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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發行地：臺北市中山區104長春路145號3樓
電話：(02)2581-7288

本 公 會 業 務 報 導

一、為兼顧自動化投顧業務之發展暨保障客戶權

益，金管會開放投顧事業在一定條件下可由

電腦系統自動為客戶執行再平衡交易。(110
年11月18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64865號令
及第11003648652號函)

重點摘要：

(一) 投顧事業透過演算法（Algorithm）以自動化工具提供

證券投資顧問服務（Robo-Advisor）者，事先與客戶

於契約中約定在達到執行門檻且符合再平衡交易之約

定條件之情況時，由電腦系統自動為客戶執行再平衡

交易，得不受有關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人員不得有

代理他人從事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行為

規定之限制。

(二) 前點所稱執行門檻，指於個別投資標的或整體投資組

合之損益達預設標準，或偏離最近一次設定之投資比

例達預設標準。

(三) 第一點所稱再平衡交易之約定條件，指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1.維持與客戶原約定之投資標的及投資比例。

2.與客戶約定之投資標的為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

得募集及銷售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境外基金且符

合下列條件者：

(1) 約定以未超過三十檔標的作為再平衡交易時之可

投資基金名單。

(2) 各投資標的之投資比例變動絕對值合計數未超過

百分之六十。

(四) 投顧事業依第三點第二款再平衡之約定條件與客戶約

定由電腦系統自動為客戶執行再平衡交易者，應於內

部控制制度中訂定交易頻率之監控管理措施，包括定

期檢討評估交易頻率之適當性。

二、為吸引國內外機構法人之資金全權委託國內

業者操作，擴大國內資產管理規模，與強化

投信事業投顧事業及其人員經營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及信託業及其人員兼營全權委託投

資業務之管理，金管會修正「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管理辦法」第11條、第19條及第36條。
(110年12月8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65223號
令及第11003652235號函)

重點摘要：

(一) 考量國內外法人如同時符合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

第三條第三項第二款各目所定之高淨值投資法人條

件，應有洽訂全權委託投資相關事宜之能力，爰增訂

符合上開條件，並以書面向投信事業投顧事業申請為

高淨值投資法人，且所委託投資資產已指定保管機構

者，投信事業或投顧事業得與該客戶自行約定全權委

託投資資產之保管等事項。（修正條文第11條） 

(二) 明定投信事業投顧事業及其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

業務人員及受僱人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及信託業

及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受僱人兼營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於運用委託投資資產或信託財產

買賣有價證券時，不得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買入或賣

出；並就現行事業及其人員禁止行為中規範之投資標

的修正增加證券相關商品。（修正條文第19條、第

36條）

三、隨著金融創新不斷發展，金融服務之提供已

跨越機構，金管會業將推動金融機構間之資

料共享機制，為落實執行、提升金融機構客

戶便利性、強化金融機構之風險控管及促

進金融機構間跨業合作，以提升消費者權

益，並在資訊安全之原則下促進客戶資料之

合理利用，爰訂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

引」，明確揭示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機

制，亦減少各機構因重複建置與維護客戶資

料所增加之營運成本，及提升效率、發揮加

乘效益；現行金融機構間已依其他法令及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共享資料者，仍得繼

續辦理，並於6個月內依前揭指引第3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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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函令動態

一、 金管會110年11月2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628784號

函，檢送有關「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12

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規定之令、第12條第2項規定

之令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第7條第1項規定之令，增訂投信事業得投資個別

事業之範圍等規定及相關規範。

二、 金管會110年12月14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707301號

函，請境外基金總代理人應確實控管境外基金投資大

陸地區有價證券之比率。

三、 金管會110年12月14日金管法字第11001966245號

函，為加強管理、確保個人資料之安全維護，修正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辦法」第2條、第6條規定，整合電子支付帳

戶及電子票證，納入電子票證發行機構之管理規範及

為強化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外洩通報機制，增訂個人

資料外洩之通報時點、應通報事項及後續行政檢查予

處分等規定。

四、 金管會110年12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03656485號

函，為增加投信事業操作投信基金之彈性，修正「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10條、第17條、第27

條及第90條。

五、 金管會110年12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656488號

公告，有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所稱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達一定等級之標準公

告，並即日生效。

六、 金管會110年12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656489號

函，有關投信事業運用投信基金資產投資於承銷股票

或金融機構所發行具損失吸收能力之債券者，應辦理

事項。

七、 投信投顧公會110年11月5日中信顧字第1100700444

號函，投信事業依審查監理原則發行之已成立ESG基

金，及以ESG為主題並依審查監理原則補正公開說明

書揭露內容之已成立基金，請於111年1月28日前進

行ESG基金申報檔之首次申報。

八、 投信投顧公會110年11月8日中信顧字第1100052772

號函，檢送本公會修正「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及「以投資非投資等級債券為訴求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境外基金風險預告書範本」，並轉知高收益

債券基金更名事宜。

九、 投信投顧公會 1 1 0年 1 1月 1 0日中信顧字第

1100052774號函，為強化執行基金銷售適合度評

估、改善不當銷售，請會員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應

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客戶適合度評估，並依金融消費

者保護第11條之1規定，訂定業務人員酬金制度，並

建立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懲處機制。

十、 投信投顧公會110年12月6日中信顧字第1100053016

號函，為促使投信事業運用投信基金資產從事投資

時，審慎落實政經風險之風險管理，修正本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風險管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

十一、投信投顧公會 11 0年 1 2月 2 3日中信顧字第

1100053303號函，為提升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

告揭露品質，修正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68條規定，明

訂公司盡職治理報告應揭露事項。

相關內部控制規範並經董(理)事會通過，以
完備內部控制制度。(110年12月23日金管科
字第1100196970號函)

四、為強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人員交易行為管

理，並新增風險管理人員應符合之資格條件

及刪除已屆期限之規定，金管會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110年12月30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65664號令及第11003656645號函)

重點摘要：

(一) 考量風險管理人員已為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司治理重

要一環，且證券信託事業已得受託管理私募股權基

金，為使法規周延，新增「風險管理」及「辦理其他

經核准之業務」等職務，並配合修正業務部門範圍。 

(二) 為增進證券信託投資業務之發展，放寬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辦理受益憑證之募集發行、銷售及私募業務人員

之資格條件；並請投信事業對其基金銷售機構加強宣

導銷售基金應遵循之事項 。

(三) 考量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專業投資機構，為強化投資

風險管理機制，爰明定應配置適足及適任之風險管理

人員並訂定調整期限，且考量現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風險管理人員尚有未符相關資格條件者，爰訂定緩衝

期限(110年12月31日前)，並增訂風險管理業務人員

應具備之資格及應為專任之限制。

(四) 考量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為專業投資機構，向投資大眾

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為客戶交付之委託投資資產

執行投資，關係投資人權益甚鉅。為避免利益衝突並

落實專業經營原則，明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人員不得

代理他人從事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相關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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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期交所110年10月29日台期規字第1100003095號

函，為提升金融機構對資安議題之決策功能，檢送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資安長與具資安背景

之董事、顧問或設置資安諮詢小組建議」。

十三、櫃買中心110年11月15日證櫃交字第11003018662

號函，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繼續

暫免對辦理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議價買賣之證券自

營商及證券經紀商收取業務服務費，並繼續暫免對

申請基金受益憑證登錄買賣之投信事業收取登錄處

理費及掛牌年費。

十四、財政部台北國稅局110年12月23日財北國稅審二字

第1100037316號函，為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並節能

減紙，推動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請會員公

司配合辦理。

本公會近期教育訓練課程

投信投顧法規(可認列法規時數)
開課日 主題

20220126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0126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0220215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0215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20220218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0222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20222 投信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相關規範

20220308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20311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20315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法規

20220315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相關法規

20220322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0220322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金融商品與設計

開課日 主題

20220217
衍生性商品交易及投資應用系列-利率衍
生性商品篇(可認列經理人期貨實務課程)

金融市場法令制度

開課日 主題

20220119 國內外洗錢及資恐風險趨勢

20220216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

金融科技

開課日 主題

20220211 晶圓代工及先進封裝技術與供應鏈商機

20220316 金融科技資訊安全與風險管理

投資分析與資產配置

開課日 主題

20220121 元宇宙發展趨勢解析與未來投資展望

20220125 PE Fund 成功案例分析

20220223 最新金融情勢解析

20220317
國際永續金融趨勢與ESG責任投資原則與
策略

財富管理與行銷

開課日 主題

20220323
高資產人士資產規劃的法律及稅務知識研

習班

中南部訓練課程

開課日 主題

20220120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台中班

20220120
雲端計算發展下的新興技術應用契機-台
中班

20220323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高雄班

20220323 投信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相關規範-高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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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指示宣導投資人加強資安防護措施

　　為加強資安措施，提醒投資人妥善保管投資帳號及密碼，不宜在

開戶投信投顧事業以外之網站，提供或共用登入之帳號及密碼，以維

自身權益，亦請會員公司協助加強向投資人宣導。

主管機關指示宣導

反投資詐騙宣導活動

　　為提升投資人反詐騙意識、提供投資人證券期貨反詐騙法律諮詢

服務及合法期貨業、投信投顧業及證券業者查詢服務，主管機關指示

券商公會邀集本公會、投保中心及期貨公會共同設置證券期貨反詐騙

諮詢專線（02）2737-3434，請會員公司協助向投資人廣為宣導。

反投資詐騙宣導活動

一、 協辦及贊助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第24屆
傑出基金「金鑽獎」回饋社會公益系列活動

　　為宣導投資理財新趨勢及支持社會公益活動，本公會

協辦及贊助第24屆傑出基金「金鑽獎」回饋社會公益系列
活動，於110年11月25日舉辦巡迴醫療車捐贈儀式暨線上
公益論壇錄影。

活動回顧

二、共同主辦及贊助「金融科技與金融犯罪之防
制研討座談會」

　　為因應證券期貨線上交易糾紛及詐騙事件頻傳，本公會與金融法制暨犯罪防制中心、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期貨業商業

同業公會、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於110年12月28日至29日假國泰金融會議廳共同主辦「金融科技與金融犯罪之防制研討座談
會」，就金融犯罪之法律問題、犯罪案例及其防制偵辦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三、 「證券期貨事業法令遵循人員在職訓練」

　　為持續推動及督促證券期貨事業落實法令遵循制度，主管機關指示自105年度開始，證券業、期貨業及投信投顧業之
法令遵循人員(含主管)在職期間均應參加至少1次由證交所規劃舉辦之訓練課程，證交所於110年11月27日及11月28日舉辦
2場次「證券期貨事業法令遵循人員在職訓練」，計有52位法令遵循人員參訓。

四、財政部「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啟動記者會

　　為便利納稅義務人申報遺產稅，並發揮跨域整合金融遺產資料之效益，財政部與金管會、內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及衛生福利部共同合作，創新提供「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並於110年12月20日舉辦啟動記者會，自111年
1月1日起實施暖心便民新措施。

周邊單位訊息

一、「小型金融期貨上市」

　　為提供小額交易人更多參與金融類股機會，期交所於110年12月6日上市「小型金融期貨」，提供交易人更多交易選擇
及產業風險管理工具，更多相關資訊請至期交所官網查詢。

二、「上櫃ETF及上櫃ETN獎勵活動」

　　櫃買中心為發展指數股票型ETF及指數投資證券ETN市場，以擴
大該市場之交易量與規模，舉辦『111年度ETF及ETN投資人交易獎勵
活動』，活動期間自111年1月3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更多相關資
訊請至櫃買中心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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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態

境內基金

　　截至110年11月底國內投信公司發行之境內基金部分，總規模為4,868,003,307,788元，較前月(110年10月)底規模

4,875,158,347,931元，減少7,155,040,143元，衰退幅度0.15%。有2檔基金新成立，路博邁顛覆式創新股票基金為跨國投

資股票型基金；國泰全球基因免疫與醫療革命ETF基金為跨國投資指數股票型_股票型基金；截至110年11月底止，國內共

計有39家投信公司，所發行的共同基金總數為994檔。

類型 種類 基金數量 基金規模(元)(新台幣：元)

股票型

國內投資 134 399,581,361,219
跨國投資 195 441,436,171,626
小 計 329 841,017,532,845

平衡型

國內投資 19 42,167,729,410
跨國投資 27 55,725,566,582
小 計 46 97,893,295,992

類貨幣市場型
類貨幣市場型 0 0
小 計 0 0

固定收益型

國內投資一般債券型 1 5,564,277,024
跨國投資一般債券型 150 425,697,600,580
金融資產證券化型 0 0
高收益債券型 55 182,097,852,711
小 計 206 613,359,730,315

貨幣市場基金

國內投資 36 869,709,133,752
跨國投資 10 4,974,346,537
小 計 46 874,683,480,289

組合型

國內投資 1 3,355,832,100
跨國投資-股票型 12 11,484,425,193
跨國投資-債券型 26 32,286,107,585
跨國投資-平衡型 42 128,171,531,713
跨國投資-其他 4 7,051,178,367

小 計 85 182,349,074,958

保本型
保本型 5 2,228,230,179
小 計 5 2,228,230,179

不動產證券化型
不動產證券化 14 19,451,125,575
小 計 14 19,451,125,575

指數股票型

國內投資-股票型 29 457,587,832,933
國內投資-槓桿型/反向型 8 75,642,070,259
跨國投資-股票型 47 144,066,049,489
跨國投資-債券型 93 1,274,206,856,921

跨國投資-槓桿型/反向型_股票 21 51,584,415,593
跨國投資-槓桿型/反向型_債券 4 22,615,098,530
跨國投資-不動產證券化/其他 2 4,852,206,229

小 計 204 2,030,554,529,954

指數型

國內投資 1 5,638,304,289
跨國投資 16 28,082,706,350
小 計 17 33,721,010,639

多重資產型

國內投資 1 1,716,751,569
跨國投資 38 166,482,476,560
小 計 39 168,199,228,129

ETF連結基金
國內ETF連結基金 3 4,546,068,913

小 計 3 4,546,068,913
合 計(新台幣) 994 4,868,003,307,788

傘型基金(子基金共253支) 122 1,646,358,47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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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

　　截至2021年11月底止，共核准40家總代理人、64家境外基金機構、1011檔境外基金，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共計
3,826,017,244,662元。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受益人型態

自然人 32,707,968,794

法人

非綜合帳戶 1,841,717,125,941

綜合帳戶

特定金錢信託 1,752,131,682,106

證券商受託買賣 55,848,403,863

其他 143,612,063,958

綜合帳戶小計 1,951,592,149,927

法人小計 3,793,309,275,868

依受益人型態合計 3,826,017,244,662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基金類型

股票型 1,505,911,211,429

固定收益型

一般債 69,577,604,744

高收益債 777,031,446,916

新興市場債 309,734,855,985

其他 454,976,765,283

固定收益型小計 1,611,320,672,928

平衡型 683,116,315,016

貨幣市場型 22,128,539,236

組合型 0

指數股票型 63,942,695

其他 3,476,563,358

依基金類型合計 3,826,017,244,662



第7頁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投資地區

全球型

已開發市場 497,503,973,061

新興市場 368,407,551,959

混合 1,311,479,629,556

全球型小計 2,177,391,154,576

單一國家型

日本 29,705,050,090

泰國 4,951,716,370

印度 31,788,628,920

美國 947,852,980,636

英國 488,610,847

俄羅斯 11,492,788,987

其他 19,817,956,380

單一國家型小計 1,046,097,732,230

區域型

北美 62,690,058,556

已開發歐洲 158,018,552,259

亞太(不含日本) 196,472,282,108

亞太(含日本) 33,390,812,261

紐澳 128,383,767

新興歐洲 21,747,120,050

新興拉美 36,267,576,329

其他新興市場 3,142,039,655

中國大陸及香港 85,804,682,573

其他 4,866,850,298

區域型小計 602,528,357,856

依投資地區合計 3,826,017,244,662

分類 細項
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

(單位：新台幣元)

依計價幣別

美元 3,242,179,163,392

南非幣 237,501,894,512

澳幣 199,244,891,568

歐元 121,526,198,959

日圓 12,342,078,890

其他 13,223,017,341

依計價幣別合計 3,826,017,244,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