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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商檢查手冊(異動版) 

一、 主要業務之查核（共 14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1.2.4 (4)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38 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

管理辦法第 15 條及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82-2

條規定辦理借券，並於市場賣出

時，是否符合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

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未超

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

受益權單位數之 25%?借券賣出餘

額是否未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 10%?

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是否

未超過該種有價證券前 30 個營業

日之日平均成交數量之 30%?但證

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指數投資證

券、營業處所經營結構型商品與股

權衍生性商品交易業務、擔任受益

憑證流動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

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

者等避險需求、或證券商擔任股票

造市者提供買賣報價或避險需求

之借券賣出不受限制。 

(4)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38 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

管理辦法第 15 條及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 82-2

條規定辦理借券，並於市場賣出

時，是否符合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

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未超

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

受益權單位數之 25%?借券賣出餘

額是否未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 10%?

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是否

未超過該種有價證券前 30 個營業

日之日平均成交數量之 30%?但證

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指數投資證

券、營業處所經營結構型商品與股

權衍生性商品交易業務、擔任受益

憑證流動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

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期貨造市

者等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不受限

制。 

本會 110.6.4 金管證交字

第 1100362039號令 

配合函令修正，修訂查

核事項及援引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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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3.2.2 2.買賣決策之查核 

經營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是否

訂定買賣政策及相關處理程序？

除本會另有規定外，買賣之分析、

決策、執行、變更及檢討等作業程

序是否納入其內部控制制度?前項

之資料，是否按時序記載並建檔保

存?其保存期限是否不少於五年? 

2.買賣決策之查核 

經營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業務，是否

訂定買賣政策及相關處理程序？

除本會另有規定外，買賣之分析、

決策、執行、變更及檢討等作業程

序是否納入其內部控制制度?前項

之資料，是否按時序記載並建檔保

存?其保存期限是否不少於五年? 

1.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1條 

2.本會 110.3.31 金管證券

字第 1100335023A號令 

 

配合函令修正，修訂援

引之法規。 

3.2.2.1 (1)擔任中央公債、認購（售）權

證、指數投資證券、指數股票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

信託基金、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或興櫃股票之主要交易商、流動

量提供者、造市商或推薦證券商，

負報價及應買應賣等義務者。 

(1)辦理中央公債、對擔任流動量

提供者之認購（售）權證、指數投

資證券、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對擔任造市

商之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或對所推薦之興櫃股票負

報價及應買應賣等義務者。 

 配合函令修正，修訂查

核事項。 

3.2.12 12.證券商在集中交易市場及營業

處所自行買賣有價證券，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有無申報賣出其未持有

之有價證券？ 

12.證券商在集中交易市場及營業

處所自行買賣有價證券，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有無申報賣出其未持有

之有價證券？ 

1.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2條 

2.本會 110.6.4 金管證交

字第 11003620391號令 

配合函令修正，修訂援

引之法規。 

3.2.12.10 (10)擔任股票造市者之提供買賣

報價或避險需求。 

  配合函令修正，增訂查

核事項。 

3.2.12.11 (11)擔任股票交易獎勵參與者之

參與交易或避險需求。 

  配合函令修正，增訂查

核事項。 

3.2.13 13.證券自營商因應上述規定之交

易需求而申報賣出，得向證券金融

事業借入有價證券，不受證券金融

13.證券自營商因應上述規定之交

易需求而申報賣出，得向證券金融

事業借入有價證券，不受證券金融

1.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2條 

2.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

第 38條 

配合函令修正，修訂援

引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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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事業管理規則第 38 條第 1 項「在

證券商訂立委託買賣契約逾 3 個

月以上」之限制。但該借入之有價

證券，不得作為證券商辦理有價證

券借貸業務出借的券源。 

事業管理規則第 38 條第 1 項「在

證券商訂立委託買賣契約逾 3 個

月以上」之限制。但該借入之有價

證券，不得作為證券商辦理有價證

券借貸業務出借的券源。 

3.本會 110.6.4 金管證交

字第 11003620391號令 

3.3.3.1.3.9 VIIII.擔任興櫃股票公司辦理增

資發新股為初次上市（櫃）

公開銷售時之推薦證券商。 

  配合法令修正，增訂查

核事項。 

3.3.3.2.4.17 q.股票申請創新板初次上市案件

未具合格投資人資格者。 

  配合法令修正，增訂查

核事項。 

3.3.3.2.4.18 r.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規定要件等之實質關係人。 

q.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規定要件等之實質關係人。 

 配合增訂查核項目，修

改項目編號。 

3.3.3.2.5 ⑤證券商辦理已上市、上櫃公司現

金增資或募集具有股權性質之

公司債或金融債或分離型附認

股權特別股與分離型附認股權

公司債其分離後之認股權，受理

詢價圈購之對象，是否符合「證

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

處理辦法第 43-1 條」第 1 項第

3款至第 15款及第 18款規定？ 

證券商辦理創新板上市公司前

項所訂案件及戰略新板興櫃公

司現金增資案件，受理詢價圈購

之對象是否符合「證券商承銷或

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⑤證券商辦理已上市、上櫃公司現

金增資或募集具有股權性質之

公司債或金融債或分離型附認

股權特別股與分離型附認股權

公司債其分離後之認股權或臺

灣存託憑證再次發行之承銷案

件，受理詢價圈購之對象，是

否準用「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

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43-1

條」第 1項第 3款至第 15款及

第 17款規定？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

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43 條

之 1 

配合法令修正，修訂查

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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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43-1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15

款、第 17款及第 18款規定？ 

臺灣存託憑證再次發行之案

件，受理詢價圈購之對象是否符

合「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

證券處理辦法第 43-1 條」第 1

項第 3款至第 16款及第 18款規

定？ 
3.3.3.3 (3)主辦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上

櫃前承銷案件、股票申請創新板

初次上市、創新板上市公司轉列

上市、上櫃公司之承銷案件暨臺

灣存託憑證初次發行案件之詢

價圈購作業是否建立預詢機

制？於正式詢圈前先探尋主要

法人或專業投資人對價格與數

量之需求，是否留下紀錄？該紀

錄是否以書面方式保留一年，並

以電子媒體方式保留三年備查。 

(3)主辦承銷商辦理初次上市、上

櫃前承銷案件暨臺灣存託憑證

初次發行案件之詢價圈購作業

是否建立預詢機制？於正式詢

圈前先探尋主要法人或專業投

資人對價格與數量之需求，是

否留下紀錄？該紀錄是否以書

面方式保留一年，並以電子媒

體方式保留三年備查。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

有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22 條

之 2 

配合法令修正，修訂查

核事項。 

3.3.15.1 (1)除上櫃轉上市案件、股票申請

創新板初次上市案件及其他法

令另有規定者外，普通股股票初

次上市（櫃）前之承銷案件、創

新板上市公司轉列上市、上櫃公

司之承銷案件採包銷方式辦理

者，主辦承銷商是否與發行公司

(1)除上櫃轉上市案件及其他法令

另有規定者外，普通股股票初

次上市（櫃）前之承銷案件採

包銷方式辦理者，主辦承銷商

是否與發行公司簽定協議，由

發行公司協調股東按該次對外

公開銷售數量之一定比例，提

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

價證券處理辦法第 4 之 1

條 

配合法令修正，修訂查

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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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簽定協議，由發行公司協調股東

按該次對外公開銷售數量之一

定比例，提供已發行普通股股票

供主辦承銷商於承銷期間進行

過額配售？上述協議內容是否

包含「承銷商辦理初上市（櫃）

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

點」第 2點第 1至 5款？該協議

是否先經發行公司董事會決議

通過？ 

供已發行普通股股票供主辦承

銷商於承銷期間進行過額配

售？上述協議內容是否包含

「承銷商辦理初上市（櫃）案

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

點」第 2 點第 1 至 5 款？該協

議是否先經發行公司董事會決

議通過？ 

3.5.5.2 (2)發行前交易標的公債是否係經

財政部發布每季發債計畫或增

發債公告之次一營業日起至發

行日前一個營業日止之買賣斷

交易? 

(2)發行前交易標的公債是否係經

財政部發布標售之公告後，自

其發行日之前 15個營業日起至

前一個營業日止之買賣斷交

易？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

所中央政府公債發行前交

易辦法第 3條 

配合法令修正，修訂查

核事項。 

 

二、內部管理之查核（共 1 項） 

項目編號 
查核事項 

法令規章 說明 
修正後 修正前 

4.4.5 5.介接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MyData)平臺服務之查核 

(1)對依「數位服務個人化平臺介

接作業試辦要點」所蒐集之資

料是否建立相關資訊安全

(如：資料傳輸安全性及紀錄保

 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平臺

介接作業要點 

配合法令增訂，增訂

查核事項及援引之法

規。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01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01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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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管制及查核機制? 

(2)該平台取得之個人資料相關

儲存、利用及傳遞是否依資通

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