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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課程介紹  

【證券期貨投信投顧職前】  

 

證券商業務人員職前訓練班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7.1 金管證二

字第 940121061 號函辦理，本基金會為指定

辦理證券商從業人員職前訓練機構，期藉由

此訓練課程，使業務人員預先瞭解本身職責

與風險所在，以順利協助推動公司營運。 
§ 授課講師： 

主管機關代表、業界專家 
§ 課程主題： 

1.證券商管理法規與常見違法案例研討

(含證券市場介紹) 
2.近期其他重要金融相關法規介紹 
3.業務人員道德規範 
4.證券交易前檯實務 
5.證券交易後檯實務 
6.期末測驗 
7.投資交易策略(含股票、ETT 及權證等) 

§ 上課日期時間： 
台北班： 
5/14、15(假日)，09:30-16:30 
5/16、17、18、19，15:00-18:00 
5/21、22(假日)，09:30-16:30 
5/23、24、25、26，15:00-18:00 
6/18、19(假日)，09:30-16:30 
6/20、21、22、23，15:00-18:00 
6/25、26(假日)，09:30-16:30 
6/27、28、29、30，15:00-18:00 
7/18、19、20、21，15:00-18:00 

7/25、26、27、28，15:00-18:00 
台中班： 
5/21、22(假日)，09:30-16:30 
5/28、29(假日)，09:30-16:30 
6/25、6/26(假日)，09:30-16:30 
7/23、24(假日)，09:30-16:30 

高雄班： 
5/21、22(假日)，09:30-16:30 
6/11、12(假日)，09:30-16: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2400 元 

證券商業務人員職前訓練(高階班)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4 年 7 月 1 日金

管證二字第 0940121061 號函，本基金會為

指定辦理證券商從業人員職前訓練機構，爰

特規劃「證券商業務人員職前訓練高階班」

及其他適合高階主管之 6 小時專題課程，主

要探討證券市場政策與發展脈動！ 
§ 授課講師： 

主管機關代表 
§ 課程主題： 

1.證券市場監理政策與法令鬆綁 
2.證券市場 新發展趨勢與展望 

§ 上課日期時間： 
6/23，14:00-21:0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4500 元 

證券相關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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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從業人員職前訓練班 

依據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2 年

7 月 31 修正發布之「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

員管理規則」第 11 條規定，辦理業務員登記

前，須參加職前訓練且成績合格，故期貨商之

業務員，初任及離職滿 2 年再任者，應於執行

業務前半年內參加由主管機關指定機構辦理

之職前訓練。 
依據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87 年

12 月 27 日(87)臺財證(7)第 79028 號函辦理，

本基金會為指定辦理期貨商業務員職前訓練

之機構。 
§ 授課講師： 

主管機關代表、業界專家 
§ 課程主題： 

1.期貨市場與法規及常犯案例分析 
2.近期其他重要金融相關法規介紹 
3.期貨從業人員道德規範 
4.期貨交易前、後檯實務與風險控管(含案

例分析) 
5.期末測驗 
6.交易策略入門 

§ 上課日期時間： 
台北班： 
5/3、4、5，15:00-18:00 
5/28、29(假日)，09:30-16:30 
6/13、14、15 ，15:00-18:00 
7/4、6、7，15:00-18:00 
高雄班： 
5/14、15，15:00-18:0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2200 元 

 

期貨顧問事業業務人員職前訓練班 

依據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 26 條準用期

貨商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1 條規

定辦理。期貨商之業務員，應參加金管會所

指定機構辦理之職前訓練與在職訓練。初任

及離職滿 2 年再任業務員者，應於執行業務

前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 
§ 授課講師：主管機關代表、業界專家 
§ 課程主題： 

1.期貨顧問事業相關法規介紹 
2.近期其他重要金融相關法規介紹 
3.國內外顧問業務介紹 
4.期末測驗 

§ 上課日期時間： 
  5/13，13:30-18: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1500 元 

期貨經理事業業務人員職前訓練班 

本基金會為辦理期貨經理事業從業人員職

前訓練之指定機構(94.1.21金管證七字第

0940000376號函辦理)。本課程訂有考評辦

法，缺課時數達1小時以上者，予以退訓並不

得參加測驗。已參加測驗者成績不予計算。

測驗合格者(70分為合格)，頒給結業證書。 
§ 授課講師： 

主管機關代表、業界專家或期貨公會 
§ 課程主題： 

1.期貨經理事業相關法規與自律規範 
2.近期其他重要金融相關法規介紹 
3.期貨經理事業業務介紹 
4.交易流程與風險控管 
5.測驗 

§ 上課日期時間： 
  6/11、12，10:30-17:40 

期貨相關職前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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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2100 元 

期貨信託事業業務人員職前訓練班 

依「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 51 條規定，

初任及離職滿 2 年再任業務員者，應於執行

業務前半年內參加職前訓練。本基金會為辦

理期貨信託事業及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

業務員職前訓練之指定機構。 
§ 授課講師： 

主管機關代表 
業界專家或期貨公會 

§ 課程主題： 
1.期貨信託事業法規與自律規範介紹 
2.近期其他重要金融相關法規介紹 
3.期貨信託基金操作策略實務 
4.期貨信託基金資產管理實務(含業務實

務運作) 
5.交易流程與風險控管 
6.測驗 

§ 上課日期時間： 
  6/11、12，09:30-17:3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3000 元 

 
 
 
 

投信從業人員職前教育訓練 

§ 授課講師： 
主管機關代表 
專業講師 證期局投信投顧組 
邱良弼 專業講師 
張一明 總經理/保德信投信 
吳梓賢 講師/投信投顧公會 

§ 課程主題： 
1.投信相關法規簡介與案例研討 
2.全權委託業務與實務探討 
3.解讀重大財經事件對投資市場之影響 
4.投信市場概況發展趨勢及基金業務介紹 
5.公會組織及投信會員自律規範簡介 
6.期末測驗、結業典禮 

§ 上課日期時間： 
6/7、8，09:30-16:0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3200 元 

投顧從業人員職前教育訓練 

§ 授課講師： 
林成蔭 資深分析師 
主管機關代表 
專業講師 證期局投信投顧組 
吳裕良 協理/中信投顧投資研究 
吳梓賢 講師/投信投顧公會 

§ 課程主題： 
1.境外基金市場現在與未來 
2.解讀重大財經事件對投資市場之影響 
3.投顧相關法規簡介與案例研討  
4.全權委託業務與實務研討 
5.投顧市場概況與台股現況 
6.公會組織及投顧會員自律規範簡介 
7.期末測驗、結業典禮 

§ 上課日期時間： 
7/13、14，09:30-16:00 

§ 收費標準： 
每人每期 3200 元 

投信投顧相關職前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