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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投資詐騙專案  專案分享
     疫情期間興起「宅經濟」，假投資詐騙飆升。金管會證期局最新統計，2021 年以來至 9 月底，

前三季接獲民眾陳情投資詐騙案件及不法案件 216 件，且還有加速的趨勢，光是第三季就達 120 件，
大幅超過今年上半年的 96 件，皆為透過電話、簡訊、手機通訊軟體或社群媒體廣告等途徑，以「領
飆股」、「獲利翻倍」等聳動標題為號召，招攬民眾加入投資討論群組之未合法之投資詐騙案件。

     統一證券為發揮我們的核心投資專業，喚起大家對此社會議題的重視，2022 年度主動透過以下
幾項區塊，來提升投資人對投資詐騙的戒心免受害上當，以發揮統一證券的企業社會責任 ( 永續 ) 影
響力。

2022「投資詐騙聰明辨識」座談會，邀請多位來賓與談，圖左起財經專家阮慕驊、券商公會秘書長簡宏明、
金管會證期局證券商管理組長陳銘賢、統一證券董事長林寬成、工商時報社長陳國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局
預防科偵查員廖伊俐及統一投顧董事長黎方國等一同與談。

精彩座談會內容精彩座談會內容

投資詐騙聰明辨識座談會

https://youtu.be/XudL_r27F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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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證券 1 月 12 日舉辦「投資詐騙 聰明辨識」座談會，邀請主管機關長官、刑事局預防科偵查
專員、投顧、財金等專家，探討目前投資詐騙的最新議題，藉此喚醒大家對於投資詐騙的重視，以
及找出最好的防範策略，讓一般大眾免於受騙，能守護住大家的財產安全。

    金管會證期局組長陳銘賢指出，台灣股市開股人數激增，投資初學者佔 70% 且年齡介於 21-40
歲，因此詐騙集團紛紛鎖定網路小白，以致投資詐騙急遽增加。券商公會秘書長簡宏明也提醒投資
人可多利用投保中心、期貨公會、投信投顧公會及證券商公會共同設置「證券期貨反詐騙諮詢專線
（02）2737-3434（諧音：三思三思）」，如遇疑似證券期貨詐騙事件，可向投保中心諮詢法律相
關問題，或向各公會、投信投顧公會及證券商公會查詢合法業資格。

     統一證券董事長林寬成表示身在證券產業 20 餘年，分享給投資大眾一個觀念 - 再高明的投資高
手也不會有絕對獲利的把握。因此若有主打「獲利保證」的產品及服務，絕對是投資詐騙，提醒投
資人應該要多看、多聽，不要一味地追求短期獲利，應該要善用多元投資產品，長期投資穩定獲利。
統一投顧黎方國董事長，提醒投資大眾「要把錢當命看」，千萬不要輕忽求證投資管道的步驟，建
議投資大眾反璞歸真，回歸最原始的投資產品及策略，不要輕信華麗複雜的投資策略及服務產品，
守住自己努力的血汗錢。

       刑事局預防科偵查員廖伊俐座談會中指出，詐騙集團典型的假投資真詐騙「拉入、洗腦、投資、
完詐」四個流程引誘投資人上當，警戒投資人切勿鬆懈心防，讓詐騙集團可趁虛而入。財經專家阮
慕驊以自身經驗分享，詐騙集團已全面升級，用各式通訊軟體與投資人引誘，引導買入來路不明的
港股 ( 仙股 )、美股或是黃金等投資標的，由於沒有金流可循，法律上甚至無法界定為詐騙案件，讓
投資人血本無歸。

互動遊戲

       統一證券表示，身為金融市場的一員勢必要負起相當的企業社會責任。因此我們以公平待客為初
心，主動在一月份推出防範投資詐騙互動遊戲 https://pscnet-game.com.tw/，將防範投資詐騙的觀
念藉由遊戲互動過程傳達給投資人，並提供完成遊戲的投資人 100 名投顧會員 1 個月的體驗資格，
藉此教育同仁資人選擇合法合規投資建議的管道，藉此喚醒投資人重視此議題，讓投資大眾聰明投
資、守護資產。

2022/03

https://pscnet-game.com.tw/
https://pscnet-ga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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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投資詐騙網站

      最新、最正確的防範投資詐騙知識、法令等宣導以及相關新聞等，我們都幫你整理出來，讓您進
入防範投之詐騙的圖書館 !

2022/03

合法投顧會員資格體驗

      詐騙群組百百種，都是以簡訊或是 LINE 隨機發送給消費者，非法冒名的詐騙組織都會以輕易加
入群組、隨機哄騙的方式誘騙投資人進入詐騙圈套，投資人實在要提高注意不要輕易踏入陷阱。

     統一證券意在喚起投資人的警惕心，以及結合我們和核心業務專案，提供 100 名投顧會員體驗機
會，讓投資人實際體驗及了解合法合規的投顧服務，並不會用哄騙的方式邀請入會，是需要透過嚴
謹正規的開戶手續，並且不會以保證獲利的誇張話述，而是提供正向、有依據的投資報告給投資人
最佳的投資決策。

統一證券是陪伴您創造財富的先鋒，
也是為您堅守財富的堡壘 !

統一證券是陪伴您創造財富的先鋒，
也是為您堅守財富的堡壘 !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InvestmentAdvisor/index.do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About/menuContent.do?main_id=4b069b3894000000c4faca2d0c19a3d2&sub_id=4b069bc7b00000005fe815086925bd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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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肯定
Bes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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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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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在長官的帶領、所有同仁辛勤努力下，統一證券創下了亮眼佳績。身為幸福企業的我們，

也不能免俗的要為同仁爭取到大摸彩的小確信 ! 摸彩活動自 2 月初就開始如火如荼規劃，摸彩名單

由人資處提供在法令遵循處的嚴謹比對下豪無差錯 ! 再由各單位派出幸運的代表，將您的籤投入摸

彩箱，再用最最最嚴謹的封條，封的緊緊的 ! 一直到 2 月 15 日活動當日才由法令遵循處代表為我們

拆開封條，讓我們的財神爺抽出我們籤 ~

        今年度主持人由總公司經紀部複委託的帥哥裕瀚以及總公司國際法人部美女昀臻擔任，在總公

司 15 樓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辦，我們邀請到公司的大家長董事長、總經理以及各部門主管，用他們福

氣的手幫我們抽出幸運的得獎者。超高的中獎率，著實讓我們趕在元宵節的這天，還能享受到最後

一波的年節感 !!

       今年的頭獎獎落敦南、彰化分公司 !  那來年好運又要轉到哪呢 ?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2022/03

★去年佳績 與辛苦的同仁共享★

2/10( 四 )- 摸彩券名單檢查確認 2/10( 四 )- 法遵封袋作業 2/11( 五 )- 各部門同仁代表做摸彩券投入

2/11( 五 )- 法遵確認摸彩券數量 2/11( 五 )- 法遵見證簽名 2/11( 五 )- 摸彩券封箱完成 !

2/15( 二 )- 長官抽出幸運得獎者 2/15( 二 )- 總經理抽出幸運得獎者 2/15( 二 )- 董事長抽出幸運得獎者

視訊大摸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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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情勢危急，美國已開始採取金融制裁，並宣布全面封鎖俄國兩大銀行，日本則跟進美國作

法，制裁俄羅斯，採取包括封殺主權國債、凍結個人資產、禁止俄羅斯在日本發行債券募資等作法，

對於美日兩國採取對俄金融制裁措施，國內金融圈表示，美國的金流制裁會引發俄國的匯率貶值、

通膨問題更加一發不可收拾，「慘況也許會和先前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不相上下」。

       莫斯科指數（MOEX）21 日下跌超過 10％，22 日一度下跌 6％，為 2020 年中以來最低點，今

年以來的莫斯科指數跌幅已達 20％，且俄羅斯盧布兌美元的匯率 22 日一度跌至 1 美元兌 81 盧布，

亦接近歷史低點；莫斯科 MOEX 指數大跌、俄羅斯盧布貶至歷史低點，兩大指標已顯示西方系列制

裁，將使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付出龐大的經濟代價，同樣也升高持有俄羅斯金融資產的風險。

       資深業界人士分析，盧布兌美元匯率貶到 1 美元兌 81 盧布，匯率一洩千里情況，勢將發生更嚴

重的惡性循環，加重俄羅斯資金外逃、盧布貶值、俄羅斯通貨膨脹壓力。

       另一現況則是俄羅斯央行升息已快到「升無可升」，金融人士分析，目前俄羅斯已是全世界升

息速度、升息幅度最猛的國家：「一次 4 碼，連續兩次」，如果俄羅斯想要穩住匯率，勢必得再加

速升息的速度與幅度，然後不斷惡性循環，且其通貨膨脹率上升的壓力，同時也會擴散到其他經濟

體，特別是新興、體弱經濟體。

       業界人士分析，美國與日本的制裁重點，都在於藉由封鎖俄羅斯公債的流通管道與金融機構

的融資管道，來達到斬斷俄羅斯取得美元金流的目的。目前台灣的壽險業者在俄羅斯的曝險部位達

1,470 億元，未來是否繼續投資，也引發關注。

       業界人士指出，倘若以 ESG 的邏輯來看，俄羅斯的確不應列入投資範圍，除此之外，當下也有

政治與外交上的敏感性。

2022/03

金融業：ESG 投資 俄國不列入考量

朱漢崙／台北報導 2022 年 2 月 25 日

ESGESG
ESGESG

ESG 新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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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概念已成為全球趨勢，帶動金融、證券市場新興商機浮現，為進一步接軌國際，

券商轉型升級勢在必行。據了解，券商公會已規劃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將由理事長親自督軍，

負責推動從證券周邊業務、資訊安全保護，以及落實碳盤查等三大方向導入 ESG，全面強化競爭力。

金管會日前發布「證券期貨業永續發展轉型執行策略」，擬定三大推動架構、10 項策略及 27 項具

體措施，將與證券、期貨、投信投顧公會與「證券 F4」共同努力推動。針對證券商部分，主要提出      

「永續 DNA 深植證券期貨業務」、「資安即國安，資安大升級」，以及「永續領航、捨我其誰」三

大亮點，力促達成產業永續發展轉型目標。

       證券業務部分，包括承銷、財務顧問、自營、投資、基金、全權委託、經紀、財富管理及基金

銷售等，都全面導入 ESG 評估，精進經營體質。

       除了訂定相關服務準則，保障高齡客戶、身心障礙等各類投資人權益外，證券商公會「自律公

約」也明定，證券自營商在投資時，也會把被投資公司是否善盡 ESG 列入觀察，且自營商已依據機

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簽署遵循聲明，可督導被投資公司共同重視 ESG。

       後續將進一步追蹤企業執行 ESG 以及因應氣候變遷等情形，列入自營選股投資考量因素及股東

會投票政策等，鼓勵證券業者發行連結 ESG 指數，或成份股指數的金融商品。

       承銷方面，將發揮專業輔導及財務顧問功能，在輔導企業上市櫃時，將 ESG 相關議題納入輔導

審核評估流程，以及輔導公司將公司治理運作及永續發展執行情形於公開說明書揭露，協助企業推

動永續轉型，擴大周邊業務。

       其次，券商已依相關規範持續強化資安，包括行動應用程式（APP）應於初次上架及每年通過

資安檢測、設置資訊安全長、電子交易平台採雙因子認證登入、強化客戶申請或變更憑證機制、要

求客戶定期變更及使用優質密碼等，提供更安全的交易環境。券商公會表示，會持續提醒投資大眾

妥善保管投資帳號及密碼，避免因帳號密碼外洩而損及自身權益。

       第三，將全面推動證券期貨業編製永續報告書，及完成碳盤查與查證。

       券商公會表示，近期已規劃推動公會最高層級的常務理監事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理事

券商 ESG 升級戰 拚打國際賽
工商時報 陳昱光 202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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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擔任召集人，原則上，由常務理監事擔任委員，透過委員會共同建立證券業推動永續發展，以及

ESG 事項溝通協調，打造政策擬定諮詢平台。

       同時，券商公會「永續發展委員會」也將強化自律機制、訂定證券業董監事進修地圖、訂定供

應鏈風險管理規範，確保核心營運持續、研訂證券業氣候變遷情境分析及資訊揭露範例或指引等，

全力推動證券市場永續發展。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Stock/privacy.do
https://www.pscnet.com.tw/pscnetAbout/feedback/list.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