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0 台北市羅斯福路二段100號14樓
聯絡人：張先生
聯絡電話：(02)2369-5678　分機：3172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年8月12日
發文字號：台期輔字第11100026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修正本公司「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對帳單及註銷帳
戶作業要點」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度標準規範」各一份，
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說明：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11年8月4日金管證期字第
1110349407號函辦理。

正本：各期貨商、各期貨交易輔助人
副本：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

同業公會、博仲法律事務所、本公司網站、各業務部門、植根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均含附件)

總經理 周建隆

第1頁　共1頁



1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對帳

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貳、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

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

程序 

一~三(略) 

四、靜止戶之註銷帳戶作

業： 

(一)期貨商得就長期無交

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

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

之靜止戶辦理清查作

業，倘清查後欲終止契

約暨註銷帳戶，可自行

斟酌以親訪、電話、書

信、傳真、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電子化方

式通知期貨交易人。 

(二)前開通知發生到達效

力後，如期貨交易人未

於一個月內為反對意

思表示，期貨商始得終

止契約並註銷帳戶。 

(三)期貨商應就靜止戶相

關之認定與通知，訂定

相關規範；相關規範應

明定確實留存通知期

貨交易人終止契約業

已生法定效力之相關

佐證資料或紀錄，包含

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

契約之方式、所應留存

之證明文件、各類文件

保存年限、期貨交易人

申訴管道暨受理申訴

之處理程序等事項。 

(四)期貨商得於受託契約

與期貨交易人約定，連

續三年無交易且無未

貳、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

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

程序 

一~三(略) 

四、期貨商得自行選擇是否

辦理一段時間無交易

且無未沖銷部位及無

保證金、權利金餘額之

靜止戶清查作業，倘清

查後須註銷客戶帳

戶，應以雙掛號通知期

貨交易人，並載明未於

一個月內函覆同意續

約，即行終止契約並註

銷帳戶。上開通知送達

且期貨交易人未函覆

同意續約，期貨商即應

終止契約並註銷帳

戶。另期貨商得於受託

契約與期貨交易人約

定，連續三年無交易且

無未沖銷部位及無保

證金、權利金餘額，期

貨商得逕行終止契約

並註銷帳戶。 

 

 

 

 

 

 

 

 

 

 

 

 

 

 

 

 

一、有關期貨商終止契

約之意思表示，依 

民法第九十四條及

九十五條有關意思

表示之規定，可分

為對話意思表示及

非對話意思表示，

並無限縮僅得以書

面雙掛號為之，故

放寬期貨商得採親

訪、電話、書信、

傳真、電子郵件、

簡訊或其他電子化

等多元化通知方

式，故修正本項前

段規定並移列為第

一款。 

二、為強化管控、維護

期貨交易人權益，

期貨商應於相關規

範明定靜止戶之認

定，及確實留存通

知期貨交易人終止

契約業已生法定效

力之相關佐證資料

或紀錄等相關規

範，爰於第二、三

款增列。 

三、原本項後段規定移

列為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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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沖銷部位及無保證

金、權利金餘額，期貨

商得逕行終止契約並

註銷帳戶。 

五、(略) 

六、期貨商應留存各項證明

文件，包括雙掛號郵寄

紀錄、郵政單位回執、

靜止戶之註銷相關佐證

資料或紀錄、每年度僅

寄送一次對帳單期貨交

易人清冊、暫免寄送對

帳單期貨交易人清冊及

期貨交易人帳戶註銷彙

總表，其保存年限同開

戶契約保存年限。 

七~八(略) 

 

 

 

 

 

五、(略) 

六、期貨商應留存各項證明

文件，包括雙掛號郵寄

紀錄、郵政單位回執、

期貨交易人回函、每年

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

期貨交易人清冊、暫免

寄送對帳單期貨交易

人清冊及期貨交易人

帳戶註銷彙總表，其保

存年限同開戶契約保

存年限。 

七~八(略) 

 

 

 

 

 

 

為修正靜止戶註銷帳

戶作業通知期貨交易

人終止契約業已生法

定效力及期貨交易人

回覆之相關佐證資料

或紀錄，爰調整期貨商

應留存各項證明文件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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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
書、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五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九七○○一二六五九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稽字第○九七○○○三六四九○號函訂定全文六點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一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九七○○三二六六一四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五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稽字第○九七○○○七一二八○號函修正全文三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七字第○九七○○六九四八七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二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稽字第○九八○○○○七九四○號公告修正名稱、第貳點

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九九○○六○一○三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稽字第○九九○○一二七四○三號函修正第壹點條文，修

正條文自一百年十月五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五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一○四○○五三六一六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七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輔字第一○五○○○○○二一○號函修正第貳點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十六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輔字第一○六○四○○三一九○號函修正名稱、第壹點條

文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四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期字第一一一○三四九四○七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輔字第一一一○○○二六三○號函修正第貳點條文 

 

壹、期貨商處理無法送達買賣報告書及對帳單作業程序 

一、期貨商辦理寄送對帳單作業，若該期貨交易人於當月份無交易、無

未沖銷部位且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者，於接獲民眾通知該期貨

交易人未居住於該地址，或經郵政單位退回所寄送之對帳單，應即

依開戶契約所列聯絡電話通知該期貨交易人，請其於約定期限內辦

理變更通訊地址或其他領取對帳單方式，並應依本作業要點辦理。 

二、前項電話通知應留存同步錄音及電話通知書面紀錄，該書面紀錄應

包括期貨交易人帳號、姓名、聯絡電話、接獲民眾通知時間或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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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退回時間、經辦人員電話通知時間、電話通知結果及經辦人員

簽章，並經權責主管（經理人）覆核且簽名或蓋章。 

三、期貨商無法與期貨交易人取得聯繫者，應以雙掛號同時寄送對帳單

至期貨交易人之通訊地址及戶籍地址，並依下列寄送情形辦理： 

(一)倘對帳單寄送至通訊地址未被退回，仍應依規定寄送對帳單至期

貨交易人通訊地址。 

(二)倘對帳單寄送至通訊地址被退回，應更改寄送對帳單至期貨交易

人戶籍地址。 

(三)倘對帳單寄送至通訊地址及戶籍地址皆被退回，在取得郵政單位

出具查無該期貨交易人、遷移不明或招領逾期之證明文件後，

得暫免寄送對帳單。 

四、期貨商辦理寄送買賣報告書、對帳單作業，若該期貨交易人當月份

有交易，於其買賣報告書或對帳單遭退回者，期貨商應依開戶文件

所列聯絡電話或其他各種聯絡方式與期貨交易人取得聯繫。期貨商

無法與期貨交易人取得聯繫者，應自行訂定該類期貨交易人委託下

單或申請出金時之聯繫機制，並應落實執行客戶徵信與瞭解(KYC)、

風險控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等相關規範作業。 

五、期貨商應留存各項證明文件，包括得改寄對帳單至期貨交易人戶籍

地址或暫免寄送對帳單應取得之各項通知或退回紀錄、電話通知書

面紀錄、雙掛號郵寄紀錄、郵政單位回執及退回之對帳單等，其保

存年限同開戶契約保存年限，並應留存電話通知錄音紀錄至少一年。 

六、期貨商應於當月底彙總該月份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異動

清冊(格式如附表一)，並於次月五日前申報本公司備查。 

貳、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 

一、期貨商得於每年度最後一個營業日清查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期貨交

易人，於次年度一月五日前以雙掛號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予

該期貨交易人，該次年度其餘月份期貨商得暫免寄送對帳單：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

元以下。 

二、期貨商應於每年度最後一個營業日清查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期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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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人，於次年度一月五日前以雙掛號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

予該期貨交易人，嗣後期貨商得暫免寄送對帳單：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

萬元以下。 

三、期貨商依前二項規定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予該期貨交易人前，

應以專函通知或於對帳單上載明，期貨商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

單及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條件，並請期貨交易人儘速出清其所屬保證

金、權利金餘額。 

四、靜止戶之註銷帳戶作業： 

(一)期貨商得就長期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無保證金、權利金餘

額之靜止戶辦理清查作業，倘清查後欲終止契約暨註銷帳戶，

可自行斟酌以親訪、電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簡訊或其

他電子化方式通知期貨交易人。 

(二)前開通知發生到達效力後，如期貨交易人未於一個月內為反對

意思表示，期貨商始得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 

(三)期貨商應就靜止戶相關之認定與通知，訂定相關規範；相關規

範應明定確實留存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業已生法定效力之

相關佐證資料或紀錄，包含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之方式、

所應留存之證明文件、各類文件保存年限、期貨交易人申訴管

道暨受理申訴之處理程序等事項。 

(四)期貨商得於受託契約與期貨交易人約定，連續三年無交易且無

未沖銷部位及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期貨商得逕行終止契約

並註銷帳戶。 

五、期貨商應彙總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

易人清冊及期貨交易人帳戶註銷彙總表(格式如附表二、附表三、

附表四)；期貨商於次年度應每月更新載明前揭每年度僅寄送一次

對帳單、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是否有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

而恢復按月寄送對帳單之情事，並經權責主管（經理人）覆核且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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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蓋章後留存專檔備查。 

六、期貨商應留存各項證明文件，包括雙掛號郵寄紀錄、郵政單位回執、

靜止戶之註銷相關佐證資料或紀錄、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期貨

交易人清冊、暫免寄送對帳單期貨交易人清冊及期貨交易人帳戶註

銷彙總表，其保存年限同開戶契約保存年限。 

七、期貨商依規定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或暫免寄送對帳單者，仍

應按月編製對帳單，隨時供期貨交易人查詢。 

八、期貨商依本要點貳、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

序規定，辦理對帳單寄送作業，若有符合本要點壹、期貨商處理無

法送達對帳單作業程序規定之情事者，應依該作業程序辦理。 

参、期貨商應將本作業要點納入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並報經董

事會通過，期貨商之內部稽核人員應確實查核並留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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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符合「期貨商處理無法送達對帳單作業程序」規定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異動清冊  

製表人員：   權責主管： 

製表日期: 

期貨商代號 期貨商名稱 交易人帳號 交易人姓名 開戶日期 
帳戶保證金、權

利金餘額 
雙掛號寄送日期 雙掛號退回日期 停止寄送起始年月份 恢復寄送起始年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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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符合「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ㄧ之規定，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清冊 

期貨商代號及名稱：       

清查年度：     

 

交易人 

身分證

號碼(註

1) 

姓名 

交易人

於本公

司開戶

數(註2) 

交易帳號 開戶日期 

最近一

次交易

日 

最近一次保證金、權利

金餘額變動 
當年度最後一個

營業日帳戶保證

金、權利金餘額 

(註3) 

適用得每年度僅

寄送一次對帳單

起始年月份 

寄送之對帳

單是否遭退

回 

恢復按月寄送對帳單(註5) 交易人出清交

易保證金、權

利金餘額日期 

交易人帳戶

註銷日期 
備註 

日期 
保證金、權利

金餘額(註3) 
起始年月份 原因 

經辦人員及 

權責主管簽章 

             

            

            

 保證金、權利金

餘額小計 

(註4) (註4)         

                 

                 

                 

                 

                 

                 

                 

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    

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人數：              

註： 

1.應以期貨交易人身分證號碼為分類標準依序揭露各欄位資料。 

2.期貨交易人開戶數包括 IB開戶數。 

3.若期貨交易人保證金、權利金餘額為外幣者，請以該年度最後一個營業日匯率折算成新臺幣表達。 

4.若該期貨交易人開立一個以上之交易帳號者，應揭露該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數。 

5.期貨商於次年度應每月清查前揭期貨交易人因不符本要點規定而恢復每月寄送對帳單之狀況，並於此欄位中揭露恢復寄送對帳單起始年月份並由經辦人員及權責主管簽名或蓋章。 

製表人員：        權責主管： 

製表日期： 



 7 

附表三 

符合「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二之規定，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清冊(有保證金、權利金餘額者) 

期貨商代號及名稱：       

清查年度：      

交易人 

身分證號碼(註1) 
姓名 

交易人於 

本公司開戶

數(註2) 

交易帳號 開戶日期 最近一次交易日 

最近一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變

動 
當年度最

後一個營

業日帳戶

保證金、

權利金餘

額(註3) 

適用暫免

寄送對帳

單起始年

月份 

寄送之

對帳單

是否遭

退回 

恢復按月寄送對帳單

(註5) 
交易人出

清帳戶保

證金、權

利金餘額

日期 

交易人帳戶

註銷日期 
備註 

日期 
保證金、權利金餘額

(註3) 

起始年

月份 
原因 

經辦人

員及權

責主管

簽章 

             

            

            

 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小計 (註4) (註4)         

                 

                 

                 

                 

                 

                 

                 

                 

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    

 

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人數：               

 

註： 

1.應以期貨交易人身分證號碼為分類標準依序揭露各欄位資料。 

2.期貨交易人開戶數包括IB開戶數。 

3.若期貨交易人保證金、權利金餘額為外幣者，請以該年度最後一個營業日匯率折算成新臺幣表達。 

4.若該期貨交易人開立一個以上之交易帳號者，應揭露該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數。  

5.期貨商於次年度應每月清查前揭期貨交易人因不符本要點規定而恢復每月寄送對帳單之狀況，並於此欄位中揭露恢復寄送對帳單起始年月份並由經辦人員及權責主管簽名或蓋章。 

 

 

 

製表人員：        權責主管： 

 

製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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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符合「期貨商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二之規定，且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之期貨交易人帳戶清冊及帳戶註銷彙總表 

期貨商代號及名稱：        

清查年度：     

交易人 

身分證號碼(註1) 
姓  名 

交易人於 

本公司開戶數 

(註2) 

交易帳號 開戶日期 最近一次交易日 
最近一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變動 當年度最後一個

營業日帳戶保證

金、權利金餘額 

通知方式 
通知交易

人日期 

通知送達或 

退回日期 

交易人是否函

覆同意續約 

交易人帳戶

註銷日期 
備註 

日期 保證金、權利金餘額 

               

               

               

 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小計         

               

               

               

               

               

               

               

               

               

               

               

 

註： 

1.應以期貨交易人身分證號碼為分類標準依序揭露各欄位資料。 

2.期貨交易人開戶數包括IB開戶數。 

 

製表人員：        權責主管： 

 

製表日期： 



1 

 

 

「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修正對照表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 

 

一、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CA-21130 客戶帳戶之管

理 

(一)~ (三) (未調整；略)…。 

(四)註銷帳戶作業： 

1.(未調整；略)…。 

2.靜止戶之註銷帳戶作業： 

(1)公司得得就長期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

位及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之靜止戶

辦理清查作業，倘清查後欲終止契約

暨註銷帳戶，可自行斟酌以親訪、電

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簡訊或

其他電子化方式通知期貨交易人。 

(2)前開通知發生到達效力後，如期貨交

易人未於一個月內為反對意思表示，

公司始得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 

(3)公司應就靜止戶相關之認定與通知，

訂定相關規範；相關規範應明定確實

留存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業已生

法定效力之相關佐證資料或紀錄，包

含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之方式、

所應留存之證明文件、各類文件保存

年限、期貨交易人申訴管道暨受理申

訴之處理程序等事項。 

(一)~ (三) (未調整；略)…。 

(四)註銷帳戶作業： 

1.(未調整；略)…。 

2.公司得自行選擇是否辦理一段時間無交

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無保證金、權利金

餘額之靜止戶清查作業，倘清查後須註

銷客戶帳戶，應以雙掛號通知期貨交易

人，並載明未於一個月內函覆同意續

約，即行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上開通

知送達且期貨交易人未函覆同意續約，

公司即應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另公司

得於受託契約與期貨交易人約定，連續

三年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無保證

金、權利金餘額，公司得逕行終止契約

並註銷帳戶。 

 

 

 

 

 

 

 

 

 

為簡化靜止戶銷戶作

業，在兼顧民法相關

規範暨維護期貨交易

人權益，且無礙於期

貨商保全證據下，得

採取其他多元化通知

方式，爰修訂本公司

「期貨商寄送買賣報

告書、對帳單及註銷

帳戶作業要點」規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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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4)公司得於受託契約與期貨交易人約

定，連續三年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及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期貨商得

逕行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 

3.~5.(未調整；略)…。 

(五)~ (七) (未調整；略)…。 

(八)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

程序規範： 

1.~3.(未調整；略)…。 

4.靜止戶之註銷帳戶作業： 

(1)公司得得就長期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

位及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之靜止戶

辦理清查作業，倘清查後欲終止契約

暨註銷帳戶，可自行斟酌以親訪、電

話、書信、傳真、電子郵件、簡訊或

其他電子化方式通知期貨交易人。 

(2)前開通知發生到達效力後，如期貨交

易人未於一個月內為反對意思表示，

公司始得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 

(3)公司應就靜止戶相關之認定與通知，

訂定相關規範；相關規範應明定確實

留存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業已生

法定效力之相關佐證資料或紀錄，包

 

 

 

 

3.~5.(未調整；略)…。 

(五)~ (七) (未調整；略)…。 

(八)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

程序規範： 

1.~3.(未調整；略)…。 

4.公司得自行選擇是否辦理一段時間無交

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無保證金、權利金

餘額之靜止戶清查作業，倘清查後須註

銷客戶帳戶，應以雙掛號通知期貨交易

人，並載明未於一個月內函覆同意續

約，即行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上開通

知送達且期貨交易人未函覆同意續約，

公司即應終止契約並註銷帳戶。另公司

得於受託契約與期貨交易人約定，連續

三年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無保證

金、權利金餘額，公司得逕行終止契約

並註銷帳戶。 

 

 

 

 

 

 

 

 

 

 

 

為簡化靜止戶銷戶作

業，在兼顧民法相關

規範暨維護期貨交易

人權益，且無礙於期

貨商保全證據下，得

採取其他多元化通知

方式，爰修訂本公司

「期貨商寄送買賣報

告書、對帳單及註銷

帳戶作業要點」規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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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含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之方式、

所應留存之證明文件、各類文件保存

年限、期貨交易人申訴管道暨受理申

訴之處理程序等事項。 

(4)公司得於受託契約與期貨交易人約

定，連續三年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及

無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公司得逕行終

止契約並註銷帳戶。 

5.(未調整；略)。 

6.應留存各項證明文件，包括雙掛號郵寄

紀錄、郵政單位回執、靜止戶之註銷相

關佐證資料或紀錄、每年度僅寄送一次

對帳單期貨交易人清冊及暫免寄送對帳

單期貨交易人清冊及期貨交易人帳戶註

銷彙總表，其保存年限同開戶契約保存

年限。 

7.~8.(未調整；略)。 

 

 

 

 

 

 

 

 

 

 

5.(未調整；略)。 

6.應留存各項證明文件，包括雙掛號郵寄

紀錄、郵政單位回執、期貨交易人回函、

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期貨交易人清

冊及暫免寄送對帳單期貨交易人清冊及

期貨交易人帳戶註銷彙總表，其保存年

限同開戶契約保存年限。 

 

7.~8.(未調整；略)。 

 

 

 

 

 

 

 

 

 

 

為修正靜止戶註銷帳

戶作業通知期貨交易

人終止契約業已生法

定效力及期貨交易人

回覆之相關佐證資料

或紀錄，爰調整期貨

商應留存各項證明文

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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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AA-21130-1 

 

客戶帳戶

管理作業

之稽核 

 

目的： 

確定上述

作業是否

符合規定

辦理 

 

（ 不 定

期：每年

至少查核

乙次） 

 

 

 

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規

範： 

一、適用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之期貨交

易人，是否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

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

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

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二、適用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是

否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

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

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

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三、依前二項規定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

予該期貨交易人前，是否以專函通知或於

對帳單上載明，公司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

對帳單及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條件，並請期

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規

範： 

一、適用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之期貨交

易人，是否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

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

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

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二、適用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是

否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

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

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

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三、依前二項規定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

予該期貨交易人前，是否以專函通知或於

對帳單上載明，公司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

對帳單及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條件，並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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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貨交易人儘速辦理出清其所屬保證金、權

利金餘額。 

四、是否依期交所「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

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規定格式，

彙總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及暫免寄送

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清冊及期貨交易人帳

戶註銷彙總表。 

五、是否依期交所「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

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規定之保存

期限留存各項證明文件。 

六、靜止戶之註銷帳戶作業是否留存通知期貨

交易人終止契約業已生法定效力及期貨交

易人回覆之相關佐證資料或紀錄。 

貨交易人儘速辦理出清其所屬保證金、權

利金餘額。 

四、是否依期交所「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

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規定格式，

彙總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及暫免寄送

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清冊及期貨交易人帳

戶註銷彙總表。 

五、是否依期交所「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

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規定之保存

期限留存各項證明文件。 

 

 

 

 

 

 

 

 

 

 

 

 

 

 

 

 

 

配合CA-21130

內容修正，爰

修訂作業程序

(方法 )及稽核

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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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稽核查核明細表修正內容 

                                          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及收入循環：經紀部門 

開戶與帳戶管理作業查核明細表 

項目 查核程序 
查 核 結 果  

底 稿 索 引  
是 否 不適用 

客戶帳戶之管

理 

調整對帳單寄送頻率及註銷帳戶作業程序規範：  

一、適用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是否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二、適用得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是否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無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二)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保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三)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三、依前二項規定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予該期貨交易人前，是否以專函通知或

於對帳單上載明，公司得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及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條件，並

請期貨交易人儘速辦理出清其所屬保證金、權利金餘額。 

四、是否依期交所「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規定格式，

彙總每年度僅寄送一次對帳單及暫免寄送對帳單之期貨交易人清冊及期貨交易

人帳戶註銷彙總表。 

五、是否依期交所「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點」規定之保

存期限留存各項證明文件。 

六、靜止戶之註銷帳戶作業是否留存通知期貨交易人終止契約業已生法定效力及期貨

交易人回覆之相關佐證資料或紀錄。 

    

備註：上開查核程序應至少查核 10 戶，並於受查期限後二週內完成 

稽核人員     日期  

作業週期：每年至少查核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