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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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先生
聯絡電話：(02)2369-5678　分機：3143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年1月26日
發文字號：台期結字第111000019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公告本公司「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大陸地區投資人從事期貨
交易『累計新臺幣已實現盈餘』計算方式」修正條文對照表
及權益數申報系統之「保證金專戶權益總值概況申報檔案格
式(按日申報)」修正內容，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說明：
一、依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111年1月14日金管證期字第

1100375630號函辦理。
二、配合期貨商辦理期貨交易人國內期貨交易帳戶間賸餘現金保

證金、權利金撥轉作業，修正本公司「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
大陸地區投資人從事期貨交易『累計新臺幣已實現盈餘』計
算方式」，如附件1。

三、修正本公司權益數申報系統之「保證金專戶權益總值概況申
報檔案格式(按日申報)」內容，如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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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行外匯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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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律事務所、植根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各部門、本公司網站、記者室、保管銀行(均含附件)

總經理 黃炳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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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從事期貨交易 

「累計新臺幣已實現盈餘」計算方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計算方式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與大陸地區投資人從事期

貨交易，申報之「累計新

臺幣已實現盈餘」之計算

方式如下： 

(一)計算公式 

申報「累計新臺幣已實

現盈餘」（A）=（當日）

累計新臺幣已實現損

益（B）± 本日存提－

（當日）期貨未沖銷部

位損失金額－（當日）

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

保證金－依「加收保證

金指標」所加收之保證

金 

(二)說明 

1.申報「累計新臺幣

已實現盈餘」

（A）…(略) 

2.(當日)累計新臺幣

已實現損益 

（B）…(略) 

3.本日存提：為下列各

項收付金額之合計。 

(1)(當日 )結匯金

三、計算方式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與大陸地區投資人從事期

貨交易，申報之「累計新

臺幣已實現盈餘」之計算

方式如下： 

(一)計算公式 

申報「累計新臺幣已實

現盈餘」（A）=（當日）

累計新臺幣已實現損

益（B）± 本日存提－

（當日）期貨未沖銷部

位損失金額－（當日）

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

保證金－依「加收保證

金指標」所加收之保證

金 

(二)說明 

1.申報「累計新臺幣

已實現盈餘」

（A）…(略) 

2.(當日)累計新臺幣

已實現損益 

（B）…(略) 

3.本日存提：為下列各

項收付金額之合計。 

(1)(當日 )結匯金

配合期貨商得受理期貨交

易人申請將其國內期貨交

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證金、

權利金相互撥轉，爰將計算

公式說明，有關「本日存提」

項目，增訂「(4) (當日)期

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保

證金、權利金相互撥轉之金

額」；另原「(4)(當日)與國

際合作商品款項收付專戶

間相互撥轉之金額」，移列

為(5)。 

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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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2)(當日)同一期貨

商國內、外期貨

交易客戶保證金

專戶相互撥轉之

金額。 

(3)(當日)與其他期

貨商之客戶保證

金專戶間相互撥

轉之金額。 

(4)(當日)期貨交易

帳戶間賸餘現金

保證金、權利金

相互撥轉之金

額。 

(5)(當日)與國際合

作商品款項收付

專戶間相互撥轉

之金額。 

國際合作商品

係指經主管機關核

准本公司與國外期

貨交易所簽署合作

協議，於該國外期貨

交易所上市以新臺

幣計價之期貨交易

契約。 

(以下略) 

額。 

(2)(當日)同一期貨

商國內、外期貨

交易客戶保證金

專戶相互撥轉之

金額。 

(3)(當日)與其他期

貨商之客戶保證

金專戶間相互撥

轉之金額。 

(4)(當日)與國際合

作商品款項收付

專戶間相互撥轉

之金額。 

國際合作商品

係指經主管機關核

准本公司與國外期

貨交易所簽署合作

協議，於該國外期貨

交易所上市以新臺

幣計價之期貨交易

契約。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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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專戶權益總值概況申報檔案格式(按日申報)  

 欄位名稱 性質 說明 檔案格式 

第

一

筆

資

料

︵

申

報

公

司

︶ 

申報年月日 9(08) 

 8位數字。年份（西元）

占 4 位數，月份占 2 位

數，日份占 2位 

期貨商代號 X(07)   

申報時間 9(06)  hhmmss 

本次申報資料

筆數 
9(08) 

  

期貨商種類 X(01) 1.期貨經紀商  

資料內容截止

時間 
X(01) 

A.申報完整日終資料  

Filler X(264)   

資料換行碼 X(02)  0x0D+0x0A 

第

二

筆

後

每

筆

資

料 

︵

申

報

對

象

︶ 

國內 /國外期

貨交易業務別 
X(01) 

1.國內 2.國外  

資料日期 9(08) 

 8位數字。年份（西元）

占 4 位數，月份占 2 位

數，日份占 2位 

帳號類別 X(01) 
1.交易人 2.期貨經紀商 3.

期貨自營商 

 

帳號 X(07) 

權益總值資料有異動之

帳號，包括交易人、期貨

經紀商、期貨自營商 

 

前日餘額 S9(14) 

前一營業日之本日餘額

欄位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4位；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日之入金、

撥入金額 
9(12) 

凡屬交易人繳存、換匯入

金、國外期貨交易帳號匯

入國內期貨交易帳號、期

1.此為正數，整數 12位；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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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名稱 性質 說明 檔案格式 

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金

保證金、權利金撥入等之

合計金額。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日之出金、

撥出金額 
9(12) 

凡屬交易人提領、換匯出

金、國內期貨交易帳號匯

出至國外期貨交易帳號、

期貨交易帳戶間賸餘現

金保證金、權利金撥出等

之合計金額。 

1.此為正數，整數 12位；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到期履約損益 S9(12) 

係指交易人期貨及選擇

權到期履約損益等合計

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利

益為正數、損失為負

數；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權利金收入 S9(12) 

係指交易人賣出選擇權

契約所收入之權利金等

合計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此

為正數，倘為負數時，

請填入負號；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權利金支出 S9(12) 

係指交易人買入選擇權

契約所支付之權利金等

合計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此

為正數，倘為負數時，

請填入負號；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日期貨平倉

損益淨額 
S9(12) 

係指交易人期貨平倉損

益等合計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利

益為正數、損失為負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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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名稱 性質 說明 檔案格式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期交稅 S9(9) 

係指交易人期交稅支出

等合計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9位，此

為正數，倘為負數時，

請填入負號； 

2.各幣別合計約當新臺

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本日餘額 S9(14) 

本日帳戶餘額，即前日餘

額+本日之入金金額-本

日之出金金額+到期履約

損益+權利金收入-權利

金支出+本日期貨平倉損

益淨額-手續費-期交稅。 

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號

一位，整數 14 位，各幣

別合計之約當新臺幣，不

足位數左邊補零，元以下

四捨五入。 

未沖銷期貨浮

動損益淨額 
S9(12) 

係指交易人期貨部位未

平倉部位損益淨額之合

計金額。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利

益為正數、損失為負

數；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有價證券抵繳

總額 
9(12) 

係指交易人有價證券抵

繳金額上限為未平倉部

位的SPAN結算保證金的

一半之合計金額。 

1.此為正數，整數 12位； 

2.各幣別合計約當新臺

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權益數 S9(14) 

係指本日餘額欄位至有

價證券抵繳總額欄位之

合計淨額；為本日帳戶之

淨值，即本日餘額+未沖

銷期貨浮動損益+有價證

券抵繳總額。 

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號

一位，整數 14 位，各幣

別合計之約當新臺幣，不

足位數左邊補零，元以下

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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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名稱 性質 說明 檔案格式 

未沖銷買方選

擇權市值 
9(12) 

係指交易人選擇權買方

部位之市場價值加總。 

 

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臺

幣，此為正數，整數 12

位，不足位數左邊補零，

元以下四捨五入。 

未沖銷賣方選

擇權市值 
9(12) 

係指交易人選擇權賣方

部位之市場價值加總。 

 

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臺

幣，此為正數，整數 12

位，不足位數左邊補零，

元以下四捨五入。 

權益總值 S9(14) 

係指權益數欄位至未沖

銷賣方選擇權市值欄位

之合計淨額；為本日帳戶

之清算值(含未沖銷選擇

權市值)，即權益數+未沖

銷買方選擇權市值-未沖

銷賣方選擇權市值。 

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號

一位，整數 14 位，各幣

別合計之約當新臺幣，不

足位數左邊補零，元以下

四捨五入。 

原始保證金 9(12) 

係指交易人於下單委託

買賣前，必須存入帳戶的

交易保證金，即本日期貨

及選擇權部位所需原始

保證金。 

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臺

幣，此為正數，整數 12

位，不足位數左邊補零，

元以下四捨五入。 

維持保證金 9(12) 

係指交易人持有期貨及

選擇權部位所必須維持

在帳戶中的保證金最低

限額，即本日期貨及選擇

權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 

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臺

幣，此為正數，整數 12

位，不足位數左邊補零，

元以下四捨五入。 

委託保證金及

委託權利金 
9(12) 

係指本日委託成功尚未

成交期、權部位所需之原

始保證金及權利金。 

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臺

幣，此為正數，整數 12

位，不足位數左邊補零，

元以下四捨五入。 

依「加收保證

金指標」所加

收之保證金 

9(12) 

係指因達加收保證金規

定所加收之保證金均屬

之。 

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臺

幣，此為正數，整數 12

位，不足位數左邊補零，

元以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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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名稱 性質 說明 檔案格式 

可動用(出金)

保證金 
S9(12) 

本日帳戶之可委託下單

或可出金金額，即盤後權

益數-原始保證金-依加收

保證金指標所加收之保

證金。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可

動用(出金)保證金為正

數，負數時請填入負

數；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超額 /追繳保

證金 
S9(12) 

超額保證金為正數，係指

權益數-原始保證金 

追繳保證金為負數，係指

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

時，期貨商需辦理追繳作

業時之金額，即權益數-

原始保證金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12位，超

額為一正數，不足為一

負數； 

2.各幣別合計之約當新

臺幣，不足位數左邊補

零，元以下四捨五入。 

風險指標 S9(4)v9(4)  

係指帳戶權益總值相對

於原始保證金加上未沖

銷選擇權市值之風險比

率，即權益總值/(原始保

證金+未沖銷買方選擇權

市值-未沖銷賣方選擇權

市值+依「加收保證金指

標」所收取之保證金)。 

1.第一個位數加上正負

號一位，整數 4位小數

點以下 4位，小數點不

占位數，不足位數左邊

補零，小數點 4位以下

四捨五入。例如：

+2.3141 存 入 時 以

+00023141表示。-12.04

存入時以-00120400 表

示。最大為 9999.9999。 

2.OI為 0時，本欄數值為

空白或 0。 

資料換行碼 X(02) 0x0D+0x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