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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金融實務自民國 98 年 8 月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兼營期貨

信託事業，發行國泰 Man AHL 組合期貨信託基金起，陸續由寶來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兼營期貨信託事業發行寶來商品指數期貨信託基

金、由目前唯一專營期貨信託業務之寶富期貨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寶

富多元策略期貨信託基金及寶來黃金期貨信託基金，至民國 99 年 11 月

期貨基金募集規模更已達新台幣 49.5109 億，由此可見我國期貨信託基金

正處於剛起步而發展卻十分迅速之現象。 我國雖於制訂期貨交易法時於

第四章第三節明訂期貨服務事業，而期貨信託事業為期貨服務事業之

一，惟其關於期貨信託事業者僅為原則性之規定，且授權主管機關訂定



相關技術性及細節性規則，而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基於期貨

交易法之授權，業於民國 96 年 7 月 10 日發布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

基金相關四法規，即「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期貨信託事業管理

規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期貨信託事業募集期貨信託基

金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以為規範我國期貨信託事業設立及

期貨信託基金之募集，但對於期貨信託事業設立及基金募集規範仍有不

足之處。 本論文將先介紹期貨信託投資制度，透過比較美國、英國及新

加坡對期貨信託基金之規範，討論我國現行期貨信託就期貨投資信託事

業設立、期貨信託基金募集與私募、期貨信託事業之運作與監督管理可

能之不足或缺失之處，最後提出立法體例、期貨信託定位及受益人保

護、期貨信託事業設置、私募之法源、風險控管機制、期貨信託事業之

行政上、刑事上及民事上之責任等問題，一一詳加研究並建議解決方

式，期待輔以參考國外發展期貨信託基金之經驗，以利我國制度發展，

並進一步與世界接軌，必能使我國期貨市場更加蓬勃發展。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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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保管機構 68 第三項 受益人 68 第四節 我國期貨信託契約當事人間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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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立 82 第一項 我國期貨投資信託事業之設立條件 83 第一款 專營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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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頁數 
172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5/4 

轉檔

日期 
2011/05/05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3676028 2011.5.4 21:20 58.115.91.121 new 01 493676028 2011.5.4 21:21 

58.115.91.121 new 02 493676028 2011.5.4 21:22 58.115.91.121 new 03 

493676028 2011.5.4 21:24 58.115.91.121 new 04 493676028 2011.5.4 21:25 

58.115.91.121 new 05 493676028 2011.5.4 21:26 58.115.91.121 new 06 

493676028 2011.5.4 21:27 58.115.91.121 new 07 493676028 2011.5.4 21:28 

58.115.91.121 new 08 

異動

記錄 

C 493676028 Y2011.M5.D4 21:15 58.115.91.121 M 493676028 Y2011.M5.D4 

21:16 58.115.91.121 M fila3996 Y2011.M5.D4 21:35 58.115.91.121 M 



493676028 Y2011.M5.D5 10:27 163.29.160.135 M fila3996 Y2011.M5.D5 11:34 

140.136.128.86 M fila3996 Y2011.M5.D5 11:34 140.136.128.86 I 030540 

Y2011.M5.D5 13:45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