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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元大寶來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整體市場概況 

    相較於 105 年黑天鵝滿天飛造成市場動盪的情況，106 年全球經濟環境漸入

佳境，是期貨市場較為平和的一年，但仍有許多事件，牽引著國際市場走勢。在

商品期貨的表現上，106 年國際油價穩步回升，輕原油期價也來到約 1 年半的高

點；而金屬期貨方面，民生金屬基本上呈現漲勢，特別是銅期貨受到電動車行情

帶動，算是 106 年較活躍的商品；而黃金期貨也不乏交易機會，再加上供給穩定、

需求提升，行情呈現上行趨勢。 

    就國內市場而言，台灣期交所 106 年交易總量達 2.65 億口，創下歷史新高，

也是連續第 4 年超過 2 億口。期貨開戶數達 1,739,050 戶也較 105 年成長。而最

大的改變莫過於台灣期交所在 106 年 5 月 15 日起推出夜盤交易，推出至今交易量

佔全年比例超過 10%，在夜盤交易成效顯現之下，預期 107 年期市量能展望樂觀，

持續成長。 

    元大期貨在 106 年持續強化各項經營管理，包括提高股東權益的獲利能力、

落實風險管理和經紀業務目標等，皆已確切落實達成各項營運目標如下：財務表

現方面，106 年稅後淨利為 8.73 億元，位居專營期貨商第一名；稅後 EPS 為 3.76

元，稅後 ROE 為 11.92%。業務表現方面，期貨經紀市占率為 21.71%，選擇權經紀

市占率為 14.61%，國外期貨市占率為 25.6%，皆為市場排名第一，且大幅領先同

業。 

    另外，為因應 107 年 APG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並遵循防

制洗錢暨打擊資恐(AML/CFT)法規及政策，本公司在 106 年全力執行 AML/CFT 風險

控管，故藉由業務單位、法遵風控、稽核部門三道控管防線，並完成全機構風險

評估、成立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推動小組，以提升整體控管成效，並有效降低相

關風險，落實本公司穩健經營之目標。 

二、公司治理情形 

1. 參與證基會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本公

司評鑑結果皆維持 A++最優級，為國內唯一連續三年獲此殊榮之期貨公司，顯現

本公司除積極布局新事業和推動業務之外，亦高度重視並具體實踐公司治理制

度。 

2. 參與證交所與櫃買中心主辦之第一屆(103 年)、第二屆(104 年)及第三屆(105

年)「公司治理評鑑」，本公司評鑑結果均名列該屆上櫃公司前百分之五，係對

本公司秉持以最高誠信經營原則，持續致力於保障股東權益並追求企業永續發

展所為之高度肯定。 

 



3. 自 101 年 4 月，董事會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職能，落實監督公司財

務業務、內部控制、法令遵循和潛在風險管控等業務，藉此強調管理公開透明

之經營理念，106 年審計委員會共召開 14次會議。 

4. 通過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所舉辦之「公司治理制度評量」，因應上櫃承諾事項及

公司長期經營之考量，透過公司治理評量檢視公司，使公司營運資訊更透明，

內部控制更完善，達到股東最大利益為重要方針。亦獲得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評

量委員會「CG6004」及「CG6006」兩項認證。 

三、經營成果 

本公司106年持續強化各項經營管理，包括提高股東權益的獲利能力、落實

風險管理、和執行自營和經紀業務目標等，皆已確切落實達成各項營運目標如

下： 

1. 財務表現方面：本公司 106 年稅後淨利為 8.73 億元，位居專營期貨商第一名，

稅後 EPS 為 3.76 元，稅後 ROE 為 11.92%。 

2. 業務表現方面：期貨經紀市占率為 21.71%，成交量 3405 萬餘口，選擇權經紀

市占率為 14.98%，成交量 5404 萬餘口，國外期貨市占率為 25.6%，成交量 841

萬餘口，上述業務市占率皆為市場排名第一且大幅領先同業。 

3. 得獎記錄方面：本公司長期以高透明經營、穩健財務績效、創新研發能力、完

整風控機制、嚴謹的公司治理及內部控制等方面，致力提供給投資人最佳服務，

於 106 年獲得市場各界的肯定佳績如下： 

（1） 第三屆公司治理評鑑「上櫃公司排名前百分之五」之殊榮 

（2） 台灣大型企業 Top 5000 期貨公司第 1 名 

（3） The Asset 財資雜誌頒發「財資雜誌年度衍生性金融商品優異獎

(Derivatives House of the Year - Highly Commended)」 

（4） The Asset 財資雜誌頒發「台灣最佳期貨經紀商(Country Awards- Best 

Brokerage House, Taiwan)」 

（5） 第 14 屆國家品牌玉山獎-傑出企業、最佳人氣品牌 

（6） 台灣期貨交易所第三屆期貨鑽石獎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第一名 

（7） 第 14 屆金彝獎傑出期貨人才獎、傑出風險管理獎、傑出金融創新獎 

（8） 第 71 屆金商獎-中華民國優良商人 



4. 本公司 106 年度收支執行情形及獲利能力分析情形簡述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四、研究發展狀況 

   元大期貨身為期貨業領導品牌，長期致力於誠信卓越、穩健創新之經營，近

年因應發展數位金融的浪潮，本公司亦投入資金與人力，升級系統設備，研發以

用戶為需求導向的「元大期貨智能生態鏈」，推出包含線上簽署顧問契約、線上

支付、雲端策略平台、線上線下課程串流等多項線上服務功能，搭配自行研發「元

大智能精靈」行動下單系統，打造了一站式金融服務，滿足投資人最佳化的金融

體驗。而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元大期貨更注重風險管理，本公司自建之風險管

理資訊系統，現已整合不同市場與金融商品，且風險模型能滿足不同種類跨市場、

跨商品的複雜型交易策略，成為本公司推動各項業務發展最強而有力的後盾。因

此，元大期貨於106年獲得第14屆金彝獎「傑出風險管理獎」與「傑出金融創新獎」，

顯見本公司投注的資源與發展成果獲得高度肯定。 

五、未來營運計畫及發展策略 

   展望107年，元大期貨將以「創新優化、串連全球」為整體營運策略。面對外

部競爭環境，本公司除了持續落實公司治理，並以堅強財務為後盾穩健經營，亦

持續開發新種業務及創新優化，強化策略與業務發展轉型升級；另外，透過海外

事業全面擴張，掌握業務跨境趨勢，並落實發展服務實體經濟等契機；在經紀通

路、IB服務、法人業務、期貨顧問、槓桿交易商等各項業務的拓展下，同時優化

IT平臺、風險控管、互動行銷服務與研究發展的競爭力，並在主管機關的開放進

度與法令範圍內，前瞻布局亞洲市場，結合FinTech創新發展能力，戮力朝亞太地

區最佳的綜合期貨服務事業體邁進。 

項目 106年 105年 差異 變動比例 

營業收益 2,921,001 2,933,375 -12,374 -0.42% 

營業支出 1,523,720 1,526,765 -3,045 -0.20% 

營業費用 1,020,913 1,008,449 12,464 1.24% 

其他利益及損失 648,732 592,095 56,637 9.57% 

稅前淨利 1,025,100 990,256 34,844 3.52% 

本期淨利 873,286 835,706 37,580 4.50% 

純益率 29.90% 28.49% 1.41% 4.9% 

稅後EPS (元) 3.76 3.6 0.16 4.44% 

股東權益報酬率 11.92% 11.97% -0.0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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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本公司營運計劃如下: 

1. 「鞏固經紀市佔及提高毛利率」、「推展國外期貨複委託業務為核心動能」及「擴

大客戶保證金 AUM 規模」，持續深耕國內外期權商品與客戶，穩固本公司在業務

與財務績效的龍頭地位。 

2. 推行「亞洲盃香港期貨基地計劃」，106 年 5 月香港子公司擴大營運，並為台灣

期貨商首家取得上海國際能源交易所 INE 二級代理會員，切入大中華投資圈，

107 年將打造香港子公司成為跨國跨市場多元化與多角化的國際交易平臺，滿

足國際投資人一站式投資需求。 

3. 「擴大槓桿交易商業務範圍」持續創造市場差異化，106 年度開始推展外幣保

證金業務，推出市場獨有的結構型商品，憑藉元大期貨期權領導品牌，提供一

般客戶與專業投資機構法人多元獲利與避險管道，並以產品開發力及創新力主

導市場。 

4. 推動「創新金融發展」，包含透過元大智能網等建設，搭配人工智慧等工具提升

客戶服務，以及 107 年將推出萬用智能解決方案「元大 SMART API」讓投資人

不受限平台，使用其慣用程式語言投資；更領先業界開創新型態 APP 應用程式

及發展數位金融模式，並提升元大期貨精靈之數位行動化服務，整合國內全商

品交易系統及投資資訊。 

5. 「優化風險控管」以因應瞬息萬變的期貨市場，包含強化海外子公司遵法與風

險管理、核心業務人才培育與提升創新思維能力、提高系統效能以規避期貨市

場失序(喪失流動性)時的風險與損失、強化資訊安全防止駭客入侵等。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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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本公司 106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暨董事會造送 106年度

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其中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瑟

凱會計師及郭柏如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上項書表，業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並經全體成

員同意，爰依照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鑒察。

此致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股東常會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 賴坤鴻

中 華 民 國 一 零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附件三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元大寶來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 2 條（本準則用詞定義） 

本準則所稱本公司人員，係

指董事、經理人及員工。 

本準則所稱經理人係指依

公司法第29條規定委任之

總經理、副總經理級、各部

門主管及分公司經理人。 

本準則所稱員工，係指除前

項經理人以外，經本公司僱

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第 2 條（本準則用詞定義）

本準則所稱本公司人員，係

指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員

工。 

本準則所稱經理人包括總

經理、副總經理級、協理

級、以及其他有為公司管理

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 

本準則所稱本公司員工，係

指經理人及其他員工。 

為使本公司經理人及員工

有所區隔，爰修正本條第二

項經理人及第三項員工之

定義。 

第 5 條（平等任用及禁止

歧視原則） 

本公司應尊重多元化社

會，給予本公司經理人及員

工平等任用及發展職業生

涯之機會，不得因個人性

別、種族、宗教信仰、黨派、

性傾向、職級、國籍或年齡

等因素，而為差別待遇、或

任何形式之歧視。 

第 5 條（平等任用及禁止

歧視原則） 

本公司應尊重多元化社

會，給予本公司員工平等任

用及發展職業生涯之機

會，不得因個人性別、種

族、宗教信仰、黨派、性別

取向、職級、國籍或年齡等

因素，而為差別待遇、或任

何形式之歧視。 

1.本公司所任用之人員亦

包含經理人，爰修正本

條，新增經理人之文字。

2.鑒於目前法律文字中較

少以「性別取向」之名詞，

爰擬依照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修正文字為「性

傾向」。 

第 14 條（利益衝突發生可

能之防止） 

董事及經理人應秉持高度

自律，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前

揭人員本身或其代表之法

人有利害關係，致有損公司

利益之虞，及其自認或董事

會決議應迴避者，應迴避

第 14 條（利益衝突發生可

能之防止） 

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董事

會所列議案與董事本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

係，致有損公司利益之虞，

及董事自認或董事會決議

應迴避者，應迴避之。 

鑒於本公司經理人亦屬利

益衝突發生可能之防止範

圍，爰修正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新增經理人之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之。 

董事及經理人自認無法以

客觀或有利於公司之方式

處理事務時，或有關交易或

關係可能引起利益衝突

時，應主動陳明，並以合法

允當之方式處理或迴避處

理。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基於

其職位及權限，若有其本

人、配偶、父母、子女或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及其任職

之機構參與公司之業務往

來時，應主動陳明，並以合

法允當之方式處理或迴避

處理。   

董事自認無法以客觀或有

利於公司之方式處理事務

時，或有關交易或關係可能

引起利益衝突時，應主動陳

明，並以合法允當之方式處

理或迴避處理。 

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基於

其職位及權限，若有其本

人、配偶、父母、子女或二

親等以內之親屬及其任職

之機構參與公司之業務往

來時，應主動陳明，並以合

法允當之方式處理或迴避

處理。 

第 15 條（公平交易與對待）

本公司人員應公平對待業

務往來之對象，不得有任何

不公平或不道德之行為，包

括： 

一、相互取得不當利益。 

二、散佈客戶、交易商、競

爭者及本公司人員之不

實謠言。 

三、故意不實陳述本公司商

品或服務之品質或內

容。 

四、其他透過操縱、隱匿、

濫用基於職務所獲悉

之資訊、對重要事項做

不實陳述，或以不公平

之交易方式而獲取不

第 15 條（公平交易與對待）

本公司人員應公平對待業

務往來之對象，不得有任何

不公平或不道德之行為，包

括： 

一、相互取得不當利益。 

二、散佈客戶、交易商、競

爭者及員工之不實謠

言。 

三、故意不實陳述本公司商

品或服務之品質或內

容。 

四、其他透過操縱、隱匿、

濫用基於職務所獲悉之

資訊、對重要事項做不

實陳述，或以不公平之

交易方式而獲取不當利

本公司人員不得散佈不實

謠言之對象亦應包含董事

及經理人，爰修正本條文字

為人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當利益。 

本公司人員與關係人或關

係企業交易時，應本於公平

待遇原則，遵照法令、主管

機關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

範辦理，不得有特別優惠之

情事。 

益。 

本公司人員與關係人或關

係企業交易時，應本於公平

待遇原則，遵照法令、主管

機關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

範辦理，不得有特別優惠之

情事。 

第 19 條（從事政黨性活動

之限制） 

本公司人員於工作場所或

工作時間內，不得從事任何

政黨性之活動，亦不得利用

公司資源為之。但公關人員

之特定公關活動，不在此

限。 

第 19 條（從事政黨性活動

之限制） 

本公司員工於工作場所或

工作時間內，不得從事任何

政黨性之活動，亦不得利用

公司資源為之。但公關人員

之特定公關活動，不在此

限。 

工作場所或工作時間內從

事政黨性活動之限制範圍

亦應包含本公司董事及經

理人，爰修正本條文字為人

員。 

第 27 條（本準則之公告實

施） 

本準則經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通過後施行，並提報股

東會，修正時亦同。 

第 27 條（本準則之公告實

施）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並提股東會報告，修正

時亦同。 

修正本準則應經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並

提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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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元大寶來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一.可供分配數: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540,145 
加:確定福利精算計畫損益轉入保留盈餘 636,393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176,538 
加:106 年度稅後淨利 873,285,900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 875,462,438 

二.本年度分配項目: 
法定盈餘公積 10% $ 87,328,590 
特別盈餘公積 20% 174,657,180 
特別盈餘公積 0.5% 4,366,430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 2 元) 464,552,576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44,557,662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附件六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元大寶來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1條之1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辦法，須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本

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1條之1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辦法，須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規

定辦理。 

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修正並調整部

份文字。 

第2條 

(前略)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

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並載明於章程，為審查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之資格

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

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

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

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含獨立董

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

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

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十條第一項各款不宜

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八款

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第2條 

(前略)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

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

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含獨立董

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

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

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

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

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適任之

董事(含獨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

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

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

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

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審查準則第10條第1項各款不宜上

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8款規

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

依據「公開發行公

司獨立董事設置
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修正並調整部
份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第2條之1 

獨立董事應於選任前二年及

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二、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

察人。但如為本公司或母公
司、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令

設置之獨立董事者，不在此

限。 
三、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

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百分之一以上或持

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四、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

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

系血親親屬。 
五、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
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或持

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

察人或受僱人。 
六、與本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

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
事）、監察人（監事）、經理

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七、為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

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或諮詢之專業人士、獨資、合
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

夥人、董事（理事）、監察人
（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

但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或企
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行職權

之薪資報酬、公開收購審議或
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

限。 

獨立董事曾任前項第二款或

第六款之公司或關係企業或與

本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

定公司或機構之獨立董事而現

(新增) 1.依據「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
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增
定。 

2.獨立董事選任、

兼任及連任等
相關規定。 

3.明定公開收購
審議委員會及

併購特別委員
會成員，比照薪

資報酬委員會

成員之規定，就
公開收購及併

購事項為公司
提供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

等 服 務 或 諮
詢，得排除第一

項第七款本文
之適用。 

4.為兼顧獨立董
事之獨立性與

經驗程度，明定

獨立董事候選
人，其已連續擔

任該公司獨立
董事任期達三

屆者，公司應於

依第六項規定
公告審查結果

時併同公告繼
續提名其擔任

獨立董事之理
由，並於股東會

選任時向股東

說 明 前 開 理
由，俾供股東選

任時之參考。 
5.已連續擔任公

司獨立董事任

期達三屆者，於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已解任者，不適用前項於選任

前二年之規定。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特定公司

或機構，係指與本公司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

分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
十。 

二、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
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

十之股東總計持有該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以
上，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

之往來紀錄。前述人員持有之
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

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
內。 

三、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

及其集團公司達百分之三十
以上。 

四、本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指占
總進貨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且為製造產品所不可缺乏

關鍵性原料）或主要商品（指
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
來自他公司及其集團公司達

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一項及前項所稱母公司、子

公司及集團，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十號之規定認之。 

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三家。 

獨立董事候選人已連續擔任

本公司獨立董事任期達三屆者，應

於公告獨立董事候選人審查結果

時併同公告繼續提名其擔任獨立

董事之理由，並於股東會選任時向

股東說明前開理由。 

經股東會選任或依「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七條由金融控股公司、政

相關證明文件
說明其提名之

理由；提名股東
如已檢附其提

名理由，公司即
不得阻礙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
一行使提名之

權利；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及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並將要求
上市(櫃)公司

於公告受理提
名作業時，具體

明確列示提名

股東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內容。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府或法人股東指派為獨立董事

者，於任期中如有違反「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二條或第三條之情形致應

予解任時，不得變更其身分為非獨

立董事。經股東會選任或依「公開

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第七條由金融控股公

司、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為非獨立

董事者，於任期中亦不得逕行轉任

為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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