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 Global Markets, 

CBOE）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於去（2017）

年 11 月底取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同意後，相繼於去年 12 月 10 日與 18 日推出比特

幣期貨，此為美國傳統交易所首次獲主管機關同意

推出虛擬貨幣期貨契約。CFTC 表示，由於比特幣

期貨以現貨交易價格進行結算，而比特幣現貨交易

又屬低度監管的市場，為保護投資人，已請交易所

加強風險控管機制，包括收取 35％至 40％的預收

保證金，並提供主管機關相關資料進行監管，以

減少市場操控風險。此外，德國交易所（Deutsche 

Boerse）也正研議於旗下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推出比特幣期貨，若順利推出，將成為歐洲首間推

出比特幣期貨之交易所。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比特幣期貨甫

於去年 12 月 10 日在旗下 CBOE 期貨交易所（CFE）

掛牌交易，為全球首檔比特幣期貨，之後亦於去年

12 月 14 日起開始發布 CBOE Gemini 比特幣期貨指

數（CBOE Gemini Bitcoin Futures Index）。該指數

係 CBOE 透過 CFE 比特幣期貨市場交易價格來追蹤

未來一個月比特幣價格走勢之參考指標，每日約下

午 3:30 （美國中部時間）公布一次，可提供市場

投資人或基金發行者進行 CFE 比特幣期貨相關策略

投資。CBOE 表示，其編製比特幣期貨指數旨在提

供一客觀且以規則為基礎之方法反應投資報酬，而

此指數本身除資訊性質外，亦可視為投資所得之報

酬指標。CBOE在指數設計上向來領先許多交易所，

CBOE 並推出許多選擇權及波動率指數協助投資人

管理風險及增加收益。

印度孟買證券交易所（Bombay Stock Exchange, 

BSE）計劃在今（2018）年內新增商品期貨與選擇

權業務，預計初步聚焦於黃金、原油與天然氣等商

品，並於 10 月推出相關期貨及選擇權契約。

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SEBI）日前甫同意證券交易所業務可

擴及商品期貨與選擇權後，BSE 為首家提出相關細

部計畫之交易所；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 NSE）則表示其已完成相關準備。

市場人士指出，此項變革將使印度數家大型交易

所之間的競爭加劇，包含 BSE、NSE、多種商品交

易所（Multi Commodity Exchange, MCX） 以及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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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交易所（National Commodity and 

Derivatives Exchange, NCDEX）等。

BSE 指出，其已於數年前即著手進行商品期貨與

選擇權之相關規劃，包含在商品創新與規格設計方

面；此外，BSE 亦表示其與德國交易所集團合作所累

積之交易技術經驗，期望取得業務擴展之先機。

莫斯科交易所（Moscow Exchange）計劃於今

年推出實物交割之黃金期貨，將以盧布計價，並以

公克為交易單位。自去年 11 月開始，莫斯科交易

所即允許擁有全球最多黃金機構之一的俄羅斯央

行，於其黃金現貨市場中購買黃金作為儲備，而俄

羅斯央行則在倫敦貴金屬市場協會（London Bullion 

Market Association, LBMA）公布上午價格結果後，

以市價及每 5 分鐘為間隔提出三次委託，執行黃金

之買進。

莫斯科交易所黃金現貨市場因俄羅斯央行的

加入，使得流動性逐漸增加，未來可望吸引更多製

造商進入市場。莫斯科交易所目前正致力於基礎建

設之發展，以配合俄羅斯政府期望將莫斯科發展為

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願景。

香港交易所（HKEX）於去年 11 月 13 日推出

鐵礦石期貨，HKEX 表示，目前中國鐵礦石內需市

場大，2016 年中國全年進口鐵礦石 10.24 億噸，

占全球海運貿易總量的 70％以上；粗鋼產量 8.07

億噸，占全球粗鋼產量一半以上，鐵礦石的價格走

勢深受中國經濟發展和相關政策的影響。作為中國

的門戶，香港交易所推出鐵礦石期貨，旨在為投資

者提供與中國經濟密切相關之投資標的。新加坡交

易所於 2009 年率先發展店頭市場鐵礦石衍生性商

品之集中結算業務，2013 年推出現金結算之鐵礦

石期貨，成功吸引市場參與，交易活絡；香港交易

所推出之鐵礦石期貨契約標的與新加坡交易所相

同，皆為 TSI CFR 中國鐵礦石 62％鐵粉指數，亦

採美元計價。

德 國 聯 邦 金 融 監 理 局（Federal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BaFin）與英國金融行為監理

總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分別在歐

盟金融工具市場規則修訂版（MiFID II）今年 1 月

3 日正式施行前，宣布針對 MiFID II 中有關自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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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

文／吳貴莉 （期交所企劃部副組長）

延長盤後交易時間

算所規範，給予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英國

洲際歐洲期貨交易所（ICE Futures Europe）與倫敦

金屬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 LME）等 3 家

結算機構至 2020 年 7 月 3 日之過渡期。

自選結算所規範之反對者認為該規範將危及

金融市場穩定，但支持者認為這僅是不願增加市場

競爭的藉口。該規範已經在證券市場採行多年，但

尚未擴及期貨市場，因此目前期貨交易仍是在同一

交易所集團下的結算所進行。該規範將允許期貨交

易得不在同一交易所集團下之結算機構進行結算，

使客戶得以自行選擇結算所。

洲際交易所（ICE）於今年 2 月 19 日將旗下

英國倫敦之 ICE 歐洲交易所（ICE Futures Europe 

）245 檔能源類期貨與選擇權商品，改掛於 ICE 美

國期貨交易所（ICE Futures US）交易。由於今年 1

月 3 日正式生效之歐盟金融工具市場規則修訂版

（MiFID II），對法人機構交易之透明度以及部位

限制，較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規範

更為嚴格，ICE 此舉推測係因應客戶之需求。

ICE 歐洲交易所公告指出，因應部分北美能源

契約執行交易之需求成長，以及收購 NGX（Natural 

Gas Exchange Inc.）之因素，將部分屬於 ICE Futures 

Europe 之商品改掛至 ICE Futures US。該等商品將

依據 ICE Futures US 的交易規則進行交易，並受美

國 CFTC 監管，惟仍將延用原有之商品代碼，並使

用相同的 ICE 交易平台進行交易，且仍透過 ICE 歐

洲結算所（ICE Clear Europe）進行結算。

香港交易所（HKEX）於去年 11 月 6 日將恒生

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期貨、恒生中國企業指數

期貨及小型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等 4 檔商品盤後

交易的收盤時間，從下午 11 時 45 分延長至隔日

凌晨 1 時。新制實施後，前揭 4 項商品之交易時

間從上午 9 時 15 分至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至下

午 4 時 30 分以及下午 5 時 15 分至凌晨 1 時，共

達 14 小時。香港交易所指出，新制上線 2 週以來，

前揭商品之盤後交易日均量較上線前增加 17％，

且涵蓋美股交易時段的平均每小時交易量，較未涵

蓋美股交易時段之盤後交易量高出 72％，顯示香

港投資人於美股開盤後有一定之交易需求。HKEX

預計今年上半年，將股價指數選擇權納入盤後交

易，並於今年下半年進一步將盤後交易收盤時間延

長至隔日凌晨 3 時。

ICE旗下歐洲市場
部分能源類期貨商品
將改掛至美國市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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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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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人工智慧將帶來市
場不穩定的風險

歐 盟 於 2007 年 實 施「 歐
盟 金 融 工 具 市 場 規 則 」，
2008 年金融危機過後，歐
盟 執 委 會 有 感 於 MiFID 規
範 不 足， 加 上 新 型 態 之 交
易活動及交易平台不斷興起，為加強對投資者的
保護、提高市場透明度，該委員會對 MiFID 進行
修訂，於 2014 年公布「歐盟金融工具市場規則修
訂版」（MiFID II）及 MiFID II 框架下具體法規的
「歐盟金融工具市場規範」（MiFIR），並自今年
1 月 3 日生效；其中 MiFID II 主要包括：確保交易
在歐盟監管之平台執行、針對演算法交易和高頻
交易訂定規範、改善金融市場的透明度，以及強
化對投資人的保護等。

文／吳貴莉 （期交所企劃部副組長）

歐盟金融工具市場規則修訂版（MiFID II）

期貨教室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日前宣

布因應開發資訊系統功能及授權費等營運成本之增

加，自今年 2 月 1 日起，調整旗下包括芝加哥商業

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紐約商業

交易所（NYMEX）以及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

部分期貨及選擇權商品之交易手續費。隨著市場波

動率下降，加上手續費調高，將使高頻交易等自營

業者，交易成本增加、獲利機會下降。

本次交易手續費調高之商品包括交易相當活

絡之旗艦商品 -CBOT 美國國債期貨及選擇權，每

口手續費由 0.12 美元調升為 0.13 美元；CME 股價

指數期貨及選擇權部分，則調高 E-mini 股價指數

選擇權 Globex 之級距式手續費折減門檻，以及部

分參與 E-mini 股價指數期貨 International Incentive 

Program 交易人之 Globex 手續費，由 0.51 美元調

升為 0.60 美元。

成員機構涵蓋 20 多國央行、財政部和監管

機構之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日前指出，高度利用人工智慧（AI）的銀行

業及避險基金可能替金融業注入風險，並使未來發

生的金融危機惡化。金融機構大量採用 AI 科技，

除對此新科技產生依賴，亦將造成對於風險之判斷

觀點趨於一致，進而擴大金融震盪的傷害。FSB 表

示，在風險可以適當管理的前提下，AI 及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的應用可以帶來巨大效益，

惟 FSB 建議對於 AI 採取更多的監控和測試，因為

當全球金融機構皆仰賴少數演算法及相似資料作決

策時，金融業的系統風險將升高。大型銀行及避險

基金在成本及效率考量下紛紛採用 AI 科技，根據

預測，全球金融業因 AI 的發展將於 2025 年前失

去 23 萬份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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