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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的 話

證券公會雙月訊證券公會雙月訊

活 動 訊 息

本公會舉辦美國公開合夥事業(PTP)稅制說明會

　　為協助會員公司了解美國稅務新制，本公會於111年
11月30日假文化大學大夏館國際會議廳舉辦美國公開合
夥事業(PTP)稅制說明會，由本公會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委
員會江召集人偉源主持，邀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蘇宥

人執行董事進行專題講座，內容涵蓋美國公開合夥事業

(PTP)課稅範圍、證券商扣繳及申報義務、投資人申報及
納稅義務及意見交流等，本次說明會近百位與會者參加，

會議討論熱烈並圓滿落幕。

本公會高中職學生理財教育宣導活動

　　為強化高中職學生理財教育宣導活動：本公會111年
與北中南六都共18所高中職學校參加宣導，就針對「聰
明理財」、「富足人生-如何處理所得」及「生活投資秘
密就在食衣住行中」這三大主題，向就讀高中職學生進行

宣導，由本公會推派業界精英講師，於111年11月7日及
11日共舉辦講座2場，分別與三重商工及豐原高商宣傳，
兩參與講座學生約300人，課程中師生互動熱烈，學生表
示收益良多，活動圓滿完成。

　　感謝主管機關及證券周邊單位，今年下半年持續採納公會建議

進行法規鬆綁及業務開放，包括：盤中零股交易撮合時間縮短至1分
鐘，未來希望可再縮短至5秒；開放證券商客戶分戶帳資金可以購買
我國政府債券/國庫券及分散於其他銀行辦理定存。未來希望投資人
資金可用電子支付方式進出分戶帳；開放證券商可提供金錢信託及

有價證券信託各種信託服務，貼近客戶信託服務需求；證券商可依

公司業務發展重點，自辦員工教育訓練，以提升專業素質..等。

　　主管機關已於111年11月7日公告放寬證券商信託業務範圍，未
來證券商可以發揮證券專長，結合金錢信託及有價證券信託，設計

符合或貼近客戶信託需求的各種商品，提供更完善的信託服務。為

培養信託業務從業人員專業能力，公會除將繼續開辦國際認證高級

理財規劃顧問(CFP)相關課程外，近期也將開辦信託法規、信託商品規劃實務及稅制等相關課程，歡迎會員公司及從
業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為強化證券商資安防護能力，感謝證交所、期交所、櫃買與集保等周邊單位補助資本額40億以下的第四級證券
商(計34家)配置IPS、WAF。在此呼籲，所有證券商都要重視資安防護，以提升證券市場的資安韌性，達成證券商永
續經營的目標。此外，為推動會員公司可以依照業務發展重點，培訓專業人才，主管機關已採納公會建議，自即日

起會員公司得於證券在職應訓練時數二分之一內辦理自訓，公會並已邀請會員公司辦理「人資說明會」，協助會員

公司了解自辦訓練課程相關事宜，各會員公司開辦自訓課程如需公會協助，歡迎來電或洽詢公會服務。

　　在資本市場永續發展方面，金管會已在111年3月8日公布「證券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有關氣候變遷資訊
揭露，公會已經委外研究範例指引，並邀請六家業者試填實作，以協助範例指引可更貼近業者實務需求，請證券商

要及早蒐集相關資訊，公會也會安排研究單位對業者進行宣導，希望各業者落實推動執行。相信在主管機關、證券

周邊單位、公會、業者攜手共同努力下，台灣資本市場將持續逐步踏實、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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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會/委員會報導

一、會員公司自即日起可自辦證券從業人員在職
訓練

為推動會員公司得依業務發展特色，培訓專業人才，主管

機關同意本公會建議，已於111年10月28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45975號函公告修正「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部分條文，本公會亦已於111年11月9日公告經主
管機關備查「證券商業務人員在職訓練作業要點」，會員

公司可依該作業要點規範，於證券在職訓練時數二分之一

內辦理自訓。

二、修正發布「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
事項」

　　為提升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之競爭力，引導證券商

提升信託服務功能，發展配合民眾生活各面向需求之全

方位信託業務，主管機關於111年11月7日以金管證券字
第1110384693號令修正發布「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
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另配合本規定修

正，同日修正「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問答

集」。本次修正主要在放寬證券商得以信託方式為客戶進

行財務規劃、執行或辦理資產配置。相關修正規定事宜已

函轉會員公司知悉。

三、修正本公會「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及
「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實務作業問答集」

　　依據主管機關「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

略」，修正本公會「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新增會員

應就金融友善服務定期辦理員工教育訓練，並訂定獎勵措

施。另為保障身心障礙者資訊取得之權利，修正「會員金

融友善服務準則實務作業問答集」，增訂證券商如提供身

心障礙投資人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服務應包含電子下單、

查詢證券行情資訊及查詢集保證券庫存等功能項目，另將

證券商應於官網建置無障礙金融友善服務專區之資格條件

由資本額50億元(含)以上證券商修正為資本額40億元(含)
以上證券商，案經本公會111年11月4日111年第4次經紀業
務委員會議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核備後

函報主管機關。」。

四、建議調整「非基金型態之僑外投資人資金檢
查表」之簽核層級

　　證交所於87年間公告僑外人士開戶時應填具「僑外人
投資資金檢查表」（97年更名為「非基金型態之僑外投資
人資金檢查表」）留存備查，且簽核層級應為總經理。為

簡化證券商作業，建議將「非基金型態之僑外投資人資金

檢查表」之簽核層級由「總經理」調整為「分公司經理人

或營業主管」，案經本公會111年11月4日111年第4次經紀
業務委員會議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核備

後建議證交所採行。」。

五、修正本公會「證券商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項
契約範本」

　　配合證交所111年10月19日公告修正證券商交割專戶
設置客戶分戶帳作業要點」第9條，明確規範「不限用途
款項借貸」等業務得使用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辦理相關款

項收付作業，爰修正本公會「證券商交割專戶留存客戶款

項契約範本」，案經本公會111年11月4日111年第4次經紀

業務委員會議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核備

後函報主管機關。」。 

六、建議美股收購案之通知範圍以公開收購為限

　　有關本公會建議委託人權益事項有關美股收購之通知

範圍以公開收購為限乙案，依主管機關來函指示研議修訂

本公會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27條，本案經
111年10月25日111年第4次外國有價證券業務委員會議決
議：「一、修正後通過，二、提理事會核備後函報主管機

關。」。

七、第四級證券商建置IPS、WAF資安設備獎勵
方案

　　證交所、期交所、櫃買中心及集保公司為強化第四

級證券商資安防護能力，對已建置或未建置IPS、WAF之
第四級證券商提供補助40%(年限5年)獎勵方案。本案經
111年10月28日111年度第3次業務電子化委員會議決議：
「照案通過，提理事會核備」。

八、制訂本公會資安自律規範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融資安行動方案完備資安規

範工作項目，並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暨期貨市場各

服務事業網路安全防護、供應鏈風險管理、資通系統安全

防護基準」參考指引內容，制訂本公會網路安全防護、供

應鏈風險管理、資通系統安全防護基準等三份自律規範草

案。本案經111年10月28日111年度第3次業務電子化委員
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提理事會核備後函報主管機關。

九、112年權證業務費減半徵收案

　　目前證券商每發行一檔權證繳納的業務費為壹仟伍佰

元。考量今(111)年底公積金餘額將降為約六仟萬元，為推
廣與行銷權證等新金融商品，並因應數位發展趨勢暨持續

於權證知識教育平台推動投資者教育工作，公積金宜保留

適當資金存量，同時為減輕會員公司發行權證費用負擔，

爰建議明(112)年度續減半徵收，由每檔壹仟伍佰元降為
柒佰伍拾元，本案業經提111年11月9日111年度第2次權證
公積金管理運用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將於理事會通過並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十、放寬公開收購案件應賣分配之股數及簡化相
關通知作業

　　鑒於現行台股盤中零股交易越來越普遍，在零股計算

技術面及交易面皆可支援情況下，為保障參與公開收購上

市(櫃)公司股票案件小股東權益，建議修正公開收購公開
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23條規定，將應賣有價證券
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之分配原則，依比例分配至「壹仟

股」修正為至「股」為止。另公開收購人依同辦法第22
條規定，須在收購期間屆滿之日起二日內公告應賣事項，

並於公告當日通知應賣人應賣事項，考量公告事項與通知

應賣人事項內容一致，且為配合節能減碳，響應無紙化趨

勢，應無寄發應賣通知事項之必要性，爰建議修正刪除通

知應賣人應賣事項之規定，經111年11月7日111年第4次股
務代理業務委員會決議：「一、照案通過。二、提理事會

核備後建請主管機關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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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0月11日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4444號，調降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0月13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1415943號，公告本會委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停止第一上市公司股票公開發 行相關事

宜。

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0月13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1415944號，公告本會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停止第一上櫃公司及外 國興櫃公

司股票公開發行相關事宜。

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0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471901號，公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所稱本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達一定等級

之標準，並自即日生效。

五.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0月28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4597號，修正「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部分條文及「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

則」部分條文。

六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3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4596號，有關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

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36條之2及 第37條規定之

令。

七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4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722號，發布有關證券交易法第41條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之令。

八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7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4693號，修正「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

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九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8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4739號，有關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

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第6條規定之令。

十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8日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4740號，發布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

券管理辦法第10條、第14條、第14條之1及公開收購

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13條規定之令。

十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18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5022號，修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

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投資違法案件裁罰基準」第二

點。

十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2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5085號，修正「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

十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11月24日金管證審字第

法 規 動 態

1110383772號，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部分條文。 

十三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1 0月0 6日臺證輔字第

1110019872號，修正「證券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事件申請居家辦公指引」（含

案件檢查表）、「建立證券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

暨「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含內部稽核

實施細則及查核明細表），自即日起實施。

十四 .  臺灣證券交易所 111年 11月 1 6日臺證輔字第

1110022701號，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調整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之資金運用

及規範證券商將企業執行永續經營情形列入自營選

股考量，並自112.01.01起實施，請各證券商配合修

正內部控制制度並提報董事會通過。

十五 .  臺灣證券交易所 111年 11月 2 4日臺證交字第

1110022904號，為防止陸資利用他人名義來臺投

資，請各保管機構及各證券商加強向客戶宣導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3-1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投

資違法案件裁罰基準」最新修正規定及相關規定辦

理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投資事宜。

十六 .  臺灣證券交易所111年12月09日臺證上二字第

1111704102號，公告增列已上市指數股票型基金

（ETF）得為上市認購（售）權證（含牛熊證）標

的證券共6種，並自即日起實施。

十七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10月12日證櫃交字第

11100684361號，公告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有價證券業務規則」及「證券商受理線上開戶委託

人身分認證及額度分級管理標準」部分條文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除業務規則第35條第4項修正條文自

112年3月20日起實施外，均自即日起實施。

十八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10月12日證櫃債字第

11100682911號，公告修正「債券自營商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事件申請居家辦公指

引」第貳點及「案件檢查表」，自即日起實施。

十九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10月12日證櫃監字第

11100678971號，公告「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

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相關附

表，施行日期詳如說明。

二十 .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111年10月13日證櫃審字第

11101017151號，修正「對興櫃公司辦理私募有價

證券應注意事項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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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與環保署、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共同公告「永續經濟活動認定
參考指引」，鼓勵金融業協助企業朝永續減碳轉型

- 配合國家2050淨零轉型目標，並鼓勵金融業協助企業朝

永續減碳轉型，金管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

交通部、內政部111年12月8日共同公告「永續經濟活動

認定參考指引」，鼓勵公司自願揭露營運主要經濟活動

符合指引的情形，並鼓勵金融機構參考該指引進行投融

資評估，積極與企業議合。

　　為鼓勵金融業將資金導引至永續的經濟活動，以及協

助企業及金融業判斷何謂永續經濟活動，金管會與環保署

等部會參酌歐盟及國際作法，以及國內產官學界之建議，

共同研訂「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

　　該指引係以「對任一環境目的具有實質貢獻，且未對

其他環境目的及社會保障造成重大危害」之條件，作為永

續經濟活動之認定方法。該指引先就「氣候變遷減緩」環

境目的訂定「具實質貢獻之技術篩選標準」，且對其他環

境目的(如氣候變遷調適、水資源保護等)及社會保障「未

造成重大危害」為原則。初步針對我國金融業投融資最多

的產業，包括部分製造業、營造建築與不動產業、運輸與

倉儲業之16項一般經濟活動及13項前瞻經濟活動，提供是

否符合永續之認定參考指引。

　　推動初期先以上市櫃公司為主，鼓勵其在永續報告

書、年報或公司網站等自願揭露營運主要經濟活動或專

案項目「適用」與「符合」該指引之情形、有無具體改善

專 題 報 導 I

或轉型計畫，以及判斷其主要經濟活動之永續程度(分為

「符合」、「努力中」、「改善中」、「不符合」及「不

適用」五類)。金管會亦期待非上市櫃公司自願揭露相關

資訊，俾利投資人及金融機構參考。

　　為發揮金融的影響力引導產業淨零轉型，金管會鼓

勵金融機構投融資或金融商品有對外標示「綠色」、

「ESG」或「永續」等概念者，可參考「永續經濟活動認

定參考指引」進行投融資評估及決策、商品設計及與企業

議合，協助企業朝永續發展及減碳轉型。

　　金管會強調，該指引目前未涵蓋國內所有產業及經濟

活動，亦非所有產業及經濟活動皆適用該指引之認定方

法，如企業從事的經濟活動不適用該指引目前所列的一般

及前瞻經濟活動，不代表該企業不符合永續。該指引的目

的係提供企業規劃減碳轉型，朝永續發展之參考。

- 金管會期待「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能讓金融業

及投資人，更有效率且更合理地支持重視永續發展或朝

向減碳轉型的企業與專案；同時，也希望該指引所訂定

之技術篩選可以成為引導各企業轉型的目標，讓它們在

產業升級或轉型的過程中有更明確的方向，進而促進整

體社會共同因應氣候變遷、追求永續發展。未來金管會

將與相關部會持續研議精進指引內容，並依實際運作情

形適時滾動調整。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表揚111年度公平待客原則評核績優之證券期貨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11月25日召開「111年

度證券期貨業公平待客原則評核機制業務聯繫暨表揚會

議」，由黃主任委員天牧親自主持並頒獎予得獎之證券期

貨業者。繼108年首度實施公平待客原則評核後，本年為

第二次對綜合證券商以外的其餘29家專營證券商及14家專

營期貨經紀商進行評核，為鼓勵證券期貨業持續精進落實

公平待客，金管會特舉辦頒獎典禮表揚評核排名前25%及

顯著進步的證券期貨業者，依機構名稱筆劃順序為：

一、 證券商：日進證券、中農證券、永全證券、北城證

券、台灣匯立證券、法銀巴黎證券、盈溢

證券及遠智證券等8家，其中中農證券並

獲得顯著進步獎。

二、期貨商：元大期貨、元富期貨、兆豐期貨及國泰期貨

等4家；群益期貨獲得顯著進步獎。

　　本次會議除由證期局簡報說明評核機制、評核發現之

優劣之處與對業者持續落實之建議事項外，並由評核表

現績優之業者在會中簡報分享落實公平待客原則的實務經

驗，以利同業互相學習及精進對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之實

務做法。

專 題 報 導 II

　　金管會表示得獎業者的共同特點係董事會對落實公平

待客原則之重視程度普遍較前次評核提升，具體作為包

括：董事會成員提出具體建言，如增訂教育投資人機制及

反詐騙作業程序、依據客戶訪談需求強化資訊提供、對客

訴案件提出簡潔處理流程及增加資安計畫預算等；訂定檢

舉人保護制度，並納入利益衝突及迴避機制；提供客戶金

融友善服務，如設置無障礙設施及輔助引導圖、多元下單

服務；高階主管親自拜訪客戶加速客訴爭議處理；客訴依

輕重等級差別化處理；補助員工進修手語；因應客戶注重

永續發展，舉辦性平議題講座及公務車汰換為油電車等。

- 金管會110年底已公布112年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評核內

容及修正公平待客評核重點，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億元之大型綜合券商自112年起每年均納入評核；並

新增2項評核指標，即「友善服務原則」及「落實誠信

經營原則」，金管會鼓勵證券期貨業積極因應，使公平

待客原則落實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並期許業者能提

出具創新性有效性之措施或制度，以提升對金融消費者

權益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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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年1-10月證券商經營損益狀況分析表                                                                           (單位：仟元)

家數 證券商 收益 支出及費用 其他利益及損失 稅後淨利 EPS (元) ROE (%)
62  證券業合計 115,290,255 87,984,466 9,432,461 36,789,992 0.930 4.92 

40 綜合 111,713,743 85,367,174 9,225,763 35,624,075 0.928 4.95 
22 專業經紀 3,576,512 2,617,292 206,698 1,165,917 1.000 4.36 

49  本國證券商 99,527,103 79,873,503 9,108,383 28,761,982 0.775 4.21 
29 綜合 97,095,445 77,946,623 8,935,427 28,084,247 0.777 4.23 
20 專業經紀 2,431,658 1,926,880 172,956 677,735 0.722 3.72 

13  外資證券商 15,763,152 8,110,963 324,078 8,028,010 3.068 11.95 
11 綜合 14,618,298 7,420,551 290,336 7,539,828 3.150 12.83 
2 專業經紀 1,144,854 690,412 33,742 488,182 2.172 5.74 

20  前20大證券商 94,092,789 74,379,286 8,662,397 28,375,896 0.864 4.66 

備註：本分析表僅統計62家專營證券商，並未包括銀行兼營證券業務者，同時也未包含遠智、富拉凱、基富通、好好等4家只承做特定
業務之證券商。至111年1-10月，本公會共有會員公司128家。專營證券商66家，兼營證券商(銀行、票券、期貨等)62家。綜合證
券商包含經營二種業務以上之證券商。

▲ 各課程相關訊息請至券商公會證菁學院 http://edu.csa.
org.tw/查詢

重 要 會 務

一、本公會會員異動

　　本公會截至111年11月8日止，證券商會員總公司128家、分公司874家。與111年10月18日相較，總、分公司無
增減。

二、本公會111年11-12月辦理訓練課程共118班

發布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市 場 資 訊

一、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111年9月-10月 總體經濟數據 111年9月-10月 景氣對策信號及構成項目

九項構成項目 9月 10月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 6.7 5.5
股價指數變動率% -17.0 -21.6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 -4.3 -2.9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 -0.06 -0.2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 7.1 8.1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 6.1 17.3

製造業銷售值變動率% -6.7 -7.3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
變動率% 4.4 4.1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量點 84.6點 84.2點
景氣對策燈號 黃藍燈 黃藍燈

景氣對策分數 17分 18分

項    目  9月 10月 發布單位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 44.9 45.4 國發會

貨幣供給(M2)年增率% 6.83 7.32 中央銀行

貨幣供給(M1B)年增率% 6.58 5.18 中央銀行

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4.49 -3.56 經濟部

外銷訂單年增率% -3.1 -6.3 經濟部

失業率% 3.66 3.64 主計處

進口年增率% -2.4 8.2 財政部

出口年增率% -5.3 -0.5 財政部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75 2.72 主計處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12.82 11.09 主計處

訓練課程類別 地區(班數) 班數

中階主管班 北(2)、竹(1)、高(1) 4
經紀在職班 北(2)、高(1) 3

專業在職班
北(16)、桃(1)、中

(3)、竹(1)、嘉(1)、南
(3)、高(1)

26

共銷在職班 北(2)、中(1)、高(1) 4

財管在職班
北(7)、桃(1)、中(2)、

高(2)、南(2) 14

融資券資格取得 北(1) 1
借貸資格取得 北(1) 1

融資券與借貸資格取得 北(1) 1
外匯衍商回訓 線上 7

到任後稽核講習班 北(2)、高(4) 6
防制洗錢研習班(6小時) 線上 7
防制洗錢研習班(3小時) 線上 2

訓練課程類別 地區(班數) 班數

基金研習班 北(1)、中(1) 2
金保法研習班 線上 1
風管研習班 北(2) 2

公司治理研習班 北(4)、高(4) 8
會計主管研習班 北(1) 1

金保法 線上 4
複委託 北(6)、高(2) 8

執業前內部稽核資格取得
-普業 北(1)、高(1) 2

執業前內部稽核資格取得
-高業 北(1)、高(1) 2

財管資格取得 北(3)、中(1)、高(1) 5

財管補測 北(2)、中(2)、高(1) 5
融資券與借貸補測 北(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