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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015嶄新氣象，喜氣羊羊

回顧過去一年，期貨市場在主管機關支持、臺灣期貨交
易所與期貨公會共同努力下，不論是業務、商品及市場都有
新突破。展望2015年，期貨市場將延續此股動能，期貨業者
將有更多機會能夠發光發熱、創造一番「新」局面。

業務上，臺灣期貨市場二十年來，未曾開放的IB海外期
貨，在2015年有了「新」突破，可承做範圍擴及全球各類金
融期貨、商品期貨，此舉將使全臺82家證券商及上萬名證券
從業人員航向業務新藍海，提供投資人更專業、多元的全球
投資服務。目前期貨公會正規劃於上半年展開對交易人及從
業人員的相關推廣宣導活動；另一方面，為強化國外期貨推
廣效益，期貨公會亦開始於業務員在職訓練課程中，增加介
紹國外期貨比重，以促進此項期貨市場國際化政策發展。

此外，期貨公會擬爭取比照銀行業者可銷售多種金融商
品，讓業者於證券、期貨業通路業務範圍內，不只銷售證
券、期貨相關商品，更可跨足國內外相關金融產品，提供更
多元的理財工具、資產配置策略予投資人。

商品方面，期交所去年新增上櫃
個股期貨、10月推出寶滬深、臺灣50
及FB上証三檔ETF個股期貨，配合11
月的滬港通開通，繳出亮麗成績單。
建議期交所能於今年第一季推出人民
幣期貨商品，滿足交易人及業者殷殷
期盼的需求，也建議期交所於今年度
推出國際知名個股之股票期貨，相信
對臺灣期貨市場國際能見度將再予提
升。

在提升行業整體競爭力方面，建請主管機關同意開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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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為國內業者開啟參與大陸市場的新契機。期貨公
會也將持續與期交所合作辦理系列講座，於媒體報導期貨知
識及推廣活動，強化交易人專業知識及風險管理概念。最
後，預祝所有投資人及從業人員今年都將是豐收的一年、羊
年行大運！

公 告 訊 息

法規函令公告

公告單位 日期及文號 公告內容簡述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103.12.18金管證交字
第1030049335號函令

金管會依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及同條第2項之規定，將期
貨商受託買賣臺灣期貨交易所自103年10月1日起上市之期貨交易契約，除以普通股股票為
標的之股票期貨契約或股票選擇權契約外，將應提撥保護基金之金額調整為新台幣零元。

好 康 搶 鮮 報

本公會104年1月份在職訓練開班表
班別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初階 台北 (1/5~1/9)、桃園 (1/26~1/30)、台中 (1/16~1/18)、高雄 (1/9~1/11)。 4

進階(一) 台北 (1/19~1/23)。 1

進階(二) 台北 (1/12~1/15)。 1

進階(三) 台北 (1/30~1/31)、台中 (1/9~1/10)。 2

進階(四) 台北 (1/16~1/17、1/26~1/28)、桃園 (1/6~1/8)、台中 (1/9~1/10)、高雄 (1/23~1/24)。 5

進階(五) 台北 (1/24)。 1

資深班
台北 (1/12~1/13、1/21~1/22、1/29~1/30)、新竹 (1/31)、台中 (1/24)、彰化 (1/24)、台南 (1/17)、
嘉義 (1/31)、屏東 (1/10)。

9

內稽講習 台北 (1/19~1/20)。 1

期貨信託 台中 (1/17~1/18)、高雄 (1/10~1/11) 2

期貨顧問 台中 (1/31)、高雄 (1/24) 2

合                        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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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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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推 廣

前周中關價策略

針對10月初新上市的三檔ETF期貨商品，臺灣50ETF、寶滬深ETF、以及FB上証ETF，投資者在策略性投資前，首先要了
解該期貨商品的現貨連結標的，臺灣50ETF期貨為臺灣50指數、寶滬深ETF期貨為滬深300指數、FB上証ETF期貨為上證180
指數，再來投資者要清楚商品規格、跳動點，以及熱門交易時間…等等，都是交易商品前的準備工作，因為這三檔ETF皆以
新臺幣計價，因此沒有現貨交易的匯兌風險。

基本要素備妥後，接著就觀察商品走勢而選擇交易策略。考量投資周期的長短，在這介紹一個適合中長操作週期的中
關價策略。前周中關價的概念來自於三關價的應用，公式為（前周高+前周低）/ 2，因此透過簡單的計算，投資人可將前周
中關價策略，視為多空關價點位。前周中關價的操作策略很簡單，當價格在前周中關價之上，偏多操作，而價格在前周中
關價之下，偏空操作。以臺灣50ETF期貨操作為例，2014/12/01價格跌破前周中關價，操作策略為偏空操作，後續雖有反彈
但收盤未站上前周中關價，因此反彈亦是不錯的空方進場點，或是空單加碼點。以寶滬深ETF期貨操作為例，2014/11/24以
長紅K棒站上前週中關價，操作策略轉以逢低偏多操作為主，即使後續價格有拉回修正，但未跌破前周中關價，此時是不錯
的進場作多時機。但提醒投資者，
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時，風險意識
仍為首重。

透過確認操作資金規模、了解
商品規格、價格跳動點數，以及觀
察商品的歷史波動度，制定每筆交
易可容忍損失，將可讓自已免於行
為財務學〝損失趨避〞的陷阱。而
風險意識的具體行為表現即為〝嚴
格的交易紀律〞，簡單白話的來
說，就是〝不拗單，該停損就停
損〞。交易風險的認知，是任何投
資者都該重視的議題，因為它是金
融市場生存的不二法則。

（元富期貨李勁霖）

第 ４ 屆 理 監 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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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情形。
一、有關風險管理子公司有無境內外公司參股之限制規

定及有無規定必須為證券機構或期貨機構等問題，
本公會業於10月6日以書面方式向中國期貨業協會
確認。另於今年大陸深圳期貨年會期間與中國期貨
業協會就參股風險管理子公司之條件進行瞭解如
下：

(一) 參股公司要在大陸落地。（註冊成立公司）

(二) 參股比例在49％以下。

(三) 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主。（非純自營為目的）

二、本公會尚待研議事項如下：

(一) 以現有期貨商轉投資資訊子公司架構下，向主
管機關爭取提高投資比例上限及開放參股風險
管理子公司。

(二) 檢視103年4月17日中期商字第1030001656號
函提供之「與大陸地區業務往來合作契約書範
本」內容是否有需要增訂之處。

(三) 研議上海自貿區有關風險管理子公司之相關規
定。

(四) 研議「期貨公司監督管理辦法」之境外股東與
機構參股之相關規定。

本次會議重要追認事項

※	 通過追認本公會103年10月、11月事業業務費收費

分別以�折及1折計收案。

本次會議重要決議事項

※	 通過本公會104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案。

※	 通過修正本公會「會員負責人及業務員登記事項作
業要點」、「期貨業業務員登錄作業須知」、「期
貨輸單員登記作業要點」條文案。

為簡化及節省會員公司製作工作證人力成本，擬修
改本公會相關作業要點及作業須知，爾後工作證製發對
象：除期貨顧問事業及槓桿交易商維持現行做法外，其
他業種僅針對有對外接觸客戶之業務員及輸單員發給工
作證，其他業務員之新增、異動則不發給工作證，惟仍
需於本公會管理系統辦理異動登記。

另有關本公會工作證揭露方式：由現行揭露公司名
稱及總分公司名稱，調整為僅揭露公司名稱，調整後業
務人員於同一公司不同據點且未變更工作項目時，無需
向本公會申請核發工作證，僅需於本公會管理系統辦理
異動登記。

※	 通過修正本公會「期貨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範
本」案。

依據主管機關來函指示本公會修訂「期貨信託事業
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有關「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
(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中期貨信託基金之風險等
級標示代號「R1至R5」修正為「FR1至FR5」規定。

另經本公會初步提出與證投信不同客戶分類方式研
議將客戶風險等級分類，依期貨信託基金之波動度劃分

議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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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波動承受型」、「中波動承受型」及「高波動承
受型」等三個等級，取代原定「保守」、「穩健」及
「積極」等三個等級。

※	 通過修正本公會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
易業務操作辦法及期貨經理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
規範案。

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於103年11月18日公告「業務
規則」第47條及「期貨經紀商受託契約準則」第4條修
正條文，放寬同一委任人委託同一受任人之全權委託交
易帳戶，得於同一期貨經紀商之同一營業處所開立二個
以上交易帳戶開放措施，修正本公會期貨經理事業經營
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九項及期
貨經理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	 通過本公會1�月事業業務費收費標準案。
經評估1~11月之結餘及12月之支出情形，12月事

業業務費收入擬以1折計收。

※	 通過104年度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之臺股期貨一
天期期貨契約、臺指選擇權一天期期貨契約及台
灣期貨交易所三檔ETF期貨之事業業務費收取標準
案。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之臺股期貨一天期期貨契
約、臺指選擇權一天期期貨契約及台灣期貨交易所三檔
ETF期貨，由於103年度為掛牌交易第一年，循例免對
期貨商收取事業業務費，通過104年度上半年亦免收上
述商品之事業業務費，下半年視交易量再行討論收費標
準。

※	 通過建請主管機關同意期貨商對於客戶保證金專戶
款項得以運用購置中央登錄公債案。

在確保交易人權益及維持專戶適當流動性與安全性
為前提，同時兼顧期貨商收益兩全下，建議以中央登錄
公債為客保金得以購置之標的。

※	 通過亞洲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雇人涉有違
反本公會自律規範懲處案。

經查該公司受雇人曾○○多次違反本公會「期貨顧
問事業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提供期貨交易分析管理
辦法」第2條第2款「不得於傳播媒體從事期貨交易分
析之同時，有以任何方式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規定，
依「會員自律公約」第11條第1項，處該公司警告一
次，並提報改善計畫。

(杜月明)

特 別 報 導

一、配合「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11條及「華
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第8點，增修
「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投資國內有價
證券或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登記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登
記要點)，申請登記後因不符規定證交所及期交所得註
銷及可再申請恢復登記身分之期間及條件之規定，修正
「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投資國內有價證

臺灣期貨交易所修定「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登
記作業要點」（103年1�月4日台期交字第1030035770號函）

券或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登記作業要點」第1條、第2條條
文，並調整文字。

二、配合「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管
理辦法」第8條，申請登記後因不符規定證交所及期交
所得註銷及可再申請恢復登記身分之期間及條件，增修
登記要點第3條條文，並調整文字。           （張瓊文）

一、配合特定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及證券商、證券金融事業
之證券借貸專戶所得提供之外幣擔保品，除美元外，新
增歐元、日幣、英鎊、澳幣及港幣等五種外幣，修訂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二、配合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所得提供之外幣擔保品，除美元
外，新增歐元、日幣、英鎊、澳幣及港幣等五種外幣，
修訂「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操作辦法」第十九條之

臺灣證券交易所修定有價證券借貸相關辦法（103年1�月16日臺證交字第10300�5983號函）

一第一項規定。

三、依據該公司有價證券借貸辦法第三十三條修正條文，新
增歐元、日幣、英鎊、澳幣及港幣等五種外幣得為定
價、競價交易之適格擔保品，爰配合修訂「有價證券借
貸定價交易及競價交易擔保品管理應行注意事項」第二
項有關現金擔保品之規定。

四、以上修正條文，配合電腦系統修正，訂於104年3月30
日起實施。                                          （張瓊文）

主管機關103年11月28日發布函令，規範期貨信託事業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38條第1項第1款至第2款之交易，近五個營業日所收取與
支付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合計數之平均值，佔該期貨信託基金
淨資產價值不得低於5％。但募集發行組合型、保本型及指
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者，不在此限。

上開函令發布前之規定原為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
其保證金及權利金之合計數不得低於該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5％。考量實務上期貨交易過程為先有量化策略配置

主管機關發布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新函令

後依模組訊號執行交易，部位為多空雙向，不同於有價證券
多以持有（作多）之投資方式，策略訊號於多轉空及空轉多
過程中由於經歷空手期間，存在保證金使用水位變動較大之
特性，保證金不易固定於一水平；目前全球期貨市場多數商
品保證金都處於低水位，期貨槓桿(投資市值/保證金)約為20
倍，期貨信託基金持有保證金佔其淨資產價值之5％，實際
上投資市值已達（甚至大於）基金淨資產價值100％。以量
化方式進行投資之期貨信託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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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5％，欲維持每日5％之保證金必將提高更多曝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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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期貨信託基金之淨資產價值係表達最接近該基金之

市場價格，惟該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準確性會因不同交易

制度、時差、匯率、稅務等因素之影響，導致期貨信託事業

需調整該基金之淨資產價值。為保障期貨信託基金受益人之

權益，減少期貨信託事業過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

序，節省期貨信託事業財務單位與保管機構重新計算期貨信

託基金淨資產價值所需投入之人力、時間、系統等成本，本

公會經參酌投信投顧公會所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

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及盧森堡金融

「期貨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增訂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監督委員會（CSSF）之相關規定，增訂期貨信託事業於各

類型期貨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發生偏差時所適用之可容

忍偏差率標準（第8條）為：（一）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

偏差發生日淨資產價值之0.25％。（二）一般型期貨信託基

金：偏差發生日淨資產價值之0.5％。（三）指數股票型、

組合型及傘型期貨信託基金：依其追蹤、模擬或複製標的指

數之類別或子基金之類別，分別適用前二款所定比率。期貨

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偏差調整之相關作業則依本標準第9條

至第11條規定辦理。                                    （郭仙娟）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以下稱甲分公

司），自101年○月至103年○月間，共計○○○件之開戶

作業，係甲分公司前經紀部主管○○副總經理於101年○月

允許，由客戶親持身分證明文件至其他分公司填妥開戶文件

及驗證身分後，再將開戶文件轉回至甲分公司。故甲分公司

開戶經辦人員未當面核對是否為期貨交易人本人，且受託買

賣業務員係以電話方式向客戶解說期貨交易風險。再者，甲

分公司辦理開戶作業之內部稽核、自行查核人員未據實於稽

核報告揭露，係由其他分公司開戶經辦人員協助驗證客戶身

分及受託買賣業務員以電話方式辦理風險解說等情事。

前揭○○○件之開戶作業，與甲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懲 處 案 例 報 導

違規類型：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
第9條第�項之規定：「期貨交易輔助人之經營，應
依法令、章程及前項內部控制制度為之。」

CA-19210「開戶手續及審核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

理）」之「（四）風險解說人員應辦理事項：1.期貨交易輔

助人應指派登記合格之期貨受託買賣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

則，以委託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於營業處所向期貨交易人

詳盡說明並告知受託契約之重要內容、期貨交易程序及風險

預告書之內容。」及「（五）開戶經辦人員應辦理事項：

1.請期貨交易人提供身分證明文件，當面核對是否為期貨交

易人本人，並請期貨交易人親自填寫或勾選受託契約等開戶

文件上之戶籍地址、通訊地址、電話、寄送買賣報告書或對

帳單之方式與寄送地址等各項資料。…」之規定不符，且相

關稽核作業未確實執行，核已違反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

業務管理規則第9條第2項「期貨交易輔助人之經營，應依法

令、章程及前項內部控制制度為之。」規定。

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1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對甲
分公司處新臺幣12萬元罰鍰。

（杜月明）

值，或臨時干預策略模組運作增加部位，此舉將增加槓桿與
交易成本，故主管機關同意本公會之建議以平均值（近五個
營業日）進行規範，增加投資彈性與提升投資效益。

本規定主要解決屬於短期間或突發保證金變動太大以致
逾越規範，但若多轉空、空轉多過程持續較長時間，仍回歸
業者自行應對解決。                                    （郭仙娟）

國 際 期 市 動 態

非大陸地區：

交易所、期貨業者動態

(一) 亞洲石油商品流動增加推升衍生性商品交易量 

由於亞洲石油商品流動性提高，促使衍生性商品

包括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交易量於今年一併急劇竄

升，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統計顯示中國煉油產量每日增

加大約90萬桶，且於2012年至2013年間，油產量共計

1,300萬桶，另在中東油產量同時也在上升，印尼為亞

洲油產量最大之進口國，正規劃擴展煉油及油儲存量。

(Reuters)

(二) HKEx人民幣貨幣期貨交易量創新高

HKEx（香港交易所）發布交易人民幣貨幣期貨合

約於103年12月9日達4,068口，價值共計28億元人民

幣，創下新高紀錄。HKEx推測人民幣貨幣期貨合約交

易量創下新高，證實對市場交易者而言，在人民幣兌

美元波動幅度大下，它已成為有效之風險管理工具。

(FOREX MAGNATES)

大陸地區：

一、證監會、中期協等1�月份發佈多項法規動態

相關資料如下，詳參「兩岸期貨聯誼網」(http://

sfen.ehosting.com.tw/)政策法規項下：

(一) 4日《期貨公司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規則（試行）》

及相關配套規則。

(二) 5日《股票期權交易試點管理辦法（徵求意見

稿）》及相關配套規則。

(三) 5日《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

任公司股票期權試點風險控制管理辦法（徵求意見

稿）》。

(四) 16日《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指引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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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貨交易型開放式基金指引》。

(五) 19日《中國證監會行政和解試點實施辦法（徵求意

見稿）》。

二、交易所動態

(一)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12月12日批准上海期貨交

易所開展原油期貨交易。

(二) 鄭州商品交易所12月12日啟動白糖、棉花、菜粕、

甲醇和PTA(精對苯二甲酸)5大商品夜盤交易。

(三) 大連商品交易所12月19日玉米澱粉期貨上市，12

月26日啟動豆粕、豆油、黃大豆一號、黃大豆二

號、焦煤和鐵礦石6項商品夜盤交易。

三、其他

中國期貨業協會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之「第

10屆中國（深圳）國際期貨大會」於12月4日至6日在

深圳舉行，主題為「改革與創新·競爭與融合」。

（沈素吟、姜淑玲）

交易量比較表

103年10月交易量 103年11月交易量 103年11月成長率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月 
交 
易 
量

期貨 11,353,720 1,545,580 9,535,434 1,199,834 -16.01% -22.37%

選擇權 35,371,308 21,877 29,635,150 14,553 -16.22% -33.48%

小計 46,725,028 1,567,457 39,170,584 1,214,387 -16.17% -22.53%

日 
均 
量

期貨  516,078 11,884  476,772 10,509 -7.62% -11.57%

選擇權  1,607,787  164  1,481,758  128 -7.84% -21.81%

小計  2,123,865  12,048  1,958,529  10,637 -7.78% -11.71%

103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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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290 538,957 36,806 33,837 65,801 7,143 1,199,834 

選擇權 7,608 169 1,002 0 5,771 3 14,553 

小計 524,898 539,126 37,808 33,837 71,572 7,146 1,214,387 

百 
分 
比

期貨 43.11% 44.92% 3.07% 2.82% 5.48% 0.60% 100.00%

選擇權 52.28% 1.16% 6.89% 0.00% 39.66% 0.02% 100.00%

小計 43.22% 44.39% 3.11% 2.79% 5.89% 0.59% 100.00%

市 場 訊 息

																	103年1�月份國內市場成交量統計表                                                         單位：口

排名 商品別 103年11月成交量 103年12月成交量 103年12月百分比 103年12月成長率

1 TXO臺指選擇權 29,529,594 35,221,774 75.06% 19.28%

2 TX臺股期貨 4,705,548 5,380,112 11.47% 14.34%

3 MTX小型臺指期貨 2,621,966 3,090,058 6.59% 17.85%

4 股票期貨 1,809,960 2,673,054 5.70% 47.69%

5 TE電子期貨 201,718 221,542 0.47% 9.83%

6 TF金融期貨 161,234 171,438 0.37% 6.33%

7 TFO金融指數選擇權 46,056 50,758 0.11% 10.21%

8 TEO電子指數選擇權 28,296 35,030 0.07% 23.80%

9 XIF非金電期貨 25,334 28,524 0.06% 12.59%

10 個股選擇權 20,544 22,842 0.05% 11.19%

11 TGO臺幣黃金期貨選擇權 10,584 18,570 0.04% 75.45%

12 TGF臺幣黃金期貨 9,284 9,718 0.02% 4.67%

13 GTF櫃買期貨 370 634 0.00% 71.35%

14 XIO非金電選擇權 76 62 0.00% -18.42%

15 T5F臺灣50期貨 18 4 0.00% -77.78%

16 GDF黃金期貨 2 0 0.00% -100.00%

17 GTO櫃買選擇權 0 0 0.00% -

18 GBF十年期公債期貨 0 0 0.00% -

合                          計 39,170,584 46,924,120 100.00%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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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員人數統計表

業         別
103年11月

人數
103年12月

人數
103年12月

比重
103年12月

成長率

專營期貨經紀業務 1,324 1,427 5.45% 7.78%

兼營期貨經紀業務 2,877 2,901 11.09% 0.83%

期貨交易輔助人 16,712 19,222 73.45% 15.02%

期貨自營業務 801 830 3.17% 3.62%

期貨顧問業務 970 1,057 4.04% 8.97%

期貨經理業務 124 128 0.49% 3.23%

期貨信託業務 602 604 2.31% 0.33%

合  計 23,410 26,169 100.00% 11.79%

宣傳資料及廣告物申報件數統計表

業         別
103年11月

件數
103年12月

件數
103年12月

比重
103年12月

成長率

專營期貨經紀業務 51 37 44% -27%

兼營期貨經紀業務 0 0 0% 0%

期貨交易輔助人 3 2 2% -33%

期貨顧問事業 48 42 49% -13%

期貨經理事業 2 0 0% 100%

期貨信託事業 8 4 5% -50%

合       計 112 85 100% -24%

現有會員統計資料

業         別

會員公司 營業據點

103年11月
家數

103年12月
家數

103年12月
比重

103年12月
成長率

103年11月
點數

103年12月
點數

103年12月
比重

103年12月
成長率

專營期貨經紀業務 17 17 9.94% 0.00% 36 36 2.21% 0.00%

兼營期貨經紀業務 20 20 11.70% 0.00% 273 273 16.73% 0.00%

期貨交易輔助人 50 49 28.65% -2.00% 1,219 1,207 73.96% -0.98%

期貨自營業務 32 32 18.71% 0.00% 32 32 1.96% 0.00%

期貨顧問業務 32 33 19.30% 3.13% 50 50 3.06% 0.00%

期貨經理業務 9 9 5.26% 0.00% 12 12 0.74% 0.00%

期貨信託業務 9 9 5.26% 0.00% 22 22 1.35% 0.00%

贊助會員 2 2 1.17% 0.00%  -    -    -    -   

    合       計 171 171 100.00% 0.00%  1,644  1,632 100.00% -0.73%

Q：	 IB已經可以受託從事除以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外之國外期貨交易契約，建議進一步全面開
放IB亦可受託從事以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之國外期貨交易契約。

A： 本公會自年初以來，即戮力向主管機關積極爭取開放IB可以受託從事國外期貨交易業務，終於在103年11月26日主管機

關發布函令開放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IB)，其業務範圍為金管會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規定公告期貨商得受託

從事除以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外之國外期貨交易契約。

 透過IB開戶的交易人可交易國外期貨市場八大類商品(股票、債券、利率、外匯、能源、貴金屬、民生金屬、農產品

等)，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資及避險管道。至於與臺灣期貨交易所臺股期貨、臺指選擇權等同質性較高的以我國證券、證券

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之國外期貨交易契約，考量交易人已有類似商品可交易，及適度保障本土期貨商品等因素，現階

段暫未開放，本公會日後將視市場狀況適時向主管機關提出開放之建議。

問 題 小 幫 手

103年1�月份會員公司異動表

異動原因 公司名稱

入會 高欣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兼營期貨顧問業務

會 務 訊 息

103年1�月份董事長、總經理異動表

職稱 公司名稱 就任者

董事長 高欣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洪培家 

總經理

華信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謝文恩 

亞洲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隆民 

倫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楊天迪 

高欣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余適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