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交所11月7日盛大舉辦新商品上市慶祝酒會

臺
灣期貨交易所今(2016)年11月7日盛大舉辦

「印度Nifty 50期貨暨歐元兌美元及美元兌日

圓匯率期貨上市慶祝酒會」，金管會證期局局長王

詠心親臨致詞，逾百位貴賓、期貨商、證券商董事

長及總經理親臨祝賀。

上市慶祝酒會在具有祈福意涵的印度古典傳統

舞蹈精彩演出下揭開序幕，並由貴賓共同啟動「印

度Nifty 50期貨暨歐元兌美元及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

上市亮點慶祝儀式」，慶賀3項新商品隆重上市。

金管會證期局王局長致詞時表示，為推動臺

灣經濟發展多元化，拓展新興市場，政府刻正推動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印度市場即是南向目標

市場之一。期交所是期貨業界的領頭羊，積極配合

政府南向政策，此次與NSE合作推出印度Nifty 50股

價指數期貨，是好的開始，金管會樂見臺灣的金融

業能夠積極南向，爭取商機。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致詞時表示，印度近年來

已成為經濟發展迅速之新興市場，考量國人投資趨

勢，繼東證期貨後，今年再度推出印度國家證券交

易所旗下知名指數─Nifty 50指數為標的之印度Nifty 

50股價指數期貨，開啟交易人投資印度股市另一便

利管道。此外，11月7日也同時上市歐元兌美元期

貨，及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兩檔匯率期貨商品，以滿

足市場避險及交易需求，並使匯率類產品線更加完

整，發揮多元幣別匯率期貨之群聚效益。

▲ 印度指數編製公司總裁Mukesh Agarwal(左三)與印度國家證券
交易所(NSE)經理Rohit Kumar(左五)等印度貴賓遠赴來臺慶賀。

▲ 印度臺北協會會長Sridharan Madhusudhanan(左)親臨
會場祝賀。

▲  期交所舉辦「印度Nifty 50期貨暨歐元兌美元及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上市慶祝酒會」，由金管會證期局局長王詠心(左二)、印度指數編
製公司總裁Mukesh Agarwal(右三)、財政部主任秘書彭英偉(左一)、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右二)、中華郵政董事長暨前駐印度代表翁
文祺(右一)及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三) ，共同啟動慶祝儀式。



期
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今年11月2日至4日

率隊參加於哥倫比亞(Colombia)卡塔赫

納(Cartagena)舉辦之第56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WFE)年會，計

有來自全球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結算機

構、集中保管機構、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與會，

劉董事長亦藉此與泰國交易所、印度多種商品交

易所、伊朗商品交易所代表進行會談。

此外，劉董事長亦與前任WFE主席─哥倫比

亞交易所(BVC)總裁Juan Pablo、現任WFE主席─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總裁Chitra Ramkrishna及德

國交易所副總裁Andreas Preuss會晤，就金融市

場最新發展交換意見，期能深化我國期貨市場之國際

化並吸引外國投資機構進入我國市場。

本次年會主要探討議題，包括交易所產業趨勢、

英國脫歐之影響、交易所合併趨勢、集中交易對手之

流動性風險、區塊鏈、固定收益市場、交易所合作新

典範、集中交易對手與市場穩定性、金融市場新常態

及交易所產業未來展望等，期交所亦與各界代表就各

項議題進行意見及經驗交流。

期交所積極參與年會活動及與各國代表進行密切

互動，除即時掌握全球金融市場最新發展脈動，對拓

展我國期貨市場國際知名度及曝光度，多所助益。 

期交所劉董事長率團參加

第56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年會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出席2016年第56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FE)會員
大會(General Assembly)，與各交易所領袖就各項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與德國交易所(DBAG)副總裁
Andreas Preuss(左)於2016年世界交易所聯合會(WFE)年會
期間就雙方合作案及國際金融最新趨勢交換意見。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

煜(右二)於世界交易
所聯合會(WFE)年會
期間與WFE主席暨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

所(NSE)總裁Chitra 
Ramkrishna(左二)等
人會晤。



   期交所舉辦105年度

「教育部─學校教育儲蓄戶助學金」捐贈儀式

期
交所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照顧偏

鄉弱勢、縮小城鄉教育資源差距並

扶助未來主人翁安心成長茁壯，長期投注

資源於基礎教育及體育運動相關等公益項

目。同時，期交所亦秉持以本業為核心之

獎助理念，年年提供博、碩士期貨與選擇

權論文獎學金，及選拔期貨與選擇權學刊

最佳論文等高等教育方面獎勵，並於今年

11月29日舉辦本年度相關教育捐贈及頒獎

儀式，期望多方面培育我國成長、創新的

下一代，期望用教育翻轉臺灣的未來。

期交所近年來持續捐贈教育部教育儲

蓄戶平臺，以協助弱勢學童安心就學。捐

贈儀式在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周惠美以及

教育部主任秘書陳雪玉見證下，由期交所

董事長劉連煜代表捐贈。統計今年度捐助

金額為新臺幣300萬元，共有92所學校、

900位弱勢家庭學童直接受惠。此外，為提

昇我國排球運動水準，期交所年年贊助偏

鄉地區18所國中(小)學排球隊，今年度贊

助新臺幣305萬元。捐贈儀式上有多所學校

教練及球員參與。

在高等教育方面，期交所為培育期貨

市場專業人才，特舉辦「105學年度博碩士

期貨與選擇權論文獎學金獎助活動」，總

獎學金達新臺幣100萬元，共有1位博士生

及25位碩士生獲得獎學金獎助。此外，為

鼓勵期貨與選擇權領域之學術研究風氣，

期交所發行「期貨與選擇權學刊」，並由

學刊編輯委員會自每年刊登之文章中票選

1至2篇最佳論文，以玆鼓勵。本次學刊第8卷最佳論文為

「重新評估臺灣指數期貨之流動性調整風險值」，由靜

宜大學會計系蔡垂君副教授及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李

存修教授兩人合著，並於11月29日由期交所劉董事長頒

發獎盃。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三)在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周惠美(右三)，以及
教育部主任秘書陳雪玉(左二)的見證下，捐贈教育部學校教育儲蓄戶助
學金予弱勢學童，並由三所學校代表受贈：屏東縣國立恆春工商校長陳

琨義(左一) 、嘉義縣大鄉國小校長李春輝(右二)及高雄市九曲國小校長
蕭速農(右一)。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三)頒發期交所「期貨與選擇權學刊」第8卷最
佳論文獎及「105學年度博碩士期貨與選擇權論文獎學金」，由靜宜大
學會計系副教授蔡垂君(左一)、國立政治大學金融研究所邱信瑜同學(右
一)、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黃勢棋同學(左二)受獎。



期交所首次舉辦上市櫃公司業務聯繫會議 

近
期上市櫃公司偶有因匯損而致財報不佳，外

匯市場波動對於上市櫃公司營運影響甚鉅，

期交所於今年11月22日邀請多家上市櫃公司財務

主管召開業務聯繫會議，介紹臺灣期貨市場發展概

況及期交所匯率、黃金期貨及選擇權商品，共計22

家上市櫃公司財務部門主管參加，就國內衍生性商

品市場交易現況與期交所進行交流。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致詞時表示，期交所

考量臺灣外匯現貨市場交易現況，為滿足市場避險

及交易需求，分別於去年7月、今年6月相繼推出人

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為臺灣期貨市場匯率類商

品成功打下良好基礎。並於今年11月7日繼續推出

歐元兌美元期貨及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兩檔匯率期貨

商品。這些商品交易時間涵蓋臺灣外匯市場交易時

段，提供進出口貿易業者、外幣資產持有者及交易

人運用。另外，亦有美元計價黃金期貨、新臺幣計

價黃金期貨及黃金選擇權，可提供上市櫃公司另一

黃金避險交易管道。

劉董事長表示，期貨及選擇權具有「價格發

現」及「避險增益」功能，因此，期交所依各產

業、各交易人之避險及交易需求上市各種商品，以

達服務實質經濟目的，且集中市場的期貨商品具備

價格公開透明、資金運用效率高等諸多優點。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上市櫃公司業務聯繫會議中致詞。

期交所加入歐洲在臺商務協會

期
交所於今年9月加入歐洲在臺商務協會(以

下簡稱歐洲商會)，正式成為其會員。歐

洲商會成立於1988年，迄今已有28年歷史，為

全國性社團，目前在臺約有400家國內外公司入

會。該商會每年提出白皮書(2016年歐洲商會提

出約300項建議)，所提約20%之內容均能為臺灣

政府所接受。

歐洲商會設有29個委員會，與金融業相關

之委員會包含資產管理業委員會、金融業委員

會、保險業委員會等，各委員會定期開會，討

論影響個別產業的議題。期交所成為會員後，

可增加期交所與該會會員交流之機會，藉此

達推廣及宣傳之目的，同時可透過該協會之協

助，赴歐洲地區招商，吸引更多歐系外資參與國

內期貨市場。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  (左)與歐洲商會執行長Freddie 
Hoglund(右)合影。



全
球商品及衍生性商品

協會舉辦之第 3 7屆

Bürgenstock International 

Forum於今年11月14日至16日

在瑞士日內瓦舉辦。ICDA前

身為瑞士期貨暨選擇權協會

(SFOA)，而SFOA於2015年11

月完成其章程修訂並將正式名

稱更改為ICDA。本屆會議與

會者超過300人，分別來自全

球各國主管機關、交易所、證

券期貨業者、期貨商公會、結算機構、資訊業者及

投資銀行，其中包含歐、美主要交易所，如歐洲期

貨交易所、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及瑞士交易所等。

本次年會探討之議題

包括全球結算業務的發展、

大宗商品及新興市場發展趨

勢、風險管理議題、股票選

擇權之發展、全球監理法規

變革及因應之道、交易所產

品之發展、跨國法規承認議

題、金融科技創新、大宗商

品法規對市場之影響、集中

結算之發展等全球目前所關

注之議題。藉此一年一度的

盛會，期交所代表與各主要交易所以及多國主管機

關代表就全球金融市場現況及未來展望交換意見，

並瞭解世界各國期貨市場之最新發展。

期交所參加ICDA全球商品及衍生性商品協會第37屆年會

期
交所林志成協理率隊

參加全球期貨業年度

盛會─FIA期貨暨選擇權展覽

會(FIA Expo 2016)，本次活動

於今年10月18日至20日於芝

加哥希爾頓飯店舉行，計吸

引數千位來自全球期貨產業

界人士與會，逾百家期貨交

易所、期貨商及資訊廠商參

展。此外，業者代表、學者

專家亦從產業、市場及技術

等層面，進行數十場座談會，探討全球市場發展趨

勢、法規興革、科技創新及區塊鏈應用等時事及關

注議題。

期交所在本次展覽會

中，設有展覽攤位，推廣各

項主力商品，包括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核發交易許

可(Class Relief )之股價指數選

擇權(臺指選擇權、電子、金

融、非金及櫃買選擇權)與股

票選擇權，以及美國商品期

貨交易委員會(CFTC)核發交

易許可之股價指數期貨(臺股

期貨、金融期貨、小型臺指

期貨、櫃買期貨、非金電期貨、東證期貨)與股票

期貨。期交所亦藉由參與本次活動，與潛在美國交

易人進行面對面接觸，以拓展法人市場。 

期交所赴芝加哥參加

全球期貨業盛會FIA Expo 2016 

▲ 期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右)於第37屆全球商品及衍
生性商品協會(ICDA)年會與CME Clearing Europe非
執行董事長Mr.Otto Nageli (左)就全球監理法規發展
趨勢交換意見。

▲ 期交所協理林志成 (右 )與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執行長Phupinder Gill(左)於2016年FIA期貨暨
選擇權展覽會(FIA Expo)會場合影。



因
應印度Nifty 50股價指數期貨、歐元兌美元

匯率期貨及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於今年11月

7日上市，期交所於11月7日至12月31日同步辦理

「印度Nifty 50股價指數期貨、歐元兌美元匯率期

貨及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交易獎勵活動」，鼓勵

期貨業者、從業人員積極推廣及交易人踴躍參與

前述商品交易，總獎勵金額逾新臺幣240萬元。

其中針對一般交易人的「上市首日交易時時

抽」獎項，11月8日在律師見證下，抽出包括張

姓交易人在內共130名首日時時抽得獎者；另「上

市首週交易日日抽」、「上市首季交易月月抽(11

月)」之交易人獎項部分，於11月14日、12月2日

在律師見證下抽出，分別有簡姓交易人等60名及

丁姓交易人在內共30名得獎者。

本獎勵活動至今年12月底止，有關一般交易人

之獎項，尚有12月「上市首季交易月月抽」中獎機

會，無論印度Nifty 50股價指數期貨、歐元兌美元匯

率期貨或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依商品別，當月每

交易5口即可獲1次抽獎機會，當月各抽出10名，共

30名得獎者，獎金皆為新臺幣3千元。

印度Nifty 50股價指數期貨
等新商品交易獎勵活動    熱烈舉辦中

期交所赴韓國招商並首度與KOFIA合辦教育訓練講座

為
持續提昇我國期貨市場於國際之能見度，並

吸引外資來臺投資，期交所繼今年1月份首

次辦理韓國招商後，於10月4日至6日再度前往韓

國首爾拜訪當地外資機構，同時與韓國金融投資

協會合辦教育訓練講座，介紹全球衍生性商品市

場趨勢並推廣我國期貨市場。

本次招商由企劃部經理楊朝舜率團，期交所

代表會同本國期貨商拜訪當地一共7間外資機構，

除宣傳主力商品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外，並持

續推廣近期掛牌之人民幣匯率商品及陸股相關之

ETF期貨和選擇權，藉由與機構法人之交流，詳細

介紹期交所之商品、制度及未來計畫。

此外，期交所亦與KOF IA於首爾當地舉辦

「Global Premium Special Program」之教育訓練講

座，共計約10家外資機構參加，會中除邀請凱基

證券資深副總經理牛繼聖介紹目前全球衍生性商品

市場之趨勢外，並由群益期貨董事孫學儀、元大韓

國全球市場行銷主管陳炫泰和期交所代表共同介紹

臺灣期貨市場及各種交易機會和策略。至今年10月

底，臺股期貨之總交易量已達2,892萬口，超過韓國

KOSPI 200期貨之交易量，加上臺指週到期選擇權契

約之交易量亦於全球同類商品中排名第１，均為此

行外資機構交易人關注之焦點。

▲ 期交所與KOFIA於首爾合辦教育訓練講座，吸引10家外資機構
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