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鎊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

文╱黃定容（期交所企劃部經理）、黃珮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全新上市

期
交所自 2015 年起陸續推出匯率類商品，目

前已推出大小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歐

元兌美元期貨及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匯率期貨商品，

涵蓋主要外匯避險及交易需求，並持續穩步扎根

及成長。為滿足市場需求，並使臺灣期貨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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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於今（2018）年 1 月 22 日

推出英鎊兌美元匯率期貨（以下簡稱英鎊匯率期

貨）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以下簡稱澳幣匯率

期貨）二項新商品，期望透過提供多元匯率避險

管道，為市場注入新的動能。

商品功能與特色

一、提供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相關匯率之避

險及交易管道

進出口貿易業者、外幣資產持有者及交易人

等，可透過英鎊或澳幣匯率期貨，降低匯率價格

波動風險，或依行情走勢進行交易操作。進行多

元之跨市場交易策略。

二、交易門檻低，資金運用效率高

英鎊及澳幣匯率期貨契約規模分別為 2 萬英

鎊及 2.5 萬澳幣，相較於銀行承作之外匯衍生性商

品契約規模分別為 100 萬英鎊及 100 萬澳幣，交

易門檻相對低出許多，且因期貨商品具財務槓桿

之特性，交易人可以較低之資金成本進行避險、

交易及套利活動，提升資金運用效率。

三、集中市場交易，價格透明度高，具交易便利性

期交所匯率期貨商品，於集中市場交易，公

開競價，資訊透明度高，交易人可隨時新增部位

或反向平倉，交易相對便利。

契約規格

一、交易標的

英鎊匯率期貨之交易標的為英鎊兌美元匯率，

澳幣匯率期貨之交易標的則為澳幣兌美元匯率。

二、契約規模

英鎊匯率期貨與澳幣匯率期貨之契約規模分

別為 2 萬英鎊及 2.5 萬澳幣。

三、報價方式及最小升降單位

依照外匯市場之交易習慣，英鎊匯率期貨報

價方式為每 1 英鎊兌多少美元（例如：1 英鎊兌

1.3211 美元），澳幣匯率期貨報價方式為每 1 澳

幣兌多少美元（例如：1 澳幣兌 0.7965 美元）。

另配合外匯交易慣例，英鎊匯率期貨及澳幣匯率

期貨報價至小數點後4位，最小升降單位為0.0001

美元（價值分別為 2 美元及 2.5 美元）。

四、交易日及交易時間

兩商品交易日與我國銀行業營業日相同，交易

時間則與現行期交所匯率期貨商品一致，即一般交

易時段之交易時間為營業日上午 8：45 分開盤，至

下午 4：15 收盤，盤後交易時段之交易時間為營業

日下午 5：25 至次日上午 5：00，到期月份契約最

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至下午 2：00。

五、契約到期交割月份

交易當月起接續之 4 個季月（3、6、9、12

季月循環）。

六、每日漲跌幅

兩檔匯率期貨之漲跌幅限制為前一一般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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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每日結算價之上下 3％、5％及 7％，另到期

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前一夜盤交易時段起，第三

階段漲跌幅限制為至 12％。

七、最後交易日及最後結算日

兩檔匯率期貨之最後交易日與最後結算日相

同，均為到期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與現行匯

率期貨一致。倘遇國內假日或 WM╱Reuters 因國

際外匯市場休假未能提供台北時間下午 2 時即期

匯率等情況，則以其次一營業日為最後交易日。

八、最後結算價

英鎊匯率期貨之最後結算價為最後交易日台

北時間下午 2 時 WM╱Reuters 英鎊兌美元即期匯

率中價（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4 位）；澳幣兌美

元匯率期貨之最後結算價為最後交易日台北時間

下午 2 時 WM╱Reuters 澳幣兌美元即期匯率中價

（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 4 位）。

結論

期交所新上市之英鎊及澳幣匯率期貨，可提

供我國貿易商等業者外幣避險管道，另匯率期貨

交易門檻較店頭外匯市場為低，且期貨集中交易

市場具公平、效率、透明之特性，對於在店頭市

場較不具議價能力之自然人或小額交易人而言，

亦為便利之匯率交易工具。

期交所近年來致力於拓展產品線，匯率類產

品線部分，已陸續推出人民幣、歐元、日圓、英

鎊、澳幣匯率為標的之商品，有助於臺灣期貨市

場之匯率類產品更趨完整，亦可發揮群聚效果，

滿足交易人多元需求。

項目 內容

中文簡稱

交易標的

英文代碼

交易時間

契約規模

契約到期交割

月份

每日結算價

每日漲跌幅

報價方式

最小升降 

單位

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

最後結算價

交割方式

英鎊兌美元期貨及澳幣兌美元期貨契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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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臺灣期貨市場交易概況
文╱吳阿秋 （期交所交易部經理）、吳玫玲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臺
灣 期 貨 市 場 交 易 量 再 創 歷 史 新 高， 去

（2017）年總交易量達 2 億 6,570 萬 5,669

口，日均量 108 萬 104 口，分別較前年成長 9.94％

及 9.05％，連續第 4 年交易量突破 2 億口。去年

受到臺股市場波動及振幅縮小影響，主力商品臺

股期貨及小型臺指期貨交易量能受到衝擊，惟在

期交所推出「夜盤」挹注期貨市場成長動能、調

整「臺指選擇權履約價格間距」成效顯著、持續

改善造市制度帶動股票期貨交易量逆勢成長，以

及引進國外指數期貨新商品等綜效下發揮支撐效

果，去年期貨市場總交易量較前一年度成長近 1

成。

期市交易量成長 9.94％

去年臺股期貨自 5 月中旬衝上萬點，隨後持

續維持在高檔震盪，並於 11 月下旬創下年度新

高，臺股期貨全年平均日內振幅及新 VIX 收盤指

數全年平均值僅 74 點及 11.53 點，分別較前一年

度大幅下滑 25 點及 4.78％；惟證券集中市場成交

值自 4 月 28 日起開放當沖減稅後，交易量逐季成

長，全年日均值達 1,049 億元，較前年 775 億元，

大幅成長 35.35％ （表 1）。市場波動及振幅雖趨

緩，但在現貨市場量能逐季成長下，利用期貨市

場交易及避險需求增加，致去年期貨市場總量達 2

億 6,570 萬 5,669 口，較前年成長 9.94％；日均

量 108 萬 104 口，較前年成長 9.05％。

夜盤挹注期貨市場成長動能

去年 5 月 15 日期交所推出夜盤交易，期貨

市場交易時間延長至 19 小時。夜盤分時交易量

分布在歐股及美股開盤後交易量較高，占全時段

53.9 ％， 其 中 歐 股 開 盤 後（15：00～17：00）

交易量占夜盤交易量比重 23.1％；美股開盤後

（21：30～00：00）交易量占夜盤交易量比重

30.8％。截至去年底，夜盤共挹注期貨市場總交

易量 1,553 萬 1,432 口。日均量自 5 月份 3 萬 7,562

口逐月成長至 12 月份 13 萬 2,220 口，成長幅度

252％，全年夜盤日均量為 97,682 口，超過原規

劃目標 3 萬口之 3 倍。夜盤占日盤交易比重由 5

月份 5.15％逐月提升至 12 月份 11.99％，全年夜

盤占日盤比例為 10.22％，亦遠超過原規劃 3％目

標（表 2）。

臺指選擇權履約價格間距調整成效顯著

鑒於臺股市場近年波動水準持續降低，為使

臺指選擇權之履約價格間距貼近臺股波動水準，

並滿足市場交易需求，經參酌國際間交易所做

法，期交所適時調整履約價格間距並採兩階段實

期間
臺股期貨平均日內振

幅（點）
新 VIX 指數 

收盤均值（點）
證券集中市場 

日均值（億元）
期貨市場 

日均量（口）

表 1：臺灣期貨市場暨證券市場交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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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調整實施後日均量為 84 萬 4,942 口，較前期

（實施前）大幅成長 33.64％；亦較前年同期（實

施前）顯著成長 30.46％。調整實施後日均未沖

銷量為 122 萬 2,566 口，較前期（實施前）成長

27.77％；亦較前（2016）年同期（實施前），大

幅成長 38.02％，實施臺指選擇權履約價格間距調

整成效顯著（表 3 ）。

另就去年各商品來看，交易量最高者仍為臺

指選擇權，其去年日均量為 75 萬 7,768 口，較

前年成長 10.49％。其中週選擇權日均量自 2015

年首度超越月選擇權後，已連續 3 年超越月選擇

權，其日均量為 48 萬 6,776 口，較前年大幅成長

16.49％；月選擇權日均量則為 36 萬 5,972 口，

較前年成長 8.22％。

股票期貨帶動交易量成長

為提升股票期貨之流動性，主管機關於去年

1 月 10 日同意放寬擔任股票期貨暨選擇權造市者

利用標的證券避險之相關比例限制。增加造市者

避險彈性後，整體造市者報價參與度提高，故在

造市者維持一定之流動性下，其他交易人積極參

與股票期貨之交易，故整體市場交易量有所成長。

另因去年高價股一路上漲態勢，使對應標的之股

票期貨，更能提供交易人低資金成本優勢，去年

交易量前十大股票期貨中有一檔股價超過200元，

另有 4 檔股價亦近百元。經上述造市制度調整

及市況發展下，股票期貨去年日均交易量為 8 萬

1,250 口，較前年 4 萬 7,962 口，增加逾 3.3 萬口，

增長 69.40％。

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 500 期貨上市

增添動能

去年 5 月 15 日期交所推出兩項國外指數期貨

新商品，其中美國道瓊期貨總交易量為40萬3,078

口、日均量 2,488 口，美國標普 500 期貨總成交

量為 3 萬 8,658 口、日均量 239 口。美國道瓊期

貨已躍居國外指數期貨第一大之交易量。

展望

展望今年，期交所將穩固「三足鼎立」的商

品發展策略，即國內股價指數類商品、匯率類商

品及國際版 - 國外指數期貨商品之基礎上，持續

關注市場需求及開發符合交易人需求之新商品。

另為提供交易人完善避險管道及更多選擇與交易

機會，期交所已將臺股期貨等 13 項商品納入夜盤

交易，未來將視實施成效及市場需求，分階段逐

步增掛商品。此外，亦將致力推動相關制度以接

軌國際，進而提昇我國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

期間
夜盤日均量

（口）
日盤日均量

（口）
夜盤占 

日盤比例

表 2：2017 年夜盤交易占日盤交易比重

註：日盤日均量為 2017 年夜盤適用之 11 項商品。

期間
實施後 

（2017╱6╱12～
2017╱12╱31）

實施前 
（2016 ╱11╱7～

2017╱6╱9）

變動 
（％）

前年同期
（2016╱6╱12～
2016╱12╱31）

與前年 
同期相較
（％）

表 3：臺指選擇權履約價格間距調整前後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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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市場盤前資訊揭露

文╱戴良安 （期交所交易部代副經理）、溫士懿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大數據分析

我
國期貨市場自 2014 年 5 月 12 日起實施盤

前資訊揭露制度，增加揭露模擬試撮之開盤

價、量及試撮後之最佳 5 檔買賣價、量。同時規

定開盤前 2 分鐘不可刪、改委託，僅得新增委託，

以提高開盤前試撮價格之參考性。因開盤價格係

反映前一交易日收盤後至開盤前累積之國內外市

場訊息，盤前資訊揭露制度可使市場交易人提前

觀察相關資訊之反映情形，增加盤前資訊透明度。

為了解期貨市場盤前資訊揭露之實施成效，

本文以 2011 年 5 月至 2017 年 3 月之逐筆委託交

易資料進行分析，比較制度上線前後 3 年交易人

盤前之委託、開盤價格與交易量之變化，及分析

在盤前資訊揭露透明度提高之設計下，是否提高

國內期貨市場開盤之訂價效率，並提升我國期貨

市場之競爭力。相關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盤前刪單比分析

制度實施前，並無揭露試撮價格，於盤前有

委託需求之交易人，僅能參考其他市場盤前資訊

進行委託及刪單。制度實施後，盤前資訊透明度

增加，交易人得以透過模擬試撮之開盤資訊進行

委託，應可降低盤前刪單比（盤前刪單筆數╱盤

前委託筆數），有效提升盤前委託之效率。

故以下將分析制度實施後之盤前刪單比是

否有明顯變化，經統計發現制度實施後，全市場

之委託刪單比下降 2.92％，其中期貨商品下降

4.16％，選擇權商品下降 2.47％。顯示交易人於

盤前掌握更多資訊下，有助於降低盤前之刪單行

為。

倘進一步以交易人別統計盤前刪單比，外資、

自營商及自然人之盤前刪單比於制度實施後，分

別下降 14.58％、6.04％及 1.64％。推論外資下降

幅度較大之原因為國外交易所相較我國期貨市場

更早實施盤前資訊揭露制度，外資對此制度較為

熟悉。因此在制度實施後，對於盤前資訊之掌握

度提高下，外資之盤前刪單比下降幅度將大於自

然人與自營商。

盤前禁刪時段分析

盤前禁刪時段為開盤前 2 分鐘不得刪、改委

託，僅得新增委託，以增加盤前模擬試撮價格之參

考性。為觀察交易人於此時段之交易行為，本研究

分別比較盤前非禁刪時段與禁刪時段（以臺股期貨

為例，盤前非禁刪時段為 8：30 至 8：43，盤前

禁刪時段為 8：43 至 8：45）於制度實施前後之

委託單筆數變化，其中全市場之委託單筆數於非禁

刪時段減少 4.85％，於禁刪時段增加 69.49％。顯

示因禁刪時段揭示之模擬撮合價格更具參考性，交

易人更有意願於禁刪時段下單。

另期貨與選擇權商品於制度實施後禁刪時段

之委託單筆數變化，期貨商品成長幅度為 5.81％，

選擇權商品成長幅度為 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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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面分析

一、股價指數期貨開盤後 1 分鐘內之振幅下降

盤前資訊揭露有助於交易人進行委託，交易

人於盤前積極委託下，使得開盤價格之資訊內涵

更具效率性，買賣雙方對開盤價格預期更為準確，

故盤前資訊揭露可降低開盤後短時間內價格之變

動程度。

以臺股期貨、電子期貨及金融期貨為例，盤

前資訊揭露制度上線後臺股期貨、電子期貨及金

融期貨開盤後 1 分鐘內之每日平均振幅分別下降

0.04％、0.05％及 0.08％。顯示在開盤價反應盤

前資訊內涵下，降低開盤後價格之變動程度。

二、臺股期貨開盤漲跌幅與摩台期開盤漲跌幅之

差距下降

SGX 摩台期於 2011 年 9 月即實施盤前資訊揭

露制度，考量摩台期與臺股期貨相關性高，期交所

實施盤前資訊揭露後，在兩市場資訊皆具透明度

下，兩商品之開盤漲跌幅差距應會降低。經統計分

析兩商品之開盤漲跌幅差距由實施前之 0.21％下

降至 0.15％。顯示臺股期貨在開盤價充分反映盤

前資訊內涵下，有效提升開盤之訂價效率。

交易量分析

另為分析在開盤訂價效率提升下，不確定

性降低對於開盤交易量之影響。統計開盤後 15

分鐘之日均量，制度實施後全市場成長幅度達

40.1％，其中期貨商品成長 25.82％，選擇權商品

成長 44.90％，顯示在開盤訂價效率提升下，提升

交易人參與意願，帶動開盤時段交易量成長。

結論    

由數據統計分析之結果，盤前資訊揭露制度

上線後，盤前提供之試撮價格有利交易人於盤前

掌握更多資訊，使交易人之刪單比下降；禁刪時

段期間提高試撮價格之參考性，有效提升交易人

之下單意願，故交易人於該時段之委託單將顯著

增加；盤前資訊揭露透明度增加，有效降低開盤

後短時間內之振幅，使開盤價格更具訂價效率；

此外，訂價效率提升後，因不確定性降低，進而

帶動開盤時段交易量之成長。綜上，盤前資訊揭

露制度因盤前資訊透明度提高，提高我國期貨市

場開盤之訂價效率，提升我國期貨市場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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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三大委員會

文╱廖進和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第 20屆委員名單出爐

委員會成立緣起及主要功能

依期貨交易法第 7 條規定，期貨交易所之組

織分會員制及公司制，期交所於1997年9月成立，

係為公司制之交易所，惟為落實會員制自治精神

於公司制之期貨交易所，爰依期交所公司章程第

36 條規定，經期交所董事會之授權，分設交易業

務委員會、結算業務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等三大

委員會，其主要功能係提供期交所業務諮詢及協

助釐定相關政策之單位。

委員會組成成員

期交所三大委員會各設置 9 位委員，並依所

代表單位之不同，分為業者委員（期貨商或結算

會員）、公益委員（專家學者）及期交所人員。

交易業務委員會之成員，依期交所公司章程

第 37 條規定，至少應有三分之二為期交所交易之

期貨商。結算業務委員會之成員，至少應有三分

之二為期交所之結算會員。紀律委員會之成員，

至少應有三分之一為期交所具結算會員之期貨商。

委員任期與資格條件

委員任期原則上皆為 1 年，並得連任 2 次，惟

業者委員之連任人數不得逾該類員額的二分之一。

在委員資格方面，業者委員須具有相當年資

之期貨、證券或金融機構工作經驗，並曾擔任特

定職務以上之工作，具備相關期貨專業知識；公

益委員則須具有會計審計、財務金融、企業管理、

法律、證券或期貨等專長之社會公正人士及專家

學者，例如於學校任教之教授、具有會計師或律

師執業資歷、具相關期貨、證券或金融機構相當

之工作經驗，或有事實足資證明其對期貨、證券、

金融市場動態等事項有特別研究之專業人士。

委員姓名 職　　稱 交易委員會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六）與第 20屆交易委員會委員合影。左起為：委員李
綱、委員李美芳、委員黃進明、委員周筱玲、委員王塗發、委員朱德芳、委員
曾祥煥、委員陳清德、委員吳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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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三大委員會各依其功能特性，設定高

標準的委員遴選資格，以確保各委員會之功能得

以充分發揮，故遴選出的委員皆為金融業界或學

界傑出代表。

第 20 屆委員會名單

期交所第 20 屆之三大委員會業於去年底完成

改選，並提經期交所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聘任之，

任期為今（2018）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委員姓名 職　　稱

委員姓名 職　　稱

結算委員會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與第 20屆結算委員會委員及證期局期貨管理組稽核
鄭曜昌（右一）合影。左起為：委員劉承志、委員黃奕銘、委員黃正雄、委員陳
瑞珏、委員王怡心、委員楊光華、委員陳文采、委員郭錫榮、委員顏榮邦。

紀律委員會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六）與第 20屆紀律委員會委員合影。左起為：委員彭
思哲、委員周建隆、委員蔡榮貞、委員王文浩、委員張禮賢、委員林國全、委員
崔汴生、委員林國彬、委員林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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