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規則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二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金管證期字第一Ο一ΟΟ五六二五三號函准予照辦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結字第一Ο一ΟΟΟ四四二三Ο號公告修正第一百零八條 

第一百零八條  結算會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於本公司規定期限內，增繳交

割結算基金： 

一、財產經法院為終局執行者。 

二、簽發之票據因存款不足退票，且未註銷紀錄者。 

三、依本公司期貨商、結算會員經營風險預警作業辦法評等欠佳

者，或連續發生虧損且業主權益低於實收資本額百分之六十

者。 

四、內部稽核作業評等欠佳，經輔導考核仍未見改善者。 

五、結算會員或其委託期貨商內部控制制度之規定有增加市場風

險之虞者，或未能落實執行其內部控制制度之規定。 

六、違反法令或本公司章則情節重大者，經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迭

次處分仍未見改善者。 

七、交割結算基金有不足支應市場風險之虞時，本公司得對全體

結算會員調整交割結算基金之提撥金額。 

八、其他重大突發事故，或主管機關指示者。 

前項增繳之金額由結算業務委員會建議，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

必要時得隨時召開董事會決議後實施。 

第一項第五款之認定標準，由本公司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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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規則第一百零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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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一百零八條  結算會員有下列情事之

一者，應於本公司規定期限內，增繳

交割結算基金： 
一、財產經法院為終局執行者。 
二、簽發之票據因存款不足退票，且

未註銷紀錄者。 
三、依本公司期貨商、結算會員經營

風險預警作業辦法評等欠佳者，

或連續發生虧損且業主權益低於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六十者。 
四、內部稽核作業評等欠佳，經輔導

考核仍未見改善者。 
五、結算會員或其委託期貨商內部控

制制度之規定有增加市場風險之

虞者，或未能落實執行其內部控

制制度之規定。 
六、違反法令或本公司章則情節重大

者，經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迭次處

分仍未見改善者。 
七、交割結算基金有不足支應市場風

險之虞時，本公司得對全體結算

會員調整交割結算基金之提撥金

額。 
八、其他重大突發事故，或主管機關

指示者。 
 
前項增繳之金額由結算業務委員

會建議，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必要

時得隨時召開董事會決議後實施。 

 
第一項第五款之認定標準，由本

公司公告之。 
 

第一百零八條  結算會員有下列情事之

一者，應於本公司規定期限內，增繳

交割結算基金： 
一、財產經法院為終局執行者。 
二、簽發之票據因存款不足退票，且

未註銷紀錄者。 
三、依本公司期貨商、結算會員經營

風險預警作業辦法評等欠佳者。 
四、內部稽核作業評等欠佳，經輔導

考核仍未見改善者。 
五、其他重大突發事故，或主管機關

指示者。 
六、交割結算基金有不足支應市場風

險之虞時，本公司得對全體結算

會員調整交割結算基金之提撥金

額。 
前項增繳之金額由結算業務委員

會建議，經董事會決議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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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結算會員資格標準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二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金管證期字第一Ο一ΟΟ五六二五三號函准予照辦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結字第一Ο一ΟΟΟ四四二三Ο號公告修正第四條、第五條

及第六條 

第 四 條  本公司個別結算會員以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期貨商為限，並

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略）  

二、（略）  

三、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按其實收資

本額或指撥專用營運資金之百分之二十繳存

交割結算基金。繳存金額最高以新台幣四千萬

元為限。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後，繳存交

割結算基金之上限金額減為新台幣二千萬元

，並按本公司訂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

結算基金。  

（以下略）  

第 五 條  本公司一般結算會員以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期貨商為

限，並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略）  

二、（略）  

三、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向本公繳存

新台幣四千萬元。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後，繳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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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結算基金之金額減為新台幣三千萬元，並按

本公司訂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算

基金。  

　（以下略）  

第 六 條  本公司特別結算會員以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金融機構為

限，並須符合下列條件： 

一、（略）  

二、（略）  

三、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向本公繳存

新台幣四千萬元。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後，繳存交

割結算基金之金額減為新台幣三千萬元，並按

本公司訂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算

基金。  

　（以下略）  

 



1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結算會員資格標準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第四條 本公司個別結算會員以經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期貨商為限，並須符合下列條

件： 

一、（略） 

二、（略） 

三、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按

其實收資本額或指撥專用營運資金

之百分之二十繳存交割結算基金。繳

存金額最高以新台幣四千萬元為限。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

後，繳存交割結算基金之上限金額減

為新台幣二千萬元，並按本公司訂定

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算基

金。 

(以下略) 

第四條 本公司個別結算會員以經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期貨商為限，並須符合下列條

件： 

一、（略） 

二、（略） 

三、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按

其實收資本額或指撥專用營運資金

之百分之二十繳存交割結算基金。繳

存金額最高以新台幣四千萬元為限。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應按

本公司訂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

交割結算基金。 

(以下略) 

第五條 本公司一般結算會員以經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期貨商為限，並須符合下列條

件： 
一、（略） 

二、（略） 

三、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向

本公司繳存新台幣四千萬元。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

後，繳存交割結算基金之金額減為新

台幣三千萬元，並按本公司訂定之提

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以下略) 

 

第五條 本公司一般結算會員以經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期貨商為限，並須符合下列條

件： 
一、（略） 

二、（略） 

三、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向

本公司繳存新台幣四千萬元。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應按

本公司訂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

交割結算基金。 

(以下略) 

第六條 本公司特別結算會員以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之金融機構為限，並須符合下

列條件： 

第六條 本公司特別結算會員以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之金融機構為限，並須符合下

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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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一、（略） 

二、（略） 

三、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向

本公司繳存新台幣四千萬元。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

後，繳存交割結算基金之金額減為新

台幣三千萬元，並按本公司訂定之提

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以下略) 

 

一、（略） 

二、（略） 

三、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一)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前，應向

本公司繳存新台幣四千萬元。 

(二)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應按

本公司訂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

交割結算基金。 

 (以下略)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繳存交割結算基
金作業辦法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二日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金管證期字第一Ο一ΟΟ五六二五三號函准予照辦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台期結字第一Ο一ΟΟΟ四四二三Ο號公告修正第二條、第三條

及第五條 
 

第 二 條  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後，應按本辦法規定之提撥

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第 三 條  全體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應續繳之交割結算基金為

交割結算基金總額大於交割結算基金定額之金額。 

前項所稱交割結算基金總額，由本公司每年視市場規模至少計

算檢討一次，並於訂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其金額為取下列計算

方式所得金額較大者： 

一、取不同期間內本公司期貨交易契約之估計風險值，並在百分之

九十九信賴水準下，估算百分之二十五之未沖銷部位於一定期

間內可能違約之損失金額。 

二、以壓力測試估算結算會員可能虧損金額之最大者。  

(以下略) 

第 五 條  各結算會員依前條計算應續繳交割結算基金金額大於其已續繳

之金額者，應繳存差額之部分；應續繳交割結算基金金額小於其已

續繳之金額者，得經本公司通知後，領回差額之部分。 

本公司於每年一、四、七及十月初，依第四條規定計算各結算

會員應續繳交割結算基金之金額，各結算會員依前項規定應繳存或

領回之金額，應於本公司通知之日起三個營業日內繳存或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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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 
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繳存交割結算基金 

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第二條 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滿一年

後，應按本辦法規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

交割結算基金。 

第二條 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後，應按

本辦法規定之提撥方式及金額繳存交割結

算基金。 

 

第三條  全體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

後，應續繳之交割結算基金為交割結算基金

總額大於交割結算基金定額之金額。 

前項所稱交割結算基金總額，由本公司

每年視市場規模至少計算檢討一次，並於訂

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其金額為取下列計

算方式所得金額較大者： 

一、取不同期間內本公司期貨交易契約之估

計風險值，並在百分之九十九信賴水準

下，估算百分之二十五之未沖銷部位於

一定期間內可能違約之損失金額。 

二、以壓力測試估算結算會員可能虧損金額

之最大者。  

(以下略) 

 

第三條  全體結算會員辦理結算交割業務

後，應續繳之交割結算基金為交割結算基金

總額大於交割結算基金定額之金額。 

前項所稱交割結算基金總額，由本公司

每年視市場規模至少計算檢討一次，並於訂

定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其計算方式為取不

同期間內本公司期貨交易契約之估計風險

值，並在百分之九十九信賴水準下，估算百

分之二十五之未沖銷部位於一定期間內可

能違約之損失金額。 

(以下略)        

第五條 各結算會員依前條計算應續繳交割

結算基金金額大於其已續繳之金額者，應繳

存差額之部分；應續繳交割結算基金金額小

於其已續繳之金額者，得經本公司通知後，

領回差額之部分。 

本公司於每年一、四、七及十月初，依

第四條規定計算各結算會員應續繳交割結

算基金之金額，各結算會員依前項規定應繳

存或領回之金額，應於本公司通知之日起三

個營業日內繳存或領回。 

 

第五條 各結算會員依前條計算應續繳交割

結算基金金額大於其已續繳之金額者，應繳

存差額之部分；應續繳交割結算基金金額小

於其已續繳之金額者，得經本公司通知後，

領回差額之部分。 

各結算會員依前項規定應繳存之金

額，應於規定期限內存入本公司交割結算基

金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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