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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現正積極推動『證券市場揚升計劃』，其中「放寬股市漲跌幅度至

10%」乙案，本公會及證券相關單位業已規劃完成相關配套及宣導計畫，並調

查相關單位電腦系統調整時程，因此，主管機關日前宣布提前於104年6月1日實

施。目前，國際間成熟的資本市場，都沒有漲跌幅的限制，這項開放有助我國股

市逐步與國際接軌，可更有效率反應公正價格，有助增加股價波動度、提高交易

市場流動性，可望使一般投資人回流台股，市場趨於熱絡，也可吸引優質企業在

台灣證券市場籌資掛牌。

理 事 長 的 話

活 動 報 導

一. 本公會參加「幸福滿
屋  實物銀行」贊助
弱勢團體感恩會

　　新北市政府自1 0 0年

開辦「幸福滿屋 -實物銀

行」，截至104年1月底所媒

合各項善款及物資市值高達6億9千多萬元，協助弱勢民眾

逾103萬人次。為感謝各界企業、宗教、公益團體及個人

響應實物銀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3月19日在市府6樓大

禮堂舉辦「幸福洋溢」溫馨感恩茶會，共邀請了289個贊

助單位及個人出席，由朱立倫市長逐一頒發感謝牌，本公

會獲邀出席，並由尤副秘書長代表接受感謝牌。

一.本公會104年4月份共辦理54個訓練課程，相
關訊息請至本公會證菁學院查詢

課程名稱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在職訓練
台北(10)、桃園(1)、台中(2)、

台南(1)、高雄(2)
16班

公司治理 台北(3)、台中(2) 5班

資格訓練
台北(4)、新竹(1)、台中(2)、

台南(1)、高雄(2)
10班

稽核講習 台北(1) 1班

金融相關法規
台北(5)、桃園(2)、新竹(4)、

台中(2)、高雄(5)
18班

風險管理 台北(2) 2班
會計主管 台北(1)、台中(1) 2班

▲ 各課程相關訊請洽吳淑敏小姐(02)2737-4721分機678或至證
菁學院http://www.twsa.org.tw查詢。

二.本公會將於4月9日召開『第六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

　　本公會將於4月9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假台大醫院
國際會議中心101廳（台北市徐州路二號)辦理本公會第六
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中將表揚本公會103年度各委員會
績優召集人與委員、報告103年度會務及各委員會工作成
果及討論相關提案，敬請本公會會員大會會員代表踴躍出

席。

▲會員大會相關資訊請洽陳玟華小姐(02)2737-4721分機613。

三. 本公會將於5月1日辦理『104年度證券期貨盃
高爾夫球錦標賽』。

　　為提倡正當休閒運動，增進同業間情誼，證交所、櫃

買中心、期交所、集保結算所、期貨公會、投信投顧公會

及本公會訂於104年5月1日(星期五)上午6時假揚昇高爾夫
球場共同主辦「104年度證券期貨盃高爾夫球錦標賽」，
並由本公會負責承辦，主辦單位、證券/期貨/投信投顧公
會各會員暨證券相關單位皆可報名。本屆採十八洞同時開

球，請參賽選手於開球前30分鐘完成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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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 /委員會報導

一. 主管機關同意本公會修正行公司與承銷商間獨
立性規範

　　配合主管機關業於104年2月4日公告修正「證券商管
理規則」第26條，刪除子公司管理之創業投資事業持有對
方公司之 股份亦納入不得擔任主辦承銷商資格之計算限
額，並增訂公司發行未涉及股權之金融債券，如銷售對象

僅限於櫃買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之專業投

資人，亦不受承銷商與發行公司間之獨立性限制，且發行

公司得擔任主辦承銷商。主管機關已同意本公會修正「承

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

2條，有關發行公司與承銷商間獨立性規範，並於104年3
月24日公告修正。

二. 主管機關同意本公會建議放寬證券商得承銷及
自行買賣附帶本息止付條款之次順位金融債

　　為擴大證券商參與無到期日非累積次順位債券之交

易，提昇該類債券市場之流動性，本公會建議放寬證券商

自行買賣及承銷附帶本息止付條款之次順位金融債券，業

獲採行，主管機關於104年2月26日公告在案。

三. 證交所及集保結算所同意本公會建議區分外國
證券商在台分公司錯帳及違約專戶身分別

　　為避免因外國證券商在台分公司錯帳專戶及違約專戶

之身分別誤判為本國法人，致發行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於

辦理稅務扣繳作業之誤，本公會建議證交所及集保結算所

明確區分外國證券商在台分公司錯帳暨違約專戶身分，業

獲採行，集保結算所未來將提供外國證券商在台分公司錯

帳暨違約專戶明細予發行公司，發行公司得於編製證券所

有人名冊時另行註記。

四. 財政部採納本公會建議放寬證所稅補申報期限
及提供投資人更簡便之查詢方式

　　為協助納稅義務人順利補報並避免徵納爭議，本公會

建請財政部放寬證所稅補申報期限及提供投資人更簡便之

查詢方式，業獲財政部採納，於104年3月23日發布「各
地區國稅局輔導納稅義務人辦理補報102年度證券交易所
得作業之補充說明」，投資人補辦102年度證券交易所得
作業期間將延長至104年4月20日止，本人可以電話向稽
徵機關洽詢應核實課徵所得稅之股票標的資料，或親自向

各地區國稅局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臨櫃查詢交易

詳細資料，且如出售之股票非屬所得稅法應核實課之範

圍，則無須辦理申報。

五. 主管機關同意本公會建議調整財富管理業務
人員在職訓練時數

　　有關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相關人員在職訓練時數

調整乙案，業經主管機關104年3月20日函復，將「中華
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財富管理業務人員資格條件

及訓練要點」第7條第1項及第2項修正為「辦理財富管理
業務之副總經理以上主管人員應每三年參加財富管理13小
時之在職訓練，其餘之主管人員、業務人員及其他人員應

每三年參加財富管理21小時之在職訓練。上開人員參加財
富管理在職訓練，通過訓練者，可抵免證券商業務人員在

職訓練。」。上述修正規定本公會業於104年4月1日公告
實施。

六. 放寬證券商投票表決權之行使須指派公司內部
人出席為之規定

　　本公會建議證交所修訂「落實及強化證券商因持有公

司股份而出席股東會之內部決策過程及指派人員行使表決

權標準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放寬證券商持有公開發行

公司股份達三十萬股以上，投票表決權之行使須指派公

司內部人出席股東會行使之規定，經證交所於104年3月4
日公告修訂該控制重點：證券商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

三十萬股以上者，其表決權之行使，應由證券商內部人員

中之自然人(不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行使。但證券商持有
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未達三十萬股者，得不指派人員出席。

另，證券商行使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得依公司法第

177條之1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

七. 修訂「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權證發行人
及流動量提供者自律守則」

　　為降低券商針對需搶額度之標的搶佔發行額度之行

為，券商發行權證時除牛熊證外，一般型或重設型權證發

行時履約價不得超過股價價外150％以上，但A級券商的
增額0.5％額度不受此限制；另，為減少權證委買委賣價
格異常狀況，權證發行人使用同業權證避險時，發行人自

營部門之自行買賣及就所發行認購(售)權證之避險買賣，
不得有影響市場價格公平性及損及投資人權益之情事，並

應配合訂定及執行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本公會增訂「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權證發行人及流動量提供者自律

守則」第8條及第9條。

八. 本公會104年度各委員會召集人名錄(任期為
104年5月17日至105年5月16日)

委員會 召集人 委員會 召集人

承銷業務 張立秋 外資事務 吳佳慧

自營業務 楊凱智 風險管理 郭軒岷

經紀業務 莊輝耀 業務電子化 王明達

研究發展 鄭大宇 稅負及會計 趙永飛

紀律 黃古彬
外國有價證券

業務
溫宗憲

財務 曾錦隆 股務代理業務 馬薏雯

教育訓練暨推廣 朱士廷 財富管理業務 張銘杰

國際事務 陳俊宏 稽核 黃明哲

公共關係 吳光雄 離境證券業務 丁紹曾

新金融商品 白清圳 採購 陳正曜

債券業務 瞿玉娟
法律事務暨

法令遵循
許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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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金管證交
字第1040004113號，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六條、第七條之二、第十條。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6日金管證交
字第10400045023號，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之書表格式。

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10日金管證交
字第1040004502號，有關「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第7條之1、第7條之2、第13條之1
及第15條規定事項之令。

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16日金管證交
字第1040006799號，關於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第1
項規定之令。

五.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16日金管證券
字第1040002909號，發布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得以海外
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或海外存託憑證兌回之國內有價證

券繼續辦理外幣借款之令。

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18日金管證投
字第1040006222號，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派任人員兼
任本事業海外關係企業或本事業關係企業之海外轉投

資事業董事、監察人。

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18日金管證券
字第1040005459號，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
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第2條及第16
條。

八.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23日金管證期
字第1040009294號，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
之交易所及種類。

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金管證期
字第1040007250號，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
之交易所及種類。

十.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2日臺證上一字第
1040003418號，檢送「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
2條之1修正條文暨「上市公司私募有價證券上市申請
書」，自公告日起實施。

十一.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臺證輔字第
1040003220號，公告修正「落實及強化證券商因
持有公司股份而出席股東會之內部決策過程及指派

人員行使表決權標準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十二.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4日臺證交字第
1040201170號，公告修正外國企業來台上市有價
證券風險預告書，並自即日起實施。

十三.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11日臺證上一字
第1040004311號，公告修正「營業細則」第50條
及第50條之3，並自即日起實施。

十四.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18日臺證輔字 
第1040004343號，重申證券經紀商接受專業機構
投資人透過資訊公司提供之系統傳遞委託內容或指

法 規 動 態

令之委託方式，其安控機制應確實依證券商內部控

制制度規定辦理。

十五.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24日臺證交字
第1040201812號，公告修正「證券商辦理證券業
務借貸款項操作辦法」第五條、第十三條、第十六

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二條條文。

十六.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27日臺證治理字
第1040005449號，修正「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第4條及第5條條文，
並自即日起實施。

十七.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4年3月31日臺證輔字第
1040501152號，公告修正「證商接受客戶委託辦理
證券業務應付客戶交割款項投資貨幣市場之行紀業

務作業要點」部分條文、「證券商經營客戶委託運

用買賣有價證券結餘款項之代理業務作業要點」第

一條、第三條及「證券商辦理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

其款項操作辦法」第七條、第八條條文，並自即日

期實施。

十八.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4年3月13日證櫃審字
第10401004451號，公告修正「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興櫃股票審查準則」第9條條文，自公告日起實
施。

十九.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4年3月16日證櫃審字
第10401004571號，刪除「對興櫃公司辦理私募有
價證券應注意事項檢查表」之「附表四」，並自公

告日起適用。

二十.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4年3月19日證櫃審字
第10401004351號，修正「審查有價證券上櫃作業
程序」附件一及附件二、「審查外國有價證券櫃檯

買賣作業程序」附件四及附件九暨本國發行人申請

股票櫃檯買賣及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櫃應填

製之各項檢查表，並自104年5月1日起之上櫃申請
案開始適用。

二十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4年3月19日證櫃審
字第10401004351號，修正「審查有價證券上櫃
作業程序」附件一及附件二、「審查外國有價證

券櫃檯買賣作業程序」附件四及附件九暨本國發

行人申請股票櫃檯買賣及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

一上櫃應填製之各項檢查表，並自104年5月1日
起之上櫃申請案開始適用。

二十二.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4年3月24日證櫃輔
字第10400059121號，公告修訂「證券商內部控
制制度標準規範，自即日起實施。

二十三.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4年3月24日證櫃監
字第10400058901號，公告修正「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12條之1第1項第17
款規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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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報 導 研究開放證券商從事私募(避險)基金之發行及管理業務

－ 近年國內證券商面臨資本市場量縮、新上市(櫃)公司數
量與規模縮減，只能衝刺自營業務，無形中增加經營風

險。爰本公會103年度委託交大財金所葉銀華教授及台
大財金系李存修教授就「開放證券商從事私募(避險)基
金之發行及管理業務」進行研究，研究計畫旨在考量證

券商交易人員有一定的專業與經驗，但僅能操作公司自

有資金，無形增加經營風險，又無自有商品可賣，而無

法建立品牌差異的情況下，如能以證券商為主體，開放

證券商以私募(private placement)方式發行基金，標的
範圍包括股權及避險等，對於證券商從業人員有更多的

商品可供銷售、操作，也可使我國證券商發展出自己的

品牌特色，亦可使投資人有更多的理財產品可選擇，藉

以提高投資人將資金留在臺灣的意願。研究報告摘要如

下，完整報告歡迎於5月份理事會核備後至本公會網站
下載參閱。

一、國際趨勢

　　近年來，國際上有將金融業分業經營壁壘逐漸打破的

趨勢，使證券公司、銀行、保險、基金、信託、保險等各

類機構競爭，一起將資產管理市場的餅做大。

　　美國、香港及新加坡對於證券商從事私募基金業務是

採開放的態度，證券商只要有業務牌照或向主關機關登錄

即可辦理；許多相關規定亦是針對基金管理人的規範，對

於基金本身的規範相對較少，亦未限制私募基金資金運用

投資範圍。

　　雖然中國大陸目前仍對證券商發行私募基金有諸多限

制，但也逐漸開放混業經營，使各類金融機構互相競爭、

合作，近兩年來中國大陸證券商的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大幅

成長。

　　而我國目前對於發展私募基金業務仍採較保守態度，

不論是從業人員資格、資金運用範圍仍有諸多限制，我國

應可以上述各國之開放方式作為借鏡，使我國金融業可更

具競爭力並進一步發展我國金融市場。

二、建議開放證券商從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之原因

　　我國證券商的專業能力、人才與資源皆已到位，開放

證券商可從事私募基金業務將可使我國證券商發展出自

己的品牌特色，並提高投資人將資金流在臺灣的意願。再

者，雖然利益衝突會是阻礙開放證券商得從事私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業務的原因之一，但是目前證券商可從事指定

集合金錢信託以及全權委託業務，此兩項業務亦會跟證券

商的承銷、經紀與自營業務產生利益衝突，而由於我國主

管機關有對此有相關法規規範解決利益衝突的問題，因此

開放證券商可從事此兩項業務；同樣的，對於證券商從事

私募基金業務，亦可修正《證券商從事財富管理業務應注

意事項》以及遵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相關

法規來防範證券商利益衝突之問題產生。

　　以現行法規而言，從事私募基金業務的資金可操作範

圍會較信託資金指定集合管理運用來得廣。除此之外，

私募基金主要是針對專業投資人發行，符合當前投資人分

級管理舉措，而目前我國專業投資人多將資金流向海外投

資，若開放證券商從事私募基金業務，並放寬其操作彈

性，不僅將有更業者在進行操作時更有彈性。

三、主要法規修正之建議

　　若要使證券商可以兼營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

首先必須新增《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五節：符

合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6點第1項之業務
資格者，得申請兼營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證券商

兼營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除應依證券商辦理財富

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外，並應遵守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管理辦法第四章基金之私募第51條至第56條之規定。

　　而最主要需要修改的法規為《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

務應注意事項》(表2)，主要修正第2點以及新增的第27-1
點。修正《應注意事項》使得證券商可在財富管理業務項

下進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並將其針對之客戶進

行定義；而就利益衝突而言，對於證券商從事私募基金業

務，應修正《證券商從事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以及

遵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等相關法規來防範證

券商利益衝突之問題產生，因此建議新增《證券商從事財

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之第27-1點來防範。

　　除了上述之法規修正外，亦應思考我國目前對於證券

投資信託私募基金之規範，是否是導致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規模不大之原因。以《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1條第2項而言，規範私募應募
人總數不得超過35人，是否相當程度地限縮了我國私募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建議可將私募應募人數開放為「應募人

僅能為專業投資人，而不限制應募人總數」或將應募人總

數提高至「200人」(如同中國大陸的規範)。

　　此外，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4條第
4項中規定：「私募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暴
露，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四十」，然而不

論是公募或私募基金皆可申請專案豁免此限制，可從40%
提高到100%。此項規定設立的原因有二：(1)證券相關商
品係屬期貨，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非期貨基金，投資期

貨須受限；(2)風險的考量。此規定將會限制私募基金的
投資操作，建議對於私募基金應採「投資人分級管理制

度」，並透過資訊揭露的程序，在使確保投資人了解自身

風險承擔的情況下，使私募基金完全豁免於上述限制。由

於證券商在從事私募基金業務時，是在「財富管理業務」

的框架下，其面對之投資人已是高淨值客戶，因此建議證

券商從事私募基金業務時，遵循以下步驟，以取得更有彈

性的資金操作範圍：(1)證券商向主管機關申請衍生性金融
商品操作及風險控管審查；(2)若全體投資人簽署同意書，
了解自身風險承擔，則該私募基金可完全豁免於《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4條第4項之規定，亦即可在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4條第4項加上但書，
使得券商積極創新及提升商品開發能力，符合我國當前的

金融商品進口替代政策；並且我國許多專業投資人都將資

金流向海外投資，若開放證券商從事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業務，其所發展出的商品亦可促使專業投資人將資金留

在國內進行投資。

　　綜合而言，在依循現在法規制度下與國際趨勢的考量

下，建議主管機關開放證券商業兼營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擴大證券商之財富管理業務範圍，改善我國證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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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經營績效低迷之困境，是可提升其經營績效的有效管

道。

四、結論

　　從上述分析可看出，以目前的國際上打破金融業分業

經營的潮流，以及證券商已具備相關專業能力發展相關私

募產品，而發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又較發展指定集合運用

管理來的有利，因此建議以「開放證券商兼營私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業務」來發展證券商發行私募基金的業務。

　　開放證券商兼營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可促使證 
多商品可吸引專業投資人將其資金投資於本國，更可以使

我國金融機構擺脫長久以來代銷機構境外商品的角色，加

強我國金融業者商品創新能力，推動我國金融進口替代政

策。表1對為信託資金指定集合管理運用以及私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比較表，比較兩者在應募對象、投資範圍以及

稅制上的差異。

　　 指定集合運用 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現行法規)

應募對象
高淨值客戶(由證券商自行依據經營策略或參酌境外結
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3條所定專業投資人之條件訂定之)

證投信事業可對下列對象進行受益憑證之私募：(1)銀行業、票
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2)符合金管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
法人或基金；在前述第二項中所規定之應募人總數不得超過35
人。

投資範圍

信託財產之運用範圍應根據《應注意事項》第24點，且
主管機關皆有規定存款銀行、債務人、發行國家、交易

相對人等的信用評等須達一定等級以上

採負面表列

稅制
以「信託財產」角度考量，當年度運用信託財產有收益

時，即需依稅法規定課稅。

信託基金之證券交易稅為千分之一，且基金賣出持股實現獲利

的資本利得(免稅所得)部分不須課稅；其他利息收入、現金股
利、已實現股票股利等部分，於實際分配信託基金利益之當年

度，依所得稅法規定，基金持有之個人或法人分別併入綜合所

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當基金持有人申請贖回時，非

屬證券交易，故無證券交易所得稅；且當贖回價格超過原始取

得成本時，屬於證券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免徵所得稅。

表1 信託資金指定集合管理運用以及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比較表

條目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2點

財富管理業務係指證券商針對高淨值客戶與符合本會所

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專業投資機構，透過業務人

員，依據客戶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一)資產配置或財務規畫等顧問諮詢或金融商品銷售服
務。

(二)以信託方式接受客戶執行資產配置。

(三)兼營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業務。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客戶為高淨值客戶，其條件由

證券商自行依據經營策略或參酌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

則第三條所定專業投資人之條件訂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之客戶為符合本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

人或專業投資機構。

財富管理業務係指證券商針對高淨值客戶，透過業務人員，依

據客戶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一)資產配置或財務規畫等顧問諮詢或金融商品銷售服務。

(二)以信託方式接受客戶執行資產配置。

前項所稱高淨值客戶之條件，由證券商自行依據經營策略或參

酌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三條所定專業投資人之條件訂定

之。

第27-1點

證券商以發行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辦理財富管理業

務，私募基金之運用，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54條規定辦理。

私募基金之運用不得與本證券商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

理業務帳戶、全權委託帳戶、其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

此限。

私募基金之運用不得投資於本證券商或與本證券商有利

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基金之私募、保管、受益憑證、買回、會計，以及基金

之變更、存續、終止、清算，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

理辦法與相關規定辦理。

(本點新增)

表2 《證券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相關法規修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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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資 訊

發布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註：102年7月起採用新版景氣對策信號。構成項目中，除製造業

營業氣候測驗點為點外，其餘均與上年同月相比；除股價指
數外，均經季節調整。

一、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103年2月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二、證券市場數據

104年3月證券市場重要數據                          

三、104年1-2月 證券商經營損益狀況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103年2月景氣對策信號及構成項目

104年3月證券總成交值概況表

項    目 1月 2月 發布單位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53.5 47.8 國發會

貨幣供給(M2)年增率 5.70 6.89 中央銀行

貨幣供給(M1B)年增率 4.14 6.85 中央銀行

商業營業額年增率 -0.60  0.9 經濟部

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8.14 3.32 經濟部

外銷接單年增率 8.11 -2.7 經濟部

失業率 3.71 3.69 主計處

進口年增率 -4.8 -22.4 財政部

出口年增率 3.4 -6.7 財政部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0.94 -0.19 主計處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7.57 -8.49 主計處

九項構成項目 1月 2月

貨幣總計數M1B變動率 6.1% 5.8% 

股價指數變動率 8.3% 11.9% 

工業生產指數變動率 5.6% 5.7%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變動率 1.1% 1.0% 

海關出口值變動率 4.9% 0.3%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變動率 4.0% 17.9% 

製造業銷售值變動率 6.1% 1.5% 
商業營業額指數變動率 -2.2% 1.5% 
製造業營業氣候測量點 99.2點 98.0點 

景氣對策燈號 綠燈 綠燈

景氣對策分數 23分 24分

 項      目 2月 3月

   集中市場

 股價指數 9,622.10 9,586.44

 日均成交值 (億元) 787.44 916.41

 三大法人買賣超 (億元) 924.28 -514.17

 融資餘額 (億元) 2,041.09 2,140.50

 融券張數 (張) 497,561 233,404

   櫃檯市場

 股價指數 140.18 143.55

 日均成交值 (億元) 159.01 265.90

 三大法人買賣超 (億元) 30.16 96.13

 融資餘額 (億元) 683.87 741.03

 融券張數 (張) 119,930 60,527

各項目成交值 (十億元) 2月 3月

   集中市場

 股票 1,023.68 2,016.09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46.49 83.38

 認購(售)權證 28.29 65.26

 台灣存託憑證(TDR) 2.35 3.32
     約 計 1,101.46 2,171.93
   櫃檯市場

 股票 206.72 584.97

 認購(售)權證 6.01 20.36

 買賣斷債券 401.63 871.24

 附條件債券 2,632.86 3,923.27

     約 計 3,247.22 5,399.84

家數 證券商 收益 支出及費用 營業外損益 稅後淨利 EPS (元) ROE (%)

77 證券商合計 13,976.98 11,199.66 1,928.33 4,147.01 0.131 0.86

45 綜合 13,327.07 10,593.05 1,873.39 4,083.66 0.134 0.88

32 專業經紀 649.92 606.60 54.94 63.36 0.056 0.30

60 本國證券商 12,032.11 9,852.77 1,833.23 3,594.54 0.120 0.80

32 綜合 11,821.68 9,591.51 1,785.17 3,602.58 0.124 0.83

28 專業經紀 210.43 261.26 48.06 -8.04 -0.009 -0.06

17 外資證券商 1,944.87 1,346.88 95.10 552.48 0.304 1.52

13 綜合 1,505.39 1,001.54 88.22 481.08 0.311 1.64

4 專業經紀 439.49 345.34 6.88 71.40 0.263 1.03

20 前20大證券商 11,078.18 8,953.81 1,710.09 3,441.15 0.131 0.86

備註：本分析表僅統計77家專營證券商，並未包括銀行兼營證券業務者。同時也未包含富達、摩根、東亞、遠智、花旗等5家只承做受
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外資證券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