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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金融情勢變動
看臺灣匯率期貨市場發展

去
(2016)年國際外匯市場從6月23日英國脫

歐公投成功開始，進入了不易明確掌握

方向的動盪時期，外匯分析師對於變化多端的

民意走向，必須投以更高的關切與重視，而11

月9日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跌破市場眼鏡，影響

此後一個月的全球金融市場，這位一路走來話

題不斷的政治人物，透過長年在商場上練就的

敏銳度，成功掌握選民的意向，一舉贏得美國

總統大選。

川普傳奇　美元走勢洗三溫暖

川普締造的傳奇影響著大選後的一個月

之全球金融市場，美國道瓊指數從18,590點上

漲到19,790點，漲幅6.5%，逼近2萬點歷史大

關，美國債券市場亦受到顯著影響，美國10年

期公債殖利率從1.85%大幅上升至2.57%，這

樣熱絡的市場氛圍也延伸至日本及歐洲股市，

日經指數與德國法蘭克福指數，漲幅分別達

19%及8.2%，美元兌日圓也出現慶祝行情，由

101.15低點大幅反彈到117.80的價位，美元兌

日圓的升值幅度高達16.5%，這短短一個月金

融市場的重大變化應可以在近代金融歷史上留

下紀錄，但唯獨中國大陸金融市場不受影響，

股市不漲反跌，預期人民幣又將大幅貶值的評

論再度開始出現。

今年一開始，國際外匯市場參與者大多傾向

持有美元部位，外匯交易員期待年初就可有豐厚

的收益，但在市場全面看升美元之時，即常常事

與願違，市場經常出現反轉走勢，而人民幣就在

此時出現不跌反升之情況。今年1月4日中國人民

銀行面對持續貶值的人民幣匯率及日益縮減之外

匯存底餘額，突然緊縮境外人民幣資金，在人民

幣不易拆借下，人民幣隔拆利率大幅升過90%之

超高水準，順勢使市場出現拋售美元及回補人民

幣之情況，短短2天時間，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

一度逼近7.0大關的6.98價位，大幅下滑至6.79，

人民幣大漲近0.2元(2,000點)，漲幅達2.7%，中國

人民銀行順利使人民幣結束貶值，加上川普的幾

次上任前演說，並未引起市場認同，許多交易商

急於避免去年底累積的匯率收益由盈轉虧，使得

美元出現顯著貶值。

      今(2017)年的國際匯率市場就在大幅波動中開始，也宣告金融市場將一樣會是波動震盪的
一年，在此匯率風險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擁有便利之避險管道，可提高交易勝率及降低匯率風

險，而臺灣期貨交易所已推出多項匯率期貨商品，在國際外匯市場動盪之際，投資人可多加了

解與運用期交所相關匯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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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際外匯市場
波動震盪的一年

貿易保護主義及Fed升息　影響美元走勢

美國總統川普在今年2月28日首次的國會演

說中，再度闡述其美國優先的論調，搭配對中產

階級的大幅減稅計畫、投資兆元的基礎建設發展

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這些因素都將使美元資產

逐漸備受市場青睞，從美國道瓊指數屢創歷史新

高之情況，即反應出市場對該等政策之期待，加

上美國聯準會(Fed)主席葉倫多次升息言論，為美

元未來持續走升墊下基石。

惟川普近期常提出的匯率操縱國議題，顯示其

希望透過弱勢美元讓美國經濟推展更順利，因此想

減緩美元的強勢，然這可能需要亞洲國家改變其匯

率政策方能成真。預期今年美元走勢將深受美國政

策面影響，較可能呈現緩步走升的趨勢。

資本管控及貨幣緊縮　影響人民幣動向

人民幣在今年初止跌回升，只是未來走勢仍

須視基本面而定，包含中國大陸國內之整體經濟

現況，但由目前政策面因素研判，預期人民幣的

貶值壓力將逐步減輕。

中國大陸自去年11月開始實施一連串的資

本管控措施，將單月資金外流金額大幅降低近

45%，將可使外匯存底的流失速度減緩，也間接

穩定人民幣的匯率。

由於近期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已出

現回溫跡象，雖然李克強總理宣布今年經濟成長以

保守的6.5%為目標，但市場普遍認為低估，加上人

民銀行利率政策正默默的跟著美元升息速度上調，

讓中美利差有機會縮小，提高了人民幣相對的投資

報酬率，讓資本有機會回流中國大陸。

弱勢日圓政策　影響日圓走向

2%的通貨膨脹率一直是日本政府與央行的政

策目標，因此維持弱勢日圓是欲達成此一目標之手

段，但日本央行去年幾次無效之政策喊話，讓市場

對日本央行弱勢日圓的政策執行能力產生疑慮，也

是美元兌日圓多次升過100價位的原因，而川普當

選後美元升值，削弱強勢的日圓，另配合日股上

揚，日本經濟亦出現回升跡象，預期日本政府將順

勢避免讓日圓升值。

政治紛擾　牽動歐元匯率

歐元區係由19個國家組成，惟各國經濟發展情

況差異甚多，因此容易產生紛擾。今年歐元區許多

國家將進行選舉，從3月份的荷蘭大選、5月份法國

及義大利大選，9月份則為德國大選，多變的大選

過程及結果，將深深影響歐元的走勢，預期今年9

月之前，歐元匯率波動將居高不下。

雖然目前歐元區貨幣寬鬆政策退場聲音不斷，

但預期歐洲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在大選年不會有太

大的變化，貨幣寬鬆政策支撐歐元升值的因素不易

產生，但今年正值歐元區大選年，應預防發生去年

英國脫歐及川普當選之意外，讓歐元區的團結或貨

幣寬鬆政策退場時機產生變化(詳下表1)。

期交所匯率期貨　

提供良好的避險管道

期交所已推出多項匯率期貨商品，包含人民

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小型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

表1：2017年國際匯市觀察重點
貨幣 影響因素

美元
1. Fed升息動作
2. 貿易保護主義 
3. 川普匯率政策言論

人民幣
1. 經濟基本面
2. 資本管控措施
3.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

日圓
1. 弱勢日圓政策執行力度
2. 經濟基本面及通貨膨脹率

歐元
1. 歐元區會員國之選舉
2.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退場

38.indd   19 2017/4/17   下午 07:06:11



Dialogue

20

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在

國際外匯市場動盪之際，投資人可多加了解與

運用期交所相關匯率商品。

匯率期貨 VS 遠期外匯
匯率期貨推出之原因與遠期外匯相似，皆

是為滿足交易人對匯率之交易及避險需求，原

則上，匯率期貨與遠期外匯之定價方式相同，

除此之外，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交易方式。

遠期外匯係由銀行承作，承作之前，銀行需評

估交易人之財務狀況及是否具有避險需求後，

再由銀行核定可交易額度。因此，使用遠期外

匯規避匯率風險之門檻高，一般交易人不易直

接透過銀行進行遠期外匯交易(詳下表2)。

期交所匯率期貨優勢

交易門檻低，交易人至期貨商及證券商開戶即

可參與交易

期交所的匯率期貨交易門檻低，交易人只要

到期貨商或證券商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及持有足夠

之保證金，不論法人或個人皆可參與匯率期貨交

易，不需再透過銀行，故匯率期貨交易門檻低，

可作為交易人便利之匯率交易與避險工具。

提供另一匯率投資管道，讓匯率投資更為容易

茲以交易人持有新臺幣13,000元為例，比較

新臺幣定存、人民幣定存及人民幣匯率期貨之投

資收益。

倘投資管道為新臺幣及人民幣定存，時間

均為1年期，每月定存的利息收益分別為新臺幣

12元、32元，但若將該筆資金拿來交易小型人

民幣匯率期貨，在符合預期走勢(假設人民幣走

升，2天後美元兌人民幣自成交價6.8920下跌至

6.8720，下跌0.0200點)情形下，短時間內即可

獲利出場，獲利金額為新臺幣1,831元。由比較

案例可見，期交所匯率期貨可提供交易人更多之

匯率投資機會，交易人可多加運用(詳下表4)。

表3：期交所匯率期貨保證金

商品別 原始保證金 維持保證金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人民幣2,840元 人民幣2,180元

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人民幣13,640元 人民幣10,460元

歐元兌美元期貨 美金600元 美金460元

美元兌日圓期貨 日幣57,000元 日幣44,000元

表2：期交所匯率期貨VS遠期外匯

- 期交所匯率期貨 遠期外匯

交易方式 期貨集中市場 銀行承作

交易門檻

交易門檻低，交易人只要到期貨商或

證券商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及持有足夠

之保證金，不論法人或個人皆可參與

由銀行承作，銀行需評估交易人之財

務狀況及是否具有避險需求後，再由

銀行核定可交易額度

交易時間

每日超過19小時
(上午8時45分至下午4時15分；下午5
時25分至次日凌晨5時)

6.5小時 
(上午9時到下午3時30分)

註：保證金依期交所公告為準，表中數字為截至4月15日之期交所公告之匯率期貨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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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上線後，交易時間長，提升匯率交易及

避險之便利性

大部分銀行之外匯交易係從上午9時到下午

3時30分截止，交易時間僅有6.5小時，而目前期

交所匯率期貨之交易時間為上午8時45分至下午

4時15分，期交所將在5月中旬推出盤後交易平

台，匯率商品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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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於盤後交易時段進行交

易，從下午5時25分交易至次日凌晨5時，交易時

間將超過19小時，具有匯率避險需求之交易人幾

乎隨時皆可參與匯率期貨交易，大幅增加匯率交

易及避險之便利性。

致力提升參與者多元化及市場深度

參與者多元化

目前國內匯率期貨之主要參與者為銀行、

期貨自營商及外資，外資參與比重已近2成，自

然人參與比重約3%，與股價指數期貨自然人參

與比重56%相比，匯率期貨自然人參與率仍有很

大提升空間。匯率期貨自然人參與率低原因之一

為其自2015年7月開始上市至今不到2年，交易

人對匯率期貨之熟悉度尚未如股權類期貨及選擇

權。對此，期交所自匯率期貨上市後，持續辦理

多項推廣活動，包含舉辦匯率期貨理財講座、預

測匯率期貨價格活動、匯率期貨交易獎勵活動

等，相信在持續推廣後，自然人之參與比重將逐

步提升，有助於提升匯率期貨之參與者層面。

提升市場深度

未平倉量係為交易人持有部位意願之指標，

亦為維繫期貨商品交易熱度之關鍵。以國內股價

指數期貨為例，目前未平倉量大約15萬口左右，

匯率期貨則已從上線初期之3千口上升至目前之5

千口，已有顯著的成長，未來在更多交易人的參

與下，預期未平倉量將日漸成長，可望提升匯率

期貨之市場深度。

展望

目前國內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量在全球交易

所中仍維持領先地位，美元兌日圓期貨及歐元兌

美元期貨之交易量亦逐漸增加。今年5月期貨市

場盤後交易平台正式上線後，將提供交易人全天

候的交易環境與機會。期交所匯率期貨具有交易

門檻低、增加投資機會及交易時間長等優點，面

對今年多變之全球匯率市場，正可提供交易人一

個便利之交易及避險管道，交易人可多加運用。

最後，站在匯率市場參與者的角度，很高興見到

期交所匯率期貨商品推陳出新，期望未來與期交

所一起努力推廣匯率商品，共同推動臺灣匯率市

場更上一層樓。

〈以上內容不代表本刊及期交所立場〉

表4：匯率投資工具收益比較

投資工具 情境 收益試算

新臺幣定存 假設年利率1.1%
新臺幣13,000元x1.1%/12=新臺幣12元
收益為：每月利息為新臺幣12元

人民幣定存 假設年利率3%
1. 新臺幣13,000元可兌換為人民幣2,840元
2.  人民幣 2,840元x3.0%/12=每月利息人民幣7元
    收益為：每月利息為人民幣7元，約當新臺幣32元

投資小型美

元兌人民幣

期貨

1.  預期人民幣升值，美元兌人
民幣將下跌

2.  賣出1口小型美元兌人民幣
期貨，成交價為6.8920；2天
後，美元兌人民幣如期下跌

至6.8720，獲利出場

1.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契約規模為2萬美元
2.  美元20,000X(6.8920-6.8720)=人民幣400
3.  為期2天左右的投資，收益為人民幣400元，約當
新臺幣1,8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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