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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大期貨 凱基證券 群益期貨 凱基證券 元大期貨 元大證券 康和期貨 凱基證券

2 凱基期貨 元大證券 元大期貨 永豐金證券 康和期貨 凱基證券 統一期貨 永豐金證券

3 群益期貨 永豐金證券 康和期貨 元大證券 群益期貨 永豐金證券 元大期貨 元大證券

4 康和期貨 群益金鼎證券 統一期貨 日盛證券 統一期貨 群益金鼎證券 群益期貨 日盛證券

5 統一期貨 日盛證券 凱基期貨 富邦綜合證券 凱基期貨 日盛證券 凱基期貨 群益金鼎證券

6 永豐期貨 富邦綜合證券 元富期貨 群益金鼎證券 永豐期貨 富邦綜合證券 元富期貨 富邦綜合證券

7 華南期貨 元富證券 永豐期貨 元富證券 元富期貨 元富證券 永豐期貨 元富證券

8 元富期貨 兆豐證券 大昌期貨 國票綜合證券 華南期貨 兆豐證券 大昌期貨 國票綜合證券

9 富邦期貨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 富邦期貨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 富邦期貨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 華南期貨 大昌證券

10 日盛期貨 國票綜合證券 國票期貨 兆豐證券 玉山證券 國票綜合證券 富邦期貨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

11 美林證券 國泰綜合證券 國泰期貨 大昌證券 日盛期貨 國泰綜合證券 日盛期貨 兆豐證券

12 玉山證券 統一綜合證券 第一金證券 統一綜合證券 台新證券 統一綜合證券 新光證券 統一綜合證券

13 國票期貨 大昌證券 日盛期貨 國泰綜合證券 大昌期貨 大昌證券 台新證券 國泰綜合證券

14 瑞士信貸銀行台北證券 康和綜合證券 新光證券 康和綜合證券 第一金證券 康和綜合證券 玉山證券 康和綜合證券

15 第一金證券 台中銀證券 玉山證券 合作金庫證券 新光證券 合作金庫證券 國票期貨 合作金庫證券

16 大昌期貨 德信綜合證券 美林證券 台中銀證券 國票期貨 台中銀證券 國泰期貨 德信綜合證券

17 摩根大通證券 合作金庫證券 台新證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中國信託證券 德信綜合證券 第一金證券 新百王證券

18 台新證券 光和證券 兆豐期貨 聯邦商業銀行 國泰期貨 新百王證券 兆豐期貨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19 國泰期貨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中國信託證券 高橋證券 兆豐期貨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中國信託證券 台中銀證券

20 新光證券 新百王證券 摩根大通證券 大展證券 大慶證券 光和證券 宏遠證券 光隆證券

21 台灣摩根士丹利證券 高橋證券 宏遠證券 奔亞證券 宏遠證券 聯邦商業銀行 大慶證券 大展證券

22 兆豐期貨 聯邦商業銀行 大慶證券 永興證券 摩根大通證券 奔亞證券 摩根大通證券 聯邦商業銀行

23 中國信託證券 奔亞證券 光和證券 亞東證券 高橋證券 亞東證券 高橋證券

24 大慶證券 臺銀綜合證券 致和證券 港商德意志證券台北 陽信證券 陽信證券

25 宏遠證券 安泰證券 福邦證券 寶盛證券 光和證券

26 亞東證券 陽信證券 安泰證券 安泰證券 奔亞證券

27 花旗環球國際證券 致和證券 光隆證券 致和證券 永興證券

28 寶盛證券 永全證券 永全證券 福邦證券

29 大展證券 豐農證券 大展證券 致和證券

30 豐農證券 中農證券 萬泰證券 豐農證券

31 日進證券 日茂證券 日進證券 安泰證券

32 萬泰證券 臺銀綜合證券 豐農證券 永全證券

33 日茂證券 盈溢證券 臺銀綜合證券 日進證券

34 光隆證券 日茂證券 中農證券

35 富隆證券 光隆證券 臺銀綜合證券

36 福邦證券 福邦證券 日茂證券

37 全泰證券 富隆證券

38 福勝證券 全泰證券

39 福勝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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