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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引發金融海嘯，肇始於美國房地產泡沫化之

次級房貸問題，但透過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使區

域性問題最終波及全球金融市場，促使各國開始正

視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監理之重要性。從2009年迄

今，國際間主要國家已陸續建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

中結算機制，並將特定商品納入強制集中結算，且

對於未集中結算之商品亦要求交易雙方交換原始及

變動保證金，以降低系統性風險，相關發展趨勢與

經驗，可供我國參酌與借鏡。

國際間陸續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

結算，以降低系統性風險

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引發金融海嘯之成因，主

要係因市場資訊不透明，使得主管機關難以監管；

雙邊交易關係錯綜複雜，交易對手風險由交易雙方

自行承擔；交易金額龐大且交易關係相互連結，任

一家金融機構破產可能擴散至其他金融機構，造成

金融市場動盪，引發系統性風險。

有鑑於此，2009年9月G20各國元首於匹茲堡

高峰會討論後，決議推動標準化店頭衍生性商品需

採行強制集中結算，且對於未集中結算之商品亦要

求交易雙方交換原始及變動保證金，以維繫金融市

場穩定，降低再次發生金融海嘯之可能性。

為落實G20之決議，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機制之發展趨勢

 表1：各國因應國際監理組織對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規範之立法方式 

立法方式 國家 法規名稱 主要規範內容

另立新法
美國

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
法(Dodd-Frank Act) 

1.  主管機關得指定結算機構辦理
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 

2.  結算機構之業務範圍(集中結
算之商品)由主管機關核定 

3.  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強制集中結
算之商品及對象 

4.  授權主管機關及結算機構訂定
相關規範監督店頭衍生性商品
之集中結算 

歐盟 歐洲市場基礎設施監管規則(EMIR) 

增修訂原有資本
市場法律 

日本 金融工具與交易法 

香港 證券及期貨條例 

新加坡 證券暨期貨法 

韓國 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 

不修法而以行政
函令規範 

中國大陸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建立場外金融衍生
產品集中清算機制及開展人民幣利率
互換集中清算業務有關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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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 IOSCO)於2012年2月發布「強制

集中結算之規範(Requirements for Mandatory 

Clearing)」，共計17項準則，內容涵蓋店頭衍

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算之決定方式、規範對

象、跨國規範及相關豁免規定。國際間主要

國家，包含美國、歐盟、日本、香港、新加

坡、韓國及中國大陸等，自2013年起陸續依據

IOSCO訂定之準則，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

中結算制度。各國因應國際監理組織對店頭衍

生性商品市場規範之立法方式，主要採另立新

法或增修訂原有法律(詳如表1)，至於推動方式

則多從自願性集中結算逐步推行至強制集中結

算(詳如表2)。

在國際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

算制度之現況方面，日本與美國分別於2012

年11月及2013年3月起，實施利率交換(IRS)

及信用違約交換(CDS)之強制集中結算規定；

韓國、中國大陸、歐盟及香港則分別於2014

年6月、2014年7月、2016年6月及2016年9

月起，實施IRS之強制集中結算規定；歐盟於

2017年2月起另將CDS納入強制集中結算範

疇；新加坡則於2015年7月已發布強制集中

結算規定之諮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惟尚未正式公告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

性商品。

表2：各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制度發展歷程

國家 時間 發展歷程 

美國

2009年 CME及ICE開始提供信用違約交換(CD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0年 CME開始提供利率交換(IR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2年 CME及ICE開始提供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3年 開始採行IRS及CDS強制集中結算

歐盟

1999年 LCH.Clearnet開始提供IR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09年 LCH及Eurex Clearing開始提供CD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2年 LCH開始提供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Eurex Clearing開始提供IRS自願性集中
結算服務 

2016年 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2017年 將強制集中結算適用商品範圍擴大至CDS

日本
2011年 JSCC開始提供CD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2年 開始採行IRS及CDS強制集中結算

香港
2013年 香港場外結算有限公司(OTC Clear)開始提供IRS及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6年 8月提供換利換匯(CC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9月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新加坡
2010年 SGX開始提供IR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1年 SGX開始提供亞洲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韓國 2014年 3月KRX開始提供IRS及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6月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中國大陸 2014年 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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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在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算制度

時，評估因素包含：

一、 商品之風險性：倘商品違約時是否會對該國資本

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商品是否存在交易對手違約

風險、商品名目本金曝險是否較高。

二、 採行集中結算之可行性：商品契約是否具有較高標

準化程度、商品是否具有充分報價資訊可供評價、

結算機構是否具備商品集中結算之能力及資源。

三、 諮詢市場意見：主管機關、市場參與者、結算機

構取得共識。

依 2 0 1 6年下半年國際清算銀行 ( B a n k  f o 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之統計資料(詳如下

圖)，全球店頭交易衍生性商品流通在外名目本金自

2004年之258.6兆美元逐步成長，2013年達到高峰

(710.3兆美元)後，隨著各國陸續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制度，全球店頭交易衍生性商品流通在外名

目本金曝險已有逐年下降之趨勢，至2016年餘額為

482.9兆美元，惟相較透過交易所交易之衍生性商品

未平倉名目本金67.2兆美元，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規

模仍高出許多。

除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所訂定強制集

中結算之規範外，為提供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採行

集中結算之誘因，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於2012年7月

發布「銀行對集中結算交易對手曝險之資本計提

要求(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Bank Exposures to 

Central Counterparties)」之過渡時期規則(Interim 

Rules )，並於2014年4月發布最終標準 (F ina l 

Standard)，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

Basel 針對集中結算之交易得適用較低
風險權數，未集中結算之交易則須適

用較高風險權數並交換保證金

於該標準中，對於交易曝險之資本計提規

定為，銀行對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Qualifying 

Central Counterparty, QCCP)適用之風險權數

為2%~4%，非集中結算(即雙邊交易)適用之風

險權數依交易對手不同信用評等採不同權數，

為20%~100%，且需計提信用價值調整(Credit 

Valuation Adjustment, CVA)，故非集中結算之

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相較集中結算將須計提較

高的資本。我國亦將自2018年1月1日起實施此

規定，屆時我國銀行皆須依此規定計提風險性

資本。

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於2013年9月

發布「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保證金規定

(Margin Requirements for Non-centrally Cleared 

Derivatives)」，依該規定，所有從事非集中結算

圖：全球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衍生性商品流通在外名目本金餘額

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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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交易的金融公司及所有具系統重要性的非

金融法人實體，皆須按交易衍生之交易對手風險，由

交易雙方交換適當原始與變動保證金。除實體交割遠

期外匯與換匯交易外，保證金規定適用所有非集中結

算衍生性商品。其中，交換變動保證金規定自 2017 年

3 月 1 日後成交之新契約開始生效；交換原始保證金

規定，則自2016年9月1日後成交之新契約逐步適用，

至於適用此規定之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名目本金門

檻，將分階段縮減，2020年9月1日以後為80億歐元

(詳如表3)。美國、日本已自2016年9月1日起、歐盟

則自2017年2月4日起已實施此等規定。

 

國外規範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商品，倘我

國不願提交集中結算，國外交易對手將

無交易意願

由於國際間主要國家(美國、歐盟、日本、香港、

韓國及中國大陸等)皆陸續實施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

中結算制度，現行我國與國外金融機構從事該國規範

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性商品(如：IRS及CDS)，國

外交易對手會要求將該交易提交集中結算，倘我國金

融機構不願提交集中結算，則國外交易對手將無交易

意願。

此外，對於國外交易對手所要求提交集中結算之

交易，由於我國尚無機構提供店頭衍生性商品之集中

結算服務，故現行僅能透過國外結算機構進行集中結

算。在此情況下，未來國外交易對手是否可能基於成

本及便利性考量，將國內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與結

算直接在有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其他亞

洲國家完成，屆時對我國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性商

品交易業務將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值得我國密切

注意，並預先思考解決之道。

結語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已超過9年，為避免

類似事件重演，國際間主要國家已陸續建立店頭衍

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並將特定商品納入強制集

中結算，以降低系統性風險。在國際監理改革趨勢

及規範下，我國亦難置身事外，尤其倘我國與國外

交易對手從事國外規範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商品，將

須依該國規範提交集中結算，否則國外交易對手將

無交易意願；另對於非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性商品

交易，我國銀行自2018年1月1日起須計提較高之風

險性資本。由此觀之，國際上對於店頭衍生性商品

之規範，對於我國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

業務及資本計提之影響已逐步浮現。

綜上，為維繫我國與國外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

性商品交易業務，並可在國內結算機構進行集中結

算，以符合國外法規規範，及適用較低交易曝險之

風險權數，降低Basel所規範之資本計提及保證金負

擔，並促進金融穩定、降低系統性風險，提供市場

參與者完善健全之金融交易環境，我國實有建立店

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必要性

表3：Basel 規範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交易雙方須交換原始保證金之門檻及逐步適用期間

逐步適用期間                                           適用此規定之名目本金門檻

階段1 2016/9/1~2017/8/31 2016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3 兆歐元 

階段2 2017/9/1~2018/8/31 2017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2.25 兆歐元

階段3 2018/9/1~2019/8/31 2018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1.5 兆歐元

階段4 2019/9/1~2020/8/31 2019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0.75 兆歐元

階段5 2020/9/1以後 當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8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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