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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國際上對於行情資訊之需求均逐年

成長，投資人為了提昇投資收益，及衍

生性商品的推波助瀾，導致金融交易愈加複

雜，進而促使行情資訊及行情資訊分析之需求

持續增加。為瞭解行情資訊之發展，本文將依

序就國際金融行情資訊產業、國際

行情資訊收入前3大之交易所及國際

交易所行情資訊策略合作發展資訊

等進行介紹。

國際金融行情資訊

產業發展趨勢

國際顧問公司(Burton-Taylor)

於去(2016)年對全球金融行情資訊

產業進行之市場研究，調查對象包

含行情資訊公司33家、行情資訊使

用者及產業分析師16家、行情資訊

顧問公司11家等，調查結果顯示，

目前行情資訊產業仍處於成長階

段。Burton-Taylor之調查報告羅列如下：

一、 2015年全球金融業行情資訊需求成長，來自

於金融法規之變革

全球金融業行情資訊在2015年的市場支

出為266億美元，較2014年成長了1.17%。以

過去5年(2011-2015年)來看，除了股票銷售與

交易、外匯／債券銷售與交易及個人財富管理

等產業未成長外，在投資管理、固定收益銷售

與交易及投資銀行等產業均有成長(詳圖1)。以

整體區域的成長來看，以美洲及亞洲的表現較

佳，而在歐洲、中東及非洲等地區(EMEA)成長

則不如其他地區。

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因金融商品交

易量增加及金融法規制度改變，使得投資管理

及投資銀行產業對於行情資訊及資訊分析之需

求持續提昇。金融法規制度之變革主要因巴塞

爾協議Ⅲ之新規範，協議中規定銀行需從各種

不同產品和事業單位中之各式系統匯集分析資

訊，而致金融業在資訊系統的支出成本增加。

商品及能源產業則因2011年至2014年的國際原

行情資訊業務成長迅速

國際交易所競逐商機

圖1：2011-2015年全球行情資訊／資訊分析之成長率

資料來源： Burton-Taylor, Global Market Data Demand Revenue, Segment & 
Regional Growth Forecasts 2016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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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格高漲，而提高行情資訊的支出，致行情

資訊業快速成長。

二、行情資訊未來將成為交易所的營收成長動能

2015年全球交易所的主要營收來源還是交

易、結算與交割，其次則是行情資訊之收入(詳

圖2)；其中EMEA地區在交易、結算與交割之收

入較美洲地區及亞洲地區之交易所高，亞洲地區

交易所則是在掛牌與上市服務之收入高於其他兩

區。而亞洲地區交易所在行情資訊之收入遠低於

其他區域交易所，顯示亞洲地區交易所在行情資

訊收入上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行情資訊營收前3大交易所介紹
一、 行情資訊營收前3大交易所之營收分析

交易所行情資訊收入包含了即時(延遲)資

訊、盤後資訊及歷史資料等3個部份，目前國

際上行情資訊收入前3大交易所分別為倫敦證

券交易所(LSE)、德國交易所集團(DBAG)及芝

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該等交易所在2015

年之行情資訊合計營收較2011年成長60%，

且在2012年至2015年間均有2位數成長(詳表

1)，顯示交易所之行情資訊業務處於高速成長

階段。

圖2：2015年全球交易所營收來源

100%

80%

60%

40%

20%

0%
美洲地區 歐洲、中東及非洲等地區 亞洲地區

交易、結算與交割
交易、結算與交割 交易、結算與交割

行情資訊
行情資訊

掛牌與上市服務
掛牌與上市服務

行情技術與連線 行情技術與連線

行情資訊

掛牌與上市服務

行情技術與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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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8.1 $9,303.2 $6,387.4

表1：三大交易所行情資訊營收一覽表   (單位：百萬美元)

-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倫敦證券交易所(LSE) 
營 收 229.6 272.1 380.8 463.7 652.6 

成 長 率 - 19% 40% 22% 41%

德國交易所集團(DBAG) 
營 收 250.5 228.2 387.8 403.1 435.5 

成 長 率 - -9% 70% 4% 8%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營 收 427.7 387.1 315.4 356.3 399.4

成 長 率 - -9% -19% 13% 12%

合計 
營 收 907.8 887.4 1,083.9 1,223.1 1,487.5 

成 長 率 - -2% 22% 13% 22%

註： 以上為行情資訊營收前三大之交易所。

37.indd   23 2017/2/9   下午 07:56:35



Global outlook

24

二、 交易所行情資訊產品介紹

國際上交易所對於即時行情資訊產品之分

類大多可依據行情資訊速度、行情資訊揭示深

度、及交易商品等區分3種(詳表2)。其中行情資

訊速度通常會依據線路之類型(如專線、網際網

路)、頻寬、介接系統(如交易系統、行情系統)等

而有不同之訂價。行情資訊揭示深度通常可分為

最佳1檔、最佳5檔或10檔及全委託簿等。而依

交易商品區分的話，則是以現貨商品、ETF、及

衍生性商品等作為區分方式。

國際交易所行情資訊策略合作

發展現況

一、 泛歐交易所(Euronext)與上海證券交易所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SE)之資訊合作

2015年9月21日泛歐交易所宣佈與上海證

券交易所進行資訊合作，在中國大陸推廣其現

貨、衍生品商品及指數數據。由SSE旗下全資子

公司上證所信息網絡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地區販

售泛歐交易所之資訊。

該合作案提昇泛歐交易所及掛牌公司在中

國大陸地區的知名度，並可為中國大陸地區投

資者提供參與歐洲資本市場之便捷管道。其合作

重點著重在中國大陸市場推廣泛歐交易所行情資

訊，使中國大陸投資者更為熟悉泛歐交易所，進

而參與其市場，有助於強化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國

際化戰略地位。

二、 洲際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ICE)併購

金融資訊服務公司Interactive Data Corp(IDC)

洲際交易所為拓展其行情資訊業務，於2015

年10月26日宣布將收購資訊服務公司IDC，以加強

行情資訊之全球布局。

IDC是全球領先的金融資訊服務公司之一，彭

博社與湯森路透為主要競爭對手，主要業務為提

供銀行、保險、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專業之金融

資訊服務。經本次合作，ICE可透過其資訊服務平

臺提供全球客戶即時行情資訊等金融資訊服務。

ICE藉由整合行情資訊之上游及下游，建立起行情

資訊產業鏈，可提昇ICE本身行情資訊之價值，並

擴大其國際市場。

本次併購案是繼2014年9月ICE併購以色列金

融資訊服務公司SuperDerivatives後，ICE再次併購

表2：行情資訊產品分類方式

行情資訊速度

即時

專線
特定專屬線路，通常是向交易所指定之電信公司申請，部分交易
所甚至自行提供專屬線路服務

網際網路 透過公眾網際網路，以虛擬私人網路(VPN)與交易所連線

介接系統
行情系統 資訊透過行情系統收集後送出，速度較慢

交易系統 資訊直接由交易系統將撮合結果送出，速度較快

延遲 通常以延遲10~15分鐘做為延遲資訊

行情資訊揭示深度 通常分為最佳買賣報價、最佳買賣5檔、最佳買賣10檔、及全委託簿等

交易商品 現貨商品、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及衍生性商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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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訊服務公司，顯示ICE對行情資訊業務之重

視。在併購SuperDerivatives之後，ICE行情資訊收

入呈現大幅成長。

三、 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稱期交所)與德國交易所

集團(Deutsche Börse Group,DBAG)行情資訊

合作

德國交易所集團與期交所雙方於去年5月30日簽

訂「行情資訊合作協議」，期交所授權DBAG於海外

地區行銷期交所行情資訊，並共享市場拓展成果，

互創雙贏。期交所負責提供行情資訊傳輸服務，

DBAG負責海外申請使用者之銷售及管理。

期交所將藉由DBAG之全球業務通路及其於全

球500餘家之行情資訊業者，於全球行銷推廣臺灣

期貨市場行情資訊，可提昇期交所商品之國際能見

度，吸引國外法人參與我國資本市場。

 

四、 德國交易所集團 (DBAG)與孟買證券交易所

(Bombay Stock Exchange,BSE)擴大行情資訊

合作

德國交易所集團與孟買證券交易所於2013年

10月2日宣布雙方行情資訊合作，DBAG成為BSE之

獨家國際授權商，負責BSE於國際之行情資訊授權

及即時行情資訊傳輸之服務等。雙方另於去年12月

15日宣布，其行情資訊合作將擴大至印度國際交易

所(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dia,India INX)，India 

INX為BSE集團旗下子公司，提供交易、結算等全方

位之電子平臺，資產類別包含證券、衍生性商品、

貴金屬、能源、農產品、利率等。透過本合作案，

既有客戶可直接訂購India INX之行情資訊，可滿足

客戶在行情資訊取得與使用上之需求。

 

五、 上海證券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SSE)

與莫斯科交易所集團 (Moscow  Exchange 

Group,MOEX)行情資訊合作

上海證券交易所與莫斯科交易所集團於去

年12月19日宣布進行行情資訊合作，將由上

海證券交易所旗下中國投資信息服務有限公司

(CIIS)負責MOEX行情資訊在中國大陸地區之授

權及傳輸服務。

SSE將負責MOEX即時行情資訊的傳輸、

行銷與銷售，MOEX授權之產品包含股票、

債券、貨幣、期貨及選擇權等。這是雙方繼

2015年在MOEX推出人民幣－俄羅斯盧布商品

後進一步之策略合作，透過本次合作，中國大

陸的投資人可更方便取得MOEX的市場資訊，

而MOEX也可進一步拓展其在中國的業務。

 

展望

行情資訊是交易所的重要收入來源，更

是極其重要的戰略資源，從近年各交易所的

布局就可看出端倪，各交易所除了不斷增加其

行情資訊的基礎建設及技術傳輸，以提昇其資

訊價值外，更與其他交易所進行策略結盟，希

望能透過互補互利之合作，擴大自身的國際市

占率及影響力，進而吸引投資人前往參與市場

交易。有交易所更是利用併購方式來強化競爭

力，例如洲際交易所透過併購金融資訊服務公

司來達到產業鏈之垂直整合，藉此瞭解與滿足

投資人之需求，並發揮整合綜效，增加行情資

訊產品價值及國際競爭力。

期交所面對日趨嚴峻的國際挑戰，除了規

劃新的商品上市外及推出新的行情資訊產品來

提高期交所行情資訊價值外，在行情資訊的戰

略布局上，亦積極與國際上其他交易所進行策

略合作，如去年5月與德國交易所集團進行行

情資訊策略結盟，透過此項合作讓臺灣資本市

場進一步國際化，期能在交易所之行情資訊業

務競爭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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