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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 期交所舉行新春團拜，由董事長劉連煜(中)、總經理邱文昌(右三)、副總經理林長慶(左二)、副總經理蔡蒔銓(右二)、協理林志成(左
一)、協理陳錫琪(右一)及期貨公會秘書長盧廷劼(左三)與期交所同仁一齊恭賀新春。

期交所舉行新春團拜

期許臺灣期貨市場雞年再展佳績

臺
灣期貨交易所於今(2017)年2月

2日上午10時舉行新春團拜，由

董事長劉連煜率總經理邱文昌、副總

經理林長慶、副總經理蔡蒔銓、協理

林志成及協理陳錫琪等期交所首長，

向期貨公會秘書長盧廷劼、期貨公會

理事周筱玲等貴賓與期交所同仁恭賀

新春，期許臺灣期貨市場金雞獨立、

一支獨秀，聞雞起舞、雞年大發，開

創成長新局面。

劉董事長在團拜致詞時揭櫫今年

期交所重點發展目標：第一、預計今

年5月，盤後交易系統將正式上線，

屆時期交所將正式邁入近24小時全天

候交易，將帶領期貨市場邁入下一個

新里程碑；第二、期交所亦將於今年

盤後交易制度上線時，推出美國道瓊

工業指數及標普S＆P 500等境外股價

指數期貨。屆時將提供我國交易人交

易海外市場的另一項管道，有利市

場多元投資避險，擴大市場版圖，

提供另一個擴大臺灣期貨市場規模

與成長動能的機會；第三、期交所

在追求業務發展之外，今年仍將積

極投入各項公益活動，以達到「取

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 

盧秘書長隨後致詞時，首先

代表期貨業感謝期交所一年來的協

助，另亦提及期貨業目前規劃發展

方向亦與期交所一致，目前已有兩

家期貨商取得槓桿交易商之資格，

將持續規劃開發新種業務，以提供

交易人更多樣化的投資管道，共同

帶動期貨市場新一波成長動能、業

績蒸蒸日上，並期許未來一年期交

所與期貨業者能夠繼續攜手合作，

帶領臺灣期貨市場再上一層樓。

大小台客開先鋒

台指選美領風騷

大美人風靡亞洲

小美人驚艷台灣

歐美元強勢登場

美日元氣加油站

標普伍佰哥喉讚

道瓊三十妹登峰

雞會當頭盤後見

再創期雞富貴年

足球食物復康巴

期交公益ㄧ把抓

切記勿當土豪咖

期待明天會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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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2016)年12月16日是期交所成立屆滿第20

週年的日子，在期交所全體同仁的努力

下，20年間業務發展突飛猛進。時值歲末，期交

所為表達慰勞全體同仁一年來之努力，於今年1

月19日下午6時30分，在1919藝文中心舉辦歲末

聚餐聯誼會，包括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金

管會證期局王詠心、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期

交所董監事，及交易業務、結算業務、紀律三大

委員會委員等貴賓，與期交所同仁一同聯歡，會

中同時表揚年度績優經理人及績優同仁，由董事長

劉連煜頒獎予以肯定。

期交所在員工的年度尾牙之夜，亦發揮關愛社

會、溫馨送暖之精神，特別邀請國內唯一登上國家

音樂廳的視障專業國樂團「妙音樂集國樂團」，表

演多首臺灣民謠歌曲，曲曲動聽，期交所首長、同

仁與貴賓歡聚一堂，和樂融融，為丙申年劃下完美

句點，歡喜迎接金雞丁酉年。

第2屆「期手交鋒　盟主爭霸賽」即將起跑

工
商時報與期交所共同舉辦之第2屆「期手

交鋒　盟主爭霸賽」，即將在2月22日上

午9時起開放報名(報名至5月12日下午6時30分

止)，競賽期間自3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為期3

個月。本次共有21家專兼營期貨商報名擔任協

辦單位，將協同推廣本次競賽，預期透過工商

時報、期交所與期貨商三方協力推動競賽，賽

況可期。

本次競賽交易標的為期交所上市之人民幣

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小型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

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期貨等6項匯率類

商品，及東證期貨、印度50期貨等2項境外指數期

貨，共8項商品。競賽期間共有「早鳥有獎」、「交

易週週抽」、「競賽達人獎」、「期貨大贏家獎」

共4種獎項、648個得獎機會，歡迎交易人上活動官

網(http://www.dinyang.com/2017FTC)查詢活動辦法

及報名，亦可向所屬期貨商洽詢。

本次擔任協辦單位的21家專兼營期貨商包括：

大昌期貨、大展證券、大慶證券、元大期貨、中國

信託綜合證券、日盛期貨、元富期貨、玉山綜合證

▲ 期交所於「歲末年終聯誼會」表揚年度績優經理人(圖左)及績優同仁(圖右)，由董事長劉連煜頒獎予以肯定。

期交所舉辦年終聯誼會   首長同仁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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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歲末記者聯誼會　劉董事長展望2017年業務目標

期
交所於今年1月17日舉辦歲末記者聯誼

會，董事長劉連煜於會中表示，去年全球

金融市場震盪，臺灣期貨市場全年交易量達到2

億4,167萬8,556口，日均量為99萬486口，這是

期交所連續3年達到2億口以上之交易量，表現相

當不俗。

過去一年之間，期交所全體同仁上下一心積

極努力推動各項業務，在商品開發部分持續推動

「三足鼎立」發展策略，在既有主力商品—國內

股價指數類商品之外，積極發展匯率及境外指數

等兩類商品。去年總計上市大小美人人民幣匯率

選擇權、印度Nifty 50期貨、歐元兌美元期貨及美

元兌日圓期貨共5項新商品，亦創下期交所成立

以來一年內推出最多項新商品之紀錄。

由於前述各項努力，期交所去年再度以

優越營運表現，獲得國際肯定，包括榮獲亞洲

銀行家雜誌評選為「年度金融衍生性商品交易

所」，以及榮獲FOW評選為「2016年度新興市

場交易所獎」。

券、永豐期貨、兆豐期貨、致和證券、第一金

證券、統一期貨、康和期貨、國泰期貨、國票

期貨、富邦期貨、華南期貨、凱基期貨、新光

證券及群益期貨。交易人只要在上述專、兼營

期貨商(或所屬期貨交易輔助人之證券商)開立期

貨帳戶，即可上網報名參賽。

近年臺灣期貨市場發展迅速，交易量屢創

新高，在資本市場中的表現備受囑目。衡諸國

際其他衍生性商品市場，亦不乏期貨領先現貨

市場發展之情形。看好期貨市場發展趨勢，去

年工商時報與期交所舉辦首屆「期手交鋒　

盟主爭霸賽」，吸引近4,000位交易人參與競

劉董事長表示，展望今年，期交所將上線盤後

交易平臺，於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開啟盤後時段

交易；上線初期將掛牌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

臺指選擇權、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其他匯率

商品及美股境外指數商品。此外，期交所亦著手建

置國內主力商品（如臺股期貨及小型臺指期貨）動

態退單之價格穩定機制，以減緩價格異常波動，保

護交易人權益。在商品開發上，期交所預計於今年

盤後交易制度上線時，同步推出新的境外指數類商

品(如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以立穩

「三足鼎立」發展策略。

賽，今年續辦第2屆，預期將再度造成市場參與

盛況。

今年競賽交易標的包含：期交所上市之6項匯

率類商品(包括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小型人

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

兌日圓期貨)及2項境外指數期貨商品(東證期貨、

印度50期貨)，交易人只要在競賽期間交易前揭商

品，依活動辦法達成相關獎項之抽獎門檻，即可

獲得抽獎機會。另為鼓勵期貨商廣為推動本次競

賽，主辦單位特別設置期貨商獎項，包括最佳推

動獎3名，各可獲得1萬元獎金；以及最佳活絡實

動獎1名，可獲得3萬元獎金。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歲末記者聯誼會」感謝與會媒體記者
一年來廣為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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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率團赴新加坡參加第12屆FIA Asia年會暨辦理招商

期交所「第3屆期貨鑽石獎」活動辦法公布
獎勵對象為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法人機構

為
持續拓展我國期貨市場之外資參與度，期交

所特別藉由赴新加坡參與美國期貨業協會亞

洲年會(Annual FIA Asia Derivatives Conference)之機

會，於去年12月5日至6日由期交所總經理邱文昌率

團，偕同我國期貨商一同辦理新加坡招商。

本次招商除向外資推廣期交所臺股期貨與選擇

權等旗艦商品外，亦積極行銷近期推出之印度Nifty 

50指數期貨、歐元兌美元期貨與美元兌日圓期貨等

為
鼓勵期貨業積極推廣期貨交易業務，及期貨經

理事業、期貨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業等重視並積極運用國內期

貨及選擇權商品，期交所於2015年創設「期貨鑽石

獎」，舉辦兩屆以來，獲金融業熱烈迴響。今年期交

所持續舉辦「第3屆期貨鑽石獎」，活動辦法已公告

周知，預計在第4季舉辦頒獎典禮，表揚得獎機構。

第3屆活動辦法可上期交所網站查詢，重點摘

新商品，並介紹期交所最新發展以及未來計畫。此

次招商除有助於了解各外資參與臺灣期貨市場之需

要外，亦同步蒐集各外資建議，做為期交所未來研

議新商品與新制度之參考，期進一步提昇外資參與

度並吸引更多潛在市場參與者。

期交所代表團亦出席去年12月7日至8日間舉行

之第12屆美國期貨業協會亞洲年會。本會議為亞太

地區衍生性商品市場年度盛會，吸引超過700名來自

各國主管機關、交易所、期貨業者

以及資訊廠商參加。期交所總經理

邱文昌受邀擔任會議與談人，於會

中分享臺灣期貨市場之成功經驗與

未來發展策略。期交所亦於會議期

間設攤展出，藉由參展與新加坡投

資人面對面接觸，介紹期交所各項

商品與市場概況，對於拓展臺灣期

貨市場之國際知名度以及商品行銷

推廣，有相當助益。

述如下：

◆ 獎勵對象：期貨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銀行業、保險業、證券

業及法人機構(含票券業及政府基金)，其中期貨

信託事業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部分，尚包含其所

發行之基金。

◆ 獎項內容：針對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

▲ 期交所總經理邱文昌 (中 )於本次年會中擔任「Regional Exchange in a Global 
Environment」之與談人。

37.indd   7 2017/2/9   下午 07:55:45



8

Hot news

   期交所舉辦
「105學年度博碩士期貨與選擇權論文獎學金獎助活動」

期交所與臺灣銀行合辦「黃金期貨及選擇權理財講座」

期
交所為鼓勵博碩士研究生撰寫以期貨與選

擇權為主題之學位論文，並藉此培育期貨

市場專業人才，舉辦「105學年度博碩士期貨與

選擇權論文獎學金獎助活動」，歡迎學術論文主

題屬於期貨與選擇權領域者，於今年7月1日至8

月31日期間向期交所提出申請(採郵寄方式，以郵

戳為憑)。

期交所為培養更多優秀學術人才從事期貨

市場之研究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自2015年首

度辦理以來，已連續2年辦理博碩士期貨與選擇

權論文獎學金獎助活動，迄今已有4位博士及51

位碩士獲獎，其畢業學校涵蓋臺大、政大、中

山、中正、中原、文化、元智、世新、交大、

人、期貨自營商、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銀行業、保險業及證

券業等設置「交易量鑽石獎」，其中期貨經紀

商、期貨交易輔助人、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

業另設置「交易量成長鑽石獎」；在期貨信託

事業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部份，亦設置「基金

鑽石獎」，餘獎項尚包含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

擇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商

品之「造市績效鑽石獎」；另設有「法人機構

近
期國際金融市場動盪，黃金類商品可望成為

避險之投資工具之一，為使投資人更加了解

並運用期交所黃金期貨及黃金選擇權，做為避險、

投資之工具，期交所與臺灣銀行及先探投資週刊於

去年12月19日下午2時，假臺北福華文教會館共同

長庚、淡江等多所大學。由於成效良好，今年持續

辦理「105學年度博碩士期貨與選擇權論文獎學金

獎助活動」。

本次活動獎助對象為105學年度教育部認可之

臺灣公私立大學院校研究所博、碩士畢業論文，論

文主題屬於期貨與選擇權領域者，均得申請。申

請人須檢具活動申請書、畢業論文及經口試委員審

核通過之證明文件等資料。博士論文獎助名額為

10名，每名3萬元獎學金，碩士論文35名，每名2

萬元獎學金。歡迎105學年度畢業之博、碩士研究

生，學術論文主題屬於期貨與選擇權領域者，踴躍

提出申請。本次活動辦法業已公告於期交所網站，

歡迎上網查詢。

特別貢獻鑽石獎」等，合計22種獎項，78個獎額。

◆ 評選標準：依據獎勵對象於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

6月30日在我國期貨市場之交易量及交易量成長率等

進行評比；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歐元兌美元期

貨、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商品之「造市績效鑽石獎」方

面，評選標準尚包含造市者之報價績效(歐元兌美元及

美元兌日圓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評選期間自2016

年11月7日商品上市日至2017年6月30日)。

舉辦「黃金期貨及黃金選擇權理財講座」。本次座

談會邀請臺灣銀行貴金屬部副理楊天立、元大期貨

協理張林忠及財金文化董事長謝金河等專家，分別

由黃金現貨面、黃金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面及總體經

濟面，向參與座談會之投資人介紹黃金類商品之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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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合辦「2017全球股匯期市投資
展望理財講座」及「預測匯率期貨漲跌活動」

為
協助投資大眾透視與掌握今年全球股匯期市

之投資展望與相關熱門投資標的，期交所與

非凡電視台共同於去年12月26日晚上6時30分假臺

北福華文教會館前瞻廳舉辦「2017全球股匯期市投

資展望理財講座」。本次座談會由非凡新聞台主播

胡睿涵擔任主持人、富邦投信量化及指數投資部主

管廖崇文協理、永豐銀行金融市場處黃意晴協理及

群益期貨顧問事業部林昌興協理等財經專家主講，

吸引逾200位投資人參加。

近年期交所新商品推陳出新，

2015年7月推出首宗匯率期貨—人民幣

匯率期貨後，更加速商品種類之多元

化，共推出包括首宗境外指數商品—

東證期貨，及接續推出人民幣匯率選

擇權、印度50期貨、歐元兌美元及美

元兌日圓匯率期貨等，當全球股匯市

出現波動時，可提供交易人豐富多樣

交易機會。

險及交易功能，總計吸引逾250位投資人參加。

期交所為提昇黃金類商品交易之便利性，於去

年6月間調整黃金類商品契約規格，經規格調整及積

極造市、宣導下，臺幣黃金期貨去年6月27日至12月

31日之日均交易量及日均未平倉量，亦分別較活動前

(去年1月1日至6月26日)成長44%、29%；黃金選擇權

去年6月27日至12月31日之日均交易量及日均未平倉

量，亦分別較活動前成長5%、14%。顯見經契約規

格調整，及期交所積極宣導下，使更多交易人認識本

商品，進而參與交易，從而更加活絡我國期貨市場黃

金類商品之交易。

另為增加投資大眾對期交所美元兌人民幣期

貨、歐元兌美元期貨及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匯率商品

之認識，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合辦「預測匯率期貨漲

跌」活動甫於2月6日起跑(活動至4月28日)，凡年滿

20歲之自然人，於每日下午6時至隔日下午3時止至

非凡媒體網「匯率777」活動網頁預測前揭匯率期貨

最近月契約之收盤價漲跌，預測一項契約收盤漲跌相

符者可獲一次抽獎機會，活動期間內每日抽獎。詳細

活動資訊請見非凡媒體網，歡迎交易人把握機會，踴

躍參與。

▲ 期交所、臺灣銀行與先探投資週刊共同舉辦「黃金期貨及黃
金選擇權理財講座」，現場投資人專注聆聽。

▲ 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合辦「2017全球股匯期市投資展望理財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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