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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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修正「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
(金管會 1 1 1年 1 1月 2 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5085號函)

重點摘要：

(一) 境外基金機構於112年6月底前向金管會提出申請認

可時，如於旨揭計畫修正前已連續三年獲得深耕認可

(109至111年)，得申請適用認可有效期間為二年。

(二) 於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問答集「伍、鼓勵境外基金深耕

計畫」增訂其他具體貢獻事項：境外基金機構將其

ESG相關研究或技術提供予總代理人或在臺據點，

協助總代理人或在臺據點發展ESG相關業務或培育

ESG領域人才，有顯著成效。

二、 發布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行要點及進修地圖」，共計8條，
內容為：訂定依據(第一條)、適用對象(第二
條)、進修時數(第三條)、進修之安排(第四
條)、進修之資訊揭露(第五條)、進修體系(第
六條)、進修課程範圍(第七條)及訂定與修正
程序(第八條)。(投信投顧公會111年11月30
日中信顧字第1110053603號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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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部分條

文。(金管會111年12月22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55475號函)

重點摘要：

(一) 為加強投信事業及投顧事業經營管理及落實公司治

理，增訂董事會負有選任及監督經理人職責之規定，

且董事會應督導公司落實經理人之問責並建立相關制

度。

(二) 考量投信事業及投顧事業之人員有規劃其未成年子女

投資理財需求，增訂該等人員如為委託人之法定代理

人，則不適用不得代理他人從事有價證券投資或證券

相關商品交易之規定。

(三) 增訂投信事業及投顧事業之自然人或法人董(監)事本

人或其關係人如同時擔任其他投信事業及投顧事業或

證券商之董(監)事，推定為有利益衝突。政府及其直

接、間接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

適用上開規定。另明定違反前揭利益衝突情事，得給

予當事人一定期限調整，無正當理由屆期未調整者，

應予解任。

四、 為落實資訊安全控管作業，修正本公會「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資訊安全

內部控制制度」部分條文。(投信投顧公會
111年12月26日中信顧字第1110054105號
函)

重點摘要：

(一) 達一定規模之公司應導入國際資安管理標準，資訊安

全人員應取得並維持相當資通安全專業證照。

(二) 達一定規模之投信事業、經營接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

業務之投顧事業應指派資訊安全長，並依金管會規定

之格式出具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或資訊安全整體執行

情形聲明書。

(三) 公司提供網際網路交易之相關設備應避免使用危害國

際資通安全產品。

五、 金管會修正「境外基金管理辦法」。(金管會
111年12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1514655
號函)

重點摘要：

(一) 為健全境外基金產業長期發展及保障投資人權益，增

訂總代理人在國內代理境外基金之募集及銷售以五家

境外基金管理機構為限，及總代理家數四家以上者，

應新增提存營業保證金，並應於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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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補足。

(二) 針對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採無票面金額發行股份

之公司擔任境外基金銷售機構，明定其應符合之資格

條件；並配合銀行法及期貨交易法修正及增列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酌予調整境外基金總代理人與銷售機構

之消極資格條件。

(三) 考量境外基金註冊地法令與我國法令之差異性，境外

基金管理機構可能因非資產管理業務之作業面缺失，

而受當地主管機關處分，導致其在國內業務受限制，

爰修正境外基金管理機構之資格條件，限縮受當地主

管機關處分僅限於辦理資產管理業務所受處分，且迄

未改善。

(四) 配合實務作業，刪除總代理人申請境外基金募集與銷

售應檢附有關銷售機構符合資格之聲明書及其銷售契

約之文件，修正為申請案經核准後，將上開聲明書及

銷售契約，送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

公會審查核准。

六、宣導事項：邇來發現有投顧事業從業人員於

傳播媒體從事有價證券分析時，多次提及以

自有資金買入ETF標的並以對帳單證明確實
已購入之行為。現行規定投顧事業及其從業

人員應不得買賣與所推介與客戶相同之有價

證券，但投信基金及境外基金不在此限。惟

投顧事業與其從業人員並應秉持獨立性及客

觀性從事證券投資分析，爰ETF雖為基金，
為維護本產業專業形象及投資人權益，投顧

從業人員仍不宜有於傳播媒體宣傳自身投資

及其操作績效之行為。(111年11月14日中信
顧字第1110800331號函)

七、投信投顧公會大專院校「共同基金正確理財觀巡迴講座」圓滿完成

　　為擴大宣導共同基金正確理財觀念與投資方式，公會與12家投信公司及境外基金總代理人合作，於111年第4季一同深

入17所大專院校，計舉辦23場宣導講座，多角度分享正確理財觀念與基金投資術，並於工商時報進行6次講座活動會後報

導，專案活動業已於12月29日圓滿完成，廣受參與學校好評。感謝參與的會員公司對本次巡迴講座活動的付出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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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函令動態

一、 金管會111年10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47190號

函，為利投信事業強化貨幣市場基金壓力測試，爰於

「貨幣市場基金壓力測試一致性標準規範」中，信用

風險增訂對免保證商業本票進行單一產業集中度分

析。

二、 金管會111年10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471903號

函，檢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90條規

定，（有關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達一定

等級之標準）之公告。

三、 金管會111年11月3日金管證券字第11103845963號

函，檢送有關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

制處理準則第36條之2及第37條規定之令。

四、 金管會111年11月8日金管銀票字第11102734491號

函，為協助民眾累積退休資產，並利於金融機構凝聚

員工向心力，鼓勵金融機構辦理員工福利信託。

五、 金管會111年12月9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849572

號函，有關金管會業於111年12月9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4957號公告發布境外基金機構委任之總代理

人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27條第1項規定申請核准應

檢附之申請書格式及書件內容，並自即日起生效。

六、 金管會111年12月22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855482號

函，檢送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78條第3項、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3

項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7條第7項規定之令。

七、 金管會111年12月23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855885號

函，為使投信事業發行環境、社會與治理相關主題基

金能有一致性資訊揭露格式，強化此類基金公開說明

書在環境、社會與治理投資方針揭露事項之完整性，

明定環境、社會與治理相關主題基金之資訊揭露事

項，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部分條文。

八、 金管會111年12月26日金管證投字第11103855888

號函，有關金管會於111年12月26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55886號公告發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33條第1項之規定。

九、 金管會證期局111年11月9日證期(券)字第1110361900

號函，有關客家委員會112年度推行公事客語無障礙

環境補助開放申請一案，請會員公司踴躍申辦。

十、 金管會證期局 1 1 1年 1 1月 1 0日證期 (資 )字第

1110362269號函，轉知財政部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檢

查碼邏輯修正事宜，新擴增統一編號預計於112年4月

1日啟用，倘會員公司有使用統一編號檢核程式，請

於112年3月31日前完成程式及相關系統文件修改作

業。

十一、 投信投顧公會 1 1 1年 1 1月 1 4日中信顧字第

1110053545號函，為利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信託

業進行以特定金錢信託架構辦理退休信託帳戶可

攜方案，修正本公會「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銷售契約範本部分條文。

十二、 投信投顧公會 1 1 1年 1 1月 2 3日中信顧字第

1110053601號函，配合110年9月1日至111年8月

31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相關法令增修，修正本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月

報檢查表，自申報111年12月份月報起適用。

十三、 投信投顧公會 1 1 1年 1 2月 8日中信顧字第

1110600215號函，檢送「證券期貨業與第三方服

務提供者辦理開放證券公開資料查詢開放應用程

式介面（OPEN API）業務安全控管作業規範」

及「證券期貨業辦理開放證券開放應用程式介面

（Open API）技術標準規格書」。

十四、 投信投顧公會 1 1 1年 1 2月 1 2日中信顧字第

1110053839號函，檢送本公會「會員與第三方服

務提供者合作開放證券公開資料查詢及使用自律

規範」及「開放證券公開資料查詢及使用業務合

作契約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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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法令制度

開課日 主題

20230222 金融資安案例研習

20230223 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

20230310 國內外洗錢及資恐風險趨勢

20230327 公司治理3.0看董事會之新挑戰

中南部訓練課程

開課日 主題

20230117 以最新時事淺談投資策略-台中班

20230117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台中班

20230322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高雄班

20230322 洗錢防制法規及案例研習-高雄班

投資分析與資產配置

開課日 主題

20230116 2023經濟局勢及未來展望

20230214 政經情勢投資分析

20230215 綠色經濟的發展趨勢與商機

20230315 綠能產業投資攻略

財富管理與行銷

開課日 主題

20230216 遺贈稅與財富管理規劃研習班

20230316 金融業的數位行銷

金融科技

開課日 主題

20230208 區塊鏈技術運用演進趨勢解析

20230323 綠色金融科技發展現況與展望

金融商品與設計

開課日 主題

20230213
貨幣市場現貨暨海外衍生性商品操作實務

研習班(可認列經理人期貨實務課程)

20230314
外匯衍生性商品實務(可認列經理人期貨
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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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17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20230117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30118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法規

20230118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30207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30207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20230209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30209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20230210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30217 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相關法規

20230217 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法規

20230221 境外基金管理辦法

20230221 投信投顧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20230309
期貨選擇權法規(可認列經理人期貨法規
時數)

20230309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30317 近一年投信投顧相關法規修正

20230321 投信基金之管理及運用相關規範

20230321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基金通路報酬揭露施行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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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票成分指數股票型基金(股票ETF)
發行檔數及基金規模暨流動量提供者造

市競賽」

　　為鼓勵投信業者積極發行股票型ETF於櫃買市
場掛牌，擴大股票型ETF之基金規模，並鼓勵流動
量提供者積極造市，櫃買中心自112年1月1日起至
112年12月31日止辦理旨揭活動，更多資訊請至櫃
買中心網站查詢。

二、112年度「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及
「指數投資證券(ETN)」獎勵活動

　　為發展ETF及ETN市場與鼓勵投資大眾參與投
資，以擴大市場交易量值及發行規模，櫃買中心自

112年1月3日起至112年12月29日止舉辦旨揭獎勵
活動，更多資訊請至櫃買中心網站查詢。

周 邊 單 位 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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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公會、投保中

心、期貨公會及本公會共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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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協辦及贊助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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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金融 x ESG」理念及支持社會公益活動，本公會協辦及贊助第25屆傑出基金「金鑽
獎」回饋社會公益系列活動，於111年11月25日舉辦以羅東聖母醫院為核心的「地方賦能與創生計畫」捐贈儀式暨線上公
益論壇錄影。

活動回顧

二、「國際資產管理研討會-ESG與永續金融投資論壇」

　　近幾年來ESG儼然已成為顯學，目前在國內、外針對ESG概念
所衍生而出的投資產品越來越多元化，許多企業及基金管理公司也

相對重視ESG商機，有鑑於此，本公會與野村投信、NN投資夥伴
於111年12月1日共同舉辦本次論壇，活動首先由投信投顧公會劉宗
聖理事長、野村投信副董事長鈴木健一致歡迎詞，隨及邀請國立政

治大學商學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楊曉文教授、NN投資夥伴永續投資
暨創新平台亞洲區主管Neil Mascarenhas先生及NN投資夥伴新興
市場債券強勢貨幣策略投資組合經理Leo Hu先生分別就「借鏡國際
健全國內ESG與永續投資之影響力」、「ESG與永續投資思維」及
「ESG因子納入新興主權債券投資流程」進行專題演講，期能協助
台灣資產管理業者掌握ESG趨勢與佈局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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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2月19日及12月20日舉辦2

場次「證券期貨事業法令遵循人員在職訓練」，共計63位投信投顧業法令遵循人員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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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態

境內基金
　　截至111年11月底國內投信公司發行之境內基金規模為4,864,702,804,797元，較前月 (111年10月 )底規模
4,556,074,642,044元，增加308,628,162,753元，成長幅度6.77%。有9檔基金新成立，元大0至2年投資級企業債券基
金、元大2至10年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元大10年以上投資級企業債券基金、國泰美國優質債券基金為跨國投資固定收益
一般債券型基金；瑞銀全球永續組合基金為跨國投資組合型_平衡型基金；兆豐新加坡交易所房地產收益基金為不動產證
券化型基金；大華銀台灣優選股利高填息30ETF基金為國內投資指數股票型_股票型基金；華南永昌台灣環境永續高股息
指數基金為國內投資指數型基金；華南永昌全球碳中和趨勢指數基金為跨國投資指數型基金；截至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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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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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359,529,051,805
跨國投資 203 395,861,445,755
小 計 339 755,390,497,560

平衡型

國內投資 19 26,237,932,847
跨國投資 26 47,690,177,696
小 計 45 73,928,11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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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4,667,673
跨國投資一般債券型 146 364,914,187,212
金融資產證券化型 0 0
非投資等級債券型 50 136,120,260,625

小 計 197 505,259,115,510

貨幣市場基金

國內投資 36 756,395,131,559
跨國投資 9 6,144,017,459
小 計 45 762,539,149,018

組合型

國內投資 1 2,684,559,123
跨國投資-股票型 12 12,265,326,333
跨國投資-債券型 24 25,713,310,053
跨國投資-平衡型 44 121,376,716,357
跨國投資-其他 4 9,391,526,608

小 計 85 171,431,438,474

保本型
保本型 4 1,822,139,995
小 計 4 1,822,139,995

不動產證券化型
不動產證券化 14 19,060,727,236
小 計 14 19,060,727,236

指數股票型

國內投資-股票型 37 811,244,348,156
國內投資-槓桿型/反向型 8 73,942,550,207
跨國投資-股票型 57 186,948,294,486
跨國投資-債券型 89 1,191,989,049,590

跨國投資-槓桿型/反向型_股票 21 57,731,823,701
跨國投資-槓桿型/反向型_債券 4 4,205,130,658
跨國投資-不動產證券化/其他 2 8,564,456,906

小 計 218 2,334,625,653,704

指數型

國內投資 2 8,192,375,113
跨國投資 15 40,514,365,412
小 計 17 48,706,740,525

多重資產型

國內投資 1 937,727,580
跨國投資 48 184,549,501,309
小 計 49 185,487,228,889

ETF連結基金
國內ETF連結基金 3 6,452,003,343

小 計 3 6,452,003,343
合 計(新台幣) 1016 4,864,702,804,797

傘型基金(子基金共245支) 121 1,685,604,48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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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基金

　　截至2022年11月底止，共核准38家總代理人、63家境外基金機構、997檔境外基金，國內投資人持有金額共計
3,496,269,635,5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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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79,349,529

法人

非綜合帳戶 1,639,411,814,116

綜合帳戶

特定金錢信託 1,631,439,118,584

證券商受託買賣 49,098,482,936

其他 147,240,870,397

綜合帳戶小計 1,827,778,471,917

法人小計 3,467,190,286,033

依受益人型態合計 3,496,269,63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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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772,864,622

固定收益型

一般債 109,915,339,133

非投資等級債券 617,046,004,235

新興市場債 239,881,541,150

其他 387,026,587,463

固定收益型小計 1,353,869,471,981

平衡型 748,461,572,665

貨幣市場型 54,546,194,844

組合型 0

指數股票型 0

其他 3,619,531,450

依基金類型合計 3,496,269,63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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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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987,611,931

新興市場 285,316,480,573

混合 1,143,803,142,842

全球型小計 1,901,107,235,346

單一國家型

日本 27,633,650,828

泰國 5,564,048,370

印度 34,481,187,351

美國 981,991,073,549

英國 367,156,609

俄羅斯 11,380,552,036

其他 16,211,749,286

單一國家型小計 1,077,629,418,029

區域型

北美 68,149,368,410

已開發歐洲 118,166,771,115

亞太(不含日本) 163,669,800,881

亞太(含日本) 22,931,526,545

紐澳 0

新興歐洲 11,633,755,066

新興拉美 42,686,389,012

其他新興市場 3,008,642,803

中國大陸及香港 73,991,916,2699

其他 13,294,812,056

區域型小計 517,532,982,187

依投資地區合計 3,496,269,63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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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269,979,478

南非幣 207,699,289,608

澳幣 154,922,143,401

歐元 107,142,387,961

日圓 14,506,996,118

其他 11,728,838,996

依計價幣別合計 3,496,269,635,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