% -0.58%  1,645  1,644 100.00% -0.06%

Q：	 建議Eurex/TAIFEX	Link商品到期交割部位轉入時，期貨商應將交易人保證金、權利金不足部位退回歐交所之
規定應予檢討改進，且交易人需支付保證金不足被退回部位之處理費用規定不合理，交易人於下單時，期貨
商已依規定收取足額保證金，商品設計者的思考角度未站在客戶角度著想，且易造成營業員為避免與客戶發
生糾紛而不願意去推廣。

A： 本公會已建請期交所取消拒絕部位轉入之規定，建議到期轉入部位併計入交易人國內部位，由期貨商進行相關交易及風

險控管措施，可簡化拒絕部位移轉歐洲期貨交易所之結算機構處理代為沖銷之作業程序，亦可避免由歐洲期貨交易所之

結算機構進行部位處理之利得或損失歸屬爭議，交易人亦無需支付部位處理費用，期交所目前已在研議中。

問 題 小 幫 手

10�年10月份會員公司異動表

異動原因 公司名稱

退會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會 務 訊 息

10�年10月份董事長、總經理異動表

職稱 公司名稱 就任者

董事長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一豐

董事長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許道義

董事長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光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