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編號 外國期貨商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R201  美商愛德盟期貨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暫無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61號3樓 02-2713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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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期貨自營商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P001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pf.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8樓 02-23811799

2 P002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mega.com.tw/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95號3樓 02-33227073

3 P003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fcf.com.tw/front/bin/home.phtml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地下1樓之1  02-27488338

4 P004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futures.com.tw/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7號2樓部分、3

樓、4樓、5樓
02-27176000

5 P005  日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ihsunfutures.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11號4樓 02-25042088

6 P006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pitalfutures.com.tw/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1 02-27002888

7 P008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sterlink.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9號18樓  02-23255818 

8 P09A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ecurities.sinopac.com/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2號7樓、18樓

及20樓
02-23114345

9 P015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sterlink.com.tw/futures/futures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8號3樓 02-27290818

10 P020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com.tw/ 台北市中山區成功里明水路700號9樓 02-21818888

11 P022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bon-ebroker.com/fbs/index.fs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4樓 02-81783018

12 P024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scnet.com.tw/ 台北市東興路8號 02-27478266

13 P026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ntrust.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4號5樓 02-25456888

14 P028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uanta.com.tw/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7號8樓、9樓

部分
02-27185886

15 P030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ihsun.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11 號 7樓

0800-088268

02-25157527

02-25157537

16 P032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futures.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6樓部分、12樓及

13樓
02-23619889

17 P033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thaysec.com.tw

台北市大安區虎嘯里敦化南路二段333號19

樓、20樓暨335號6樓、10樓、19樓、20

樓、21樓
02-23269888

18 P037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sc.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86號2樓 02-23618600

19 P038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19號12樓 02-23570777

20 P039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tsi.com.tw/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2號4樓 02-25636262

21 P04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consumer.chinatrust.com.tw/CTCBPortalWeb/appmanager/ebank/r

b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5、6樓 02-33277777

22 P045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ibfs.com.tw/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126號4樓及132號4

樓
02-85021999

23 P046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nsec.com.tw/HWweb/Content.Files/Securities.Files/Mainfra

me/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236號3至5樓及7樓 02-27008899

24 P047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ibff.com.tw/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88號8樓、8樓

之1、8樓之10
02-2768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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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050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ncordfutures.com.tw/ 台北市復興北路143號5樓、6樓 02-27171339

26 P052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tbcsec.com/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3樓 02-66392345

27 P053  玉山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unsec.com.tw/index.asp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8號6樓 02-55805013

28 P054  法銀巴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72樓 02-87297000

29 P055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33號19樓部分、335

號10樓部分
02-23269899

30 P056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futures/home/index.htm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3樓,3樓之1及21樓 02-23882626

31 P057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cfhc-sec.com.tw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25號2樓、6樓
02-27319987

32 P058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ssco.com.tw/jsp/footer/content.jsp?pn=0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2 樓 02-218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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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期貨經紀商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F001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33號19樓部分、335

號10樓部分、335號5樓部分
02-23269899

2 F002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pf.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8樓 02-23829320

3 F004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futures.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6樓部分、12樓及

13樓
02-23619889

4 F005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ibff.com.tw/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88號8樓、8樓

之1、8樓之10
02-27683998

5 F007  日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ihsunfutures.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11號4樓 02-25042088

6 F008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fcf.com.tw/front/bin/home.phtml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地下1樓之1 02-27488338

7 F014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ft.entrust.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4號3樓之

7.8.9
02-27180000

8 F018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sterlink.com.tw/futures/futures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8號3樓 02-27290818

9 F020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pitalfutures.com.tw/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1 02-27002888

10 F02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futures.com.tw/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7號2樓部分、3

樓、4樓、5樓
02-27176000

11 F026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futures/home/index.htm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3樓,3樓之1及21樓 02-23882626

12 F029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ncordfutures.com.tw/ 台北市復興北路143號5樓、6樓 02-27171339

13 F030  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egafutures.com.tw/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95號2樓及10樓

部分
02-23278895

14 F039  大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cnf.com.tw/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之2號9樓之2 02-29601066

15 S126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nsec.com.tw/HWweb/Content.Files/Securities.Files/Mainfra

me/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236號3至5樓及7樓 02-27008899

16 S144  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07號9樓與17

樓
02-23763766

17 S147  台灣摩根士丹利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207號14樓部分及22樓
02-27302888

18 S152  瑞士商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證券分公司  暫無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09號5樓 02-27156388

19 S159  花旗環球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14樓及15樓 02-87269000

20 S218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osc.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86號2樓 02-23618600

21 S526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cstock.com.tw/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74、176號4樓 02-25084888 

22 S538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tsi.com.tw/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2號4樓 02-25636262

23 S616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tbcsec.com/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68號3樓 02-66392345

24 S844  摩根大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pmorgan.com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06號3樓及8樓 02-87862288

25 S856  新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kis.com.tw/nsk/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5樓 02-2311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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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884  玉山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unsec.com.tw/index.asp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8號6樓 02-55805013

27 S815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ssco.com.tw/jsp/footer/content.jsp?pn=0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4 號 2 樓 02-2181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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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期貨經理事業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M018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futures.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6樓部分、12樓及

13樓
02-23619889

2 M020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pf.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8樓 02-23829320

3 M022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futures/home/index.htm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3樓,3樓之1及21樓 02-23882626

4 M023  日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ihsunfutures.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11號4樓 02-25042088

5 M025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pitalfutures.com.tw/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1 02-27002888

6 M028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sterlink.com.tw/futures/futures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8號3樓 02-272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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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期貨顧問事業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A001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pf.com.tw 台北市博愛路17號10樓 02-23829320

2 A002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fcf.com.tw/front/bin/home.phtml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地下1樓之1  02-27488338

3 A003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futures.com.tw/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7號2樓部分、3

樓、4樓、5樓
02-27176000

4 A004  日盛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ihsunfutures.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11號4樓 02-25042088

5 A005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pitalfutures.com.tw/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1 02-27002888

6 A006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33號19樓部分、335

號10樓部分
02-23269899

7 A008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ncordfutures.com.tw/ 台北市復興北路143號5樓、6樓 02-27171339

8 A009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futures/home/index.htm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3樓,3樓之1及21樓 02-23882626

9 A011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ft.entrust.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4號3樓之

7.8.9
02-27180000

10 A013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sterlink.com.tw/futures/futures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8號3樓 02-27290818

11 A019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ibff.com.tw/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88號8樓、8樓

之1、8樓之10
02-27683998

12 A020  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egafutures.com.tw/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95號2樓及10樓

部分
02-23278895

13 A021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futures.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6樓部分、12樓及

13樓
02-23619889

14 A025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otrade.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7、18、20樓 02-66308899

15 A026  運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in-dollar.com/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60號10樓 02-27810909

16 A027  萬寶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fund.com.tw/ 台北市松江路87號4樓 02-66083998

17 A028  啟發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ifar.com.tw/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100號9樓、102

號9樓
02-23820566

18 A029  大華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da-hwa-international.com.tw/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2號23樓 02-83695566

19 A032  顧德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ood-group.com.tw/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14樓(A1

室)
02-23913000

20 A033  華信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washin.com.tw/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7號5樓之3、之4 02-77251489

21 A034 承通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27813900.com/about.php 台北市八德路二段260號6樓 02-27813900

22 A036  永誠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88598.com.tw/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45號6樓、10樓 02-25428999

23 A042  玉山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unconsulting.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6樓之1 02-55569913

24 A043  亞洲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sia-rich.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26號11樓A2 02-23948282

25 A044  倫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invest.com.tw/main/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7號6樓 02-23219933

26 A045  大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cnf.com.tw/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之2號9樓之2 02-2960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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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047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tsi.com.tw/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2號4樓 02-25636262

28 A049 高欣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tock88168.com.tw/ 台北市復興北路150號7樓之2 02-87728076

29 A050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onsec.com.tw/HWweb/Content.Files/Securities.Files/Mainfra

me/index.aspx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236號3至5樓及7樓 02-27008899

30 A051 君安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http://richers.com.tw/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7樓 02-7701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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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期貨信託事業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T002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htrust.com.tw/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308號8樓  02-81616800

2 T003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thaysite.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9號6樓 02-27008399

3 T004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funds.com/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7號地下1層 02-27175555

4 T008  新光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kit.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3號12樓 02-25071123

5 T010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zmoney.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8樓 02-27478388

6 T011  永豐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itc.sinopac.com.tw/web/index.aspx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號13樓 02-23618110

7 T015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asset-

management/home/index.htm?ctype=B&cid=menu&oid=asset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108號8樓 02-87716688

8 T016 街口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koam.com/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3段206號9樓 02-27505555

9 T018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tbcinvestments.com.tw/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12樓 02-26526688

項次 編號 槓桿交易商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L00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yuantafutures.com.tw/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77號2樓部分、3

樓、4樓、5樓
02-27176000

2 L002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pitalfutures.com.tw/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97號B1 02-27002888

3 L003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futures.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2號6樓部分、12樓及

13樓
02-23619889

4 L004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台北市大安區虎嘯里敦化南路2段333號19

樓部分、335號10樓部分、335號5樓部分
02-23269899

5 L005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ubon.com/futures/home/index.htm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9號3樓,3樓之1及21樓 02-2388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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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號 期貨交易輔助人 (統計日期：110年12月1日) 網  頁  連  結 地址 電話

1 B091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pital.com.tw/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1號4樓 02-87808888

2 B092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gieworld.com.tw/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700號 02-21818888

3 B093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ntrust.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4號4樓、4樓

之2至4樓之12、5樓、7樓之3、7樓之9
02-25456888

4 B096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bon.com/securities/home/index.htm?ctype=B&cid=menu&o

id=securities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4樓 02-81783018

5 B098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uanta.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219號10樓部分、11樓
02-27177777

6 B09A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otrade.com.tw/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二號7、18、20樓 02-66308899 

7 B102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cfhc-sec.com.tw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25號2樓、6樓
02-27319987

8 B103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andbank.com.tw/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6號 02-23483456

9 B104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wfhcsec.com.tw/Pages/Index.aspx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8號4樓 02-23882188

10 B1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bbstock.com.tw/tbb/index/layout.jsp 台北市塔城街30號 02-25597171

11 B116  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ihsun.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11號3,4樓 02-25048888

12 B123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b.com.tw 台北市衡陽路68號3樓 02-23619654

13 B532  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asytrade.com.tw/ 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96號 03-4224243

14 B546  寶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台中市北屯區北興街43號1、2樓 04-22309377

15 B560  永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ss.com.tw/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20號2樓 02-23218200

16 B566  日進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scl.com.tw/ 苗栗市中正路426號4樓  037-332266 

17 B585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scnet.com.tw/ 台北市東興路8號  02-27478266 

18 B586  盈溢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e-order.com.tw/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 38 號 07-2888516 

19 B592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sterlink.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97號22樓 0800-088148

20 B596  日茂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mstock.com.tw/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1020號 049-2353266

21 B601 犇亞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imasia.com.tw/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99號3樓 02-25478818

22 B611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tcbs.com.tw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45號1樓 04-22268588

23 B621  新百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hks.com.tw/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1號B1 07-2118888

24 B638  光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kuanzho.com.tw/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166號3樓 04-8886500

25 B646  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dcn.com.tw/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2 號 9 樓 0800-010669

26 B648  福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fortune.com.tw/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號6樓 02-23836888

27 B662  口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暫無 桃園市三民路三段317號4樓 03-3353359

28 B691  德信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sc.com.tw/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號3樓 02-23939988

29 B695  福勝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shan-ewin.com.tw/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63號3樓  02-26251818 

30 B700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mega.com.tw/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95號7樓 02-2327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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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707  豐農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sptrade.fenglong.com.tw/fenglong/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669號 04-25281000

32 B775  北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eicheng.com.tw/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16號3樓  02-29283456 

33 B779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ls.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88號15樓 02-25288988

34 B838 安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antay.com.tw/antay/index/layout.jsp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36號 07-8122789

35 B845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oncords.com.tw/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76號地下1樓 02-87871888

36 B849  萬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wantaig.com.tw/wantaig/index/layout.jsp 嘉義市新榮路193號2樓 05-2289911

37 B852  中農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sptrade.chungnourn.com.tw/chungnourn/index/layout.jsp 台中市梧棲區四維中路157巷1號 04-26572801 

38 B858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bot.com.tw/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2樓 02-25040066

39 B871  陽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unnysec.com.tw/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65號地下之2 02-27629288

40 B888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athaysec.com.tw/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33號19樓 02-23269888

41 B703 致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intan.com.tw/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10號 06-2219777

42 B645 永全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ucn.com.tw/aboutus.aspx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82號2樓至7樓 03-3352155

43 B505 大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chan.com.tw/7/index.html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17號17樓、17樓之

1、之2、之3
02-25551234

★總、分公司基本資料，詳相關周邊單位網站

https://www.futures.org.tw/member/list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https://www.taifex.com.tw/cht/index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貨商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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