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前排中)親臨頒獎典禮，並由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前排左起)、證期局期貨管理組組長
高新興、期交所前董事長林孝達、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總統府資政暨期交所前董事長吳榮義、期交所董

事長劉連煜、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期交所前董事長施敏雄、期交所前董事長王得山及券商公會理事長簡鴻文

等頒獎人、評審及與會貴賓，與全體得獎菁英盛讚期貨鑽石獎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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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親臨「第三屆期貨鑽石獎」頒獎典禮，
肯定得獎者對提昇期貨市場發展之努力。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致詞恭喜所有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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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元大期貨
推廣盤後交易制度　

帶動市場動能

董事長林添富：元大

期貨身為臺灣期貨業領導

品牌，致力推廣期交所的

期貨與選擇權商品，今年

再度榮獲由「期貨經紀商

交易量鑽石獎第1名」，展現元大期貨於國內

市場的經營成果，未來亦將積極推廣期交所的

期貨與選擇權商品，共同創造期貨市場動能，

帶動交易量提昇。

第2名／凱基期貨
著重基本功　

擴大市場參與廣度

總經理陳瑞珏：凱基

期貨以一步一腳印的業務

基本功，持續辦理投資講

座、推廣新商品宣導新制

度、強化交易系統與期顧

加值服務，希冀擴大期貨參與客群，終致在

經營績效上獲得回報。展望未來，凱基期貨

將一秉初衷戮力擴大市場參與廣度，與期交所

及期貨市場一同成長。

第3名／康和期貨
追求優質服務　

保護客戶權益

董事長康景泰：康和期

貨一向配合主管機關及期交

所的政策方向，除了積極推

廣期交所推出的各項商品與

制度，更在電子交易平台不

斷精進，提供全國交易人多樣化及優質的交易

服務與協助。此外也積極舉辦各項促銷活動來

回饋客戶，今年9月熱鬧登場的「期貨大贏家」

活動，就是提供各項優惠來推廣期交所的夜盤

交易與新商品。

第4名／群益期貨
保持領先　

貢獻臺灣期貨市場

董事長孫天山：群益期貨一直秉持兩個重

要的前進方向：一、全球化的布局：我們致力

於協助客戶參與更廣大的全球市場，提供多元

豐富的金融衍生性商品；二、服務實體經濟：

我們深耕在地企業的服務，設計符合各類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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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三)頒發「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需求的新金融商品。得獎

就是肯定，群益期貨將保

持領先的金融專業，持續

貢獻臺灣期貨市場。

第5名／統一期貨
提昇數位金融　

將臺灣期貨市場推向國際要角

董事長韓立群：統

一期貨深耕臺灣期貨市

場20餘年，在國內外金

融領域皆累積出厚實期

貨專業與市場敏銳度，

在面對金融國際化進程中擅長全球交易，並

在業務推廣、人才培育、交易策略完整性上

具備優勢，同時恪守法令落實風險控管，以

滿足客戶需求並保障其投資權益。期交所近

年來積極拓展產品線、延長交易時段，其所

展現的國際化高度與成績大家有目共睹。未

來統一期貨將持續推廣新商品及新制度，精

進交易系統，追求客戶價值增長之創新，以

提昇數位金融水準，與期貨業齊心協力將臺

灣期貨市場推向國際要角。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凱基證券
真誠服務　

成為最佳夥伴

董事長許道義：

很榮幸再次獲得「期貨

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

獎」第一名殊榮，在此

要感謝期交所近年來持

續推出以證券市場股票及ETF為標的之貨商

品，方能讓證券業有能力提供客戶完善避險工

具並增益交易。凱基證券致力提供客戶多元完

善的金融投資工具，鼓勵客戶透過期貨避險或

投資，降低投資組合風險，包括成立專責期權

小組、每月舉辦超過50場以上期權講座，使

今年經紀業務量市占穩居IB同業第一，未來將

秉持真誠服務的態度，成為客戶的最佳夥伴。

第2名／永豐金證券
深耕期貨市場　

健全臺灣金融市場

董事長陳惟龍：感謝期交所打造優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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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環境，營造國內期貨市

場蓬勃發展的經營環境，

期貨選擇權更成為投資人

資產配置中不可或缺的商

品。永豐金證券連續3年

蟬聯本獎，是榮耀更是責任。展望未來，永

豐金證券將持續為深耕期貨市場貢獻心力，

為健全我國金融市場而努力。

第3名／元大證券
精益求精　

投資人心目中的理想品牌

董事長賀鳴珩：元大

證券以全臺148家分公司

的規模經營優勢，全力扮

演期貨交易輔助人角色，

配合期貨交易所推廣期貨

業務，能夠連續3年獲得本獎，代表元大證券

表現優良與肩負的重任。展望未來，元大證

券將精益求精、銳意革新，為投資大眾提供

完善、周全的服務，為客戶帶來更大的利潤

及保障。

第4名／群益金鼎證券
運用多元工具　

掌握發展機會

董事長王濬智：榮獲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

石獎殊榮，顯見期貨市場

對群益金鼎證券的高度肯

定。身為國內最大獨立券

商，群益向來致力於增加投資人財富，在財富

管理各領域都深獲市場及客戶好評，「我們的

使命就是讓客戶運用各項投資工具，在充滿商

機的市場裡滿載而歸」。

第5名／富邦證券
提供創新能力　

打造更安心的投資環境

副總經理郭晃庭：

很榮幸獲得本獎，未

來，富邦證券將持續提

昇創新能力，提供優質

的金融服務與多元商

品，建構快速安全的交易平台，提供投資人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三)頒發「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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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從業同仁與時精進的商品教育訓練，打造

更安心的投資環境，與主管機關共同活絡期

貨市場，帶動期貨市場成長動能。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澳帝華期貨
秉持初衷　

發揮造市商的功能性

董事長Sam Hinds：

澳帝華期貨連續3年獲得

這個期貨自營商交易量獎

項，我們深感與有榮焉，

更彰顯本公司對臺灣期

貨市場的重視；尤其2016年發生許多重大國

際事件，包含臺灣總統選舉、Brexit(英國脫

歐)和美國大選，我們致力為臺灣期貨與選擇

權交易提供合理價格及活絡市場流量，並深

以造市商這個角色為傲。今後除一本初衷繼

續發揮造市商的功能性外，將更戮力與金管

會、期交所暨其他市場參與者共同擴展及活

絡臺灣期貨市場！

第2名／法銀巴黎證券
致力期權造市業務　

提供更可靠的方案

董事長梁柏翰：連續

３年獲獎，感謝期交所

竭力為市場參與者建立

高效率而多元性的交易

平台，經過多年努力，

臺灣已成為亞洲發展最完善、最活躍的指數

期權市場之一。很榮幸能與期交所合作，在

臺致力於期貨及選擇權造市業務，也彰顯集

團對亞太主要市場的承諾。

第3名／元大證券
發揮業務專長　

為臺灣市場注入活水

董事長賀鳴珩：元大

證券自營部透過靈活的

投資價差策略、運用國

內期貨及選擇權，強化

及穩定整體投資組合操

作績效，無形中推升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規

模，為健全臺灣資本市場發展貢獻了一份心

力。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發揮本公司的業務專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三)頒發「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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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能力，除了繼續追求整體績效外，致力

風險控管外，並將協助及促進臺灣期貨市場

多元發展，為臺灣資本市場注入源源不斷的

活水。

第4名／凱基證券
升級交易系統　

開創更多投資機會

董事長許道義：凱基證券秉持專業、創

新的精神，積極拓展各項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近

年更投入研發人力、更新

資訊設備，透過計量分析

技術，進行演算法交易

(Algo Trading)、中立價差交易與期權造市交

易，並獲至穩定獲利之成果。凱基證券未來

將致力於交易系統的升級，持續積極的提供

期交所相關商品流動性，讓臺灣投資人享有

更活絡的商品報價及交易量，為國內投資人

開創更多的獲利及投資機會。

第5名／中國信託銀行
秉持專業知識　

為臺灣市場作出貢獻

總經理陳佳文：身為臺灣唯一一家由商

業銀行兼營的期貨自營

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此

次能夠獲得第3屆期貨自

營商交易量鑽石獎的榮

譽，感謝期交所肯定本行

一直以來致力於提振市場活絡的努力。今年

夜盤交易上線後，臺灣期貨市場反應國際情

勢變化，「避險增益、價格發現」功能更完

整，本行將會繼續秉持商業銀行的專業知識

與卓越見解，孜孜矻矻強化造市業務，配合

主管機關改革，繼續為璀璨的臺灣市場作出

貢獻。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華南期貨
組織系統變革　

踏實向前

總經理李全才：「唯

有改變才有機會！」面臨

市場急遽變化與競爭，華

南期貨從去年開始進行組

織與系統變革，投入鉅額

成本引進新技術，進行系統升級以及激發業

務潛能，承受相當轉型陣痛與損失。我們初

步達成第一階段的目標，未來仍致力進行金

融科技服務開發、拓展業務成長、培育優質

業務人才，提供客戶快速、穩定的網路下單

平台，持續向前邁進。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二)頒發「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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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元富期貨
多元化業務發展　

與市場同步成長

總經理黃正雄：感

謝期交所及主管機關全

力支持期貨業的發展，

不斷推出各項新商品、

新制度，活絡期權交易

市場，尤其是夜盤交易，對市場和投資人幫助

甚大；而近幾年在母公司支持下，積極朝多元

化業務發展，配合期交所盤後新制上線，更斥

資鉅額全面更新交易主機，強化公司資訊，滿

足客戶交易需求及不斷提昇競爭力，期望能和

期交所及市場一起大步成長。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統一證券
積極推廣期貨交易　

共創市場新未來

董事長林忠生：統

一證券身為證券期貨市

場一份子，推廣期貨交

易不遺餘力，積極參與

市場發展，各據點亦不

時舉辦投資講座，教育投資人正確的投資觀

念，並宣導期貨交易的各項功能及優點，促

進市場交易量的成長。很榮幸統一證券繼去

年期貨鑽石獎獲獎後，今年再度獲得「期貨

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第1名的殊

榮，為市場善盡綿薄之力，共創臺灣期貨市

場美好的未來。

第2名／國票證券
持續精進　

創造優質投資環境

董事長洪三雄：投資

人藉由期貨夜盤交易與

國際市場之脈動接軌，

更能透過交易連接國外

相關市場商品直接參與

國際市場，多元化選擇進而形成更完備的投

資環境，也使得整體交易量大幅提昇。國票證

券身為期貨市場的重要成員，對於FinTech的研

發也不遺餘力，為提供客戶更完善的服務，仍

將持續精進自行研發的跨瀏覽器交易系統及雲

端智慧服務，期許創造優質投資環境。

第3名／華南永昌證券
致力打造金融科技服務　

創造雙贏局面

總經理陳錦峰：期貨

交易商品逐漸多元化及增

加夜盤近乎全天候交易，

另為因應金融3.0數位化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二)頒發「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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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世代的來臨，本公司致力於打造金融科

技服務，提供投資人更完整的互動式智能服

務，目前擁有證券同業中人數最多的社群媒

體粉絲，即時提供最新市場脈動，讓投資人

能快速決策，貼近使用者需求。本公司未來

將再接再厲，提供客戶更精準、更多元化的

全商品投資AI理財服務，創造客戶與公司雙

贏的局面。

期貨經理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富邦期貨
持續開發新商品　

為國內帶來創新元素

董事長楊俊宏：富

邦期貨除持續在經紀、

自營業務發展外，近年

來特別著重「期貨經理

事業」的耕耘。從國外

期權發展經驗來看，衍生性金融商品在財富管

理領域中應占有一定比例，因此，我們將繼續

努力提供優質金融服務並開發另類期貨資產管理

商品，為國內期貨市場帶來更多創新的元素。

第2名／康和期經
持續努力　

為市場作出貢獻

董事長林茂榮：康和

期經是目前臺灣唯一承接

過外資專業投資機構及國

際避險組合基金全委代操

的期經業者，同時康和

期經／期信發行的多空成長基金運行已經快

4年，是康和期經團隊自主管理的一檔運用金

融科技多策略投資於期貨及固定收益金融商

品的公募型基金。未來康和期經／期信將會

積極、持續地作出最大的努力與貢獻。

期貨信託基金鑽石獎

第1名／康和多空成長期貨信託基金
深耕資產管理領域

從臺灣邁向世界

總經理林彥全：康

和期信為臺灣MIT團隊研

發金融科技演算法量化交

易的公募型期信基金，期

立標竿之效，提高專業機

構投資法人對我國期貨市場的參與，包含投資

型保單可配置期信基金，提供投資組合下檔保

護，健全期貨市場發展。今後康和期經仍將秉

持初衷，努力耕耘資產管理領域，期許立足臺

灣，放眼國際舞台。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中)頒發「期貨經理事業交易量鑽
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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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康和期經
專業模式操作　

長居業界領先地位

董事長葉美麗：康和

期經實戰經驗豐富，鷹的

團隊成員發展金融專業操

作模式，多空市場都能獲

利的「絕對報酬基金」領

域長期居業界領先地位，並獲得投資機構認

同，而我們的AI智慧機器學習系統，以卓越

的理財績效，啟動「新起點，心思維，心智

慧，新格局」的創新經營，成為「科技金融

的康和」鷹的團隊。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

第1名／富邦大中華成長基金
積極投資　

為投資人管理每一分錢

董事長胡德興：本獲

獎基金的投資特色，主要

是全球地毯式布局，一次

囊括全球5大洲、香港、

新加坡以及臺灣地區和

中國內需與外銷題材相關的個股，此外，近

年也積極投資A50期貨、臺指期來適時為基

金投資增益。富邦投信此次在股票型基金獲

獎，讓我們時時記得，為投資人管理好每一

分錢、創造最大利益，是最重大的使命。

第2名／元大新興亞洲基金
全心全意　

為投資人創造更佳獲利

總經理劉宗聖：元

大投信產品操作靈活，

嚴格要求「全心全意為

投資人理財」為經理人

最高理念與中心思想。

而本次獲獎的基金，亦秉持為投資人嚴格把

關、以投資人權益為首位的操作標準，於投

資市場戰戰兢兢，期貨市場確實提供良好的

避險工具，並降低市場波動對基金的影響。

平衡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

第1名／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基金
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度　

提供攻守兼備的組合　

總經理周輝啟：本獲獎基金主要投資於

受惠中國大陸地區新經濟之相關標的，包

括經濟結構轉型、社會結構變遷與政府政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中)頒發「期貨信託基金鑽石獎」
及「期貨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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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向等3大主題投資機

會。除因應市場變動調

整持股水位外，也會參

考計量模組，動態增持

期貨多空部位，以降低

基金大幅波動可能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元大投信
持續創新　

希冀成為亞洲ETF制定者
總經理劉宗聖：元大

投信發行逾87檔基金，

提供客戶全方位多元資產

配置的投資工具。元大

投信正是催生臺灣ETF的

推手；今年率先推出臺灣首檔美債ETF及外匯

ETF，滿足投資人對金融商品的需求，並適時

利用期交所商品避險增益，未來希冀能成為

亞洲ETF規格制定者，提昇臺灣金融市場的國

際競爭力。

第2名／富邦投信
避險增益　

與全方位投資專家

董事長胡德興：富

邦投信發行了多檔槓桿

反向ETF，包括臺灣加權

指數、上証180、日本、

印度、NASDAQ-100及H

股等，不僅透過期貨商品來達到槓桿效果，

並提供投資人多元靈活操作的投資工具，此

外，富邦投信其他主動式基金也善用期貨商

品，來為基金投資做增益或避險；未來也將

持續以期貨來為旗下產品適時增益或避險，

做好全方位投資專家的角色。

第3名／統一投信
擴大參與　

為市場發展貢獻心力

董事長鄧潤澤：感謝

主管機關和期交所，提供

了最佳的市場和商品，讓

統一投信得以在本土的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股票型及平衡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
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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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環境中參與、深耕及逐步成長，

一起見證屬於臺灣自己的產品及市場成為國

際市場的要角。統一投信期許在未來能與期

交所有更多合作機會，並藉由同時擴大對既

有期貨及選擇權契約及未來新推出商品的參

與，共同為臺灣期貨及資本市場的日益茁壯

貢獻一份心力。

銀行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國泰世華銀行
建立完善投資管道

領航亞太市場

董事長郭明鑑：國

泰世華銀行已深耕大中

華與東南亞地區多年，

投資部門亦朝國際市場

布局，同時積極運用期

交所相關產品進行投資組合管理，以期創造

更多價值、完善投資組合。「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國泰世華銀行深信，唯有建立更

完善的制度、更優質的商品以及多元的投資

管道，方能提昇金融業價值，達到領航亞太

的目標。

第2名／台新銀行
持續精進策略與技術

穩健國內市場發展

總經理鍾隆毓：台新銀行近年來投入台

股指數期貨暨選擇權、股票期貨操作，除藉

以降低國內外股權投資部位損益波動之避

險目的外，同時也是交易策略的多元運用，

並可提昇交易收益。

此外，台新銀行也積極

在外匯與利率市場交易

中搭配期貨及選擇權操

作，持續精進交易策略

與技術，並配合主管機關與期交所的政策，

為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善盡心力。

第3名／凱基銀行
利用商品靈活特性　

降低損益波動

董事長魏寶生：今

年承蒙再次獲獎，藉此

感謝凱基銀行資深副總

黃信昌、副總郭大華帶

領之專業團隊的努力與

績效。經由期貨市場的參與，凱基銀行除了

對持有的股票現貨避險外，也運用策略性交

易及程式交易，利用期貨商品可多空雙向、

靈活操作的特性，降低損益波動，提高資金

運用效率及操作績效，因應經營競爭愈趨白

熱化的金融競爭環境。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銀行業交易量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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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國泰世華銀行
以誠信為本　

締造讓顧客安心的金融機構

董事長郭明鑑：

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

場裡，國泰世華銀行

以誠信、當責、創新

的企業核心價值作

為使命，以健全發展臺灣金融市場為己

任，持續精進金融市場的多角化發展，

創造出更優質的客戶體驗，以引領臺灣

金融機構布局亞太、創造高峰。未來更

將延續以誠信為本的金融服務模式，並

有效發揮金融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

力，結合核心本業，扮演兼顧經濟、社

會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角色，締造讓顧客

安心與信任的金融機構。

第2名／台新銀行
採行靈活的策略操作　

提高臺灣市場能見度

總經理鍾隆毓：

台新銀行本著遵守法

令及嚴控風險的前提

下，採取靈活的交易

策略操作，對於增

進期貨市場的交易量與促進期貨市場的

活絡也不遺餘力，並藉由實際參與，協

助臺灣期貨市場更加茁壯，進而提高臺

灣期貨市場在世界金融市場的能見度。

此次獲獎，台新銀行特別感謝期交所提

供優質平台讓大家在避險和增益上有更多

的發揮空間，未來也將持續秉持初衷，為

客戶服務及臺灣金融市場長遠發展繼續努

力、貢獻。

第3名／臺灣銀行
再接再厲

與期交所共創佳績

副總經理葉修竹：

長期以來，臺灣銀行

秉持腳踏實地、穩健

經營及社會責任的理

念，對於臺灣實質經濟

及金融市場發展提供充分支持，特別是在

全球處於低利率，銀行業利差偏低的環境

下，需透過更加多元化的資產配置，來提

高投資獲利，並穩定資產價值。本行無論

是就資產運用，風險管理或提供客戶更豐

富的服務上，都樂意且責無旁貸的參與臺

灣期貨、選擇權集中市場交易，未來也將

繼續與期交所攜手努力，再接再厲，共創

佳績。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銀行業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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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國泰人壽
善用衍生性商品　

降低保險資金損益波動

副總經理林士喬：今

年臺灣股市是表現相當亮

麗的一年，不僅攻克萬

點，也仍在持續創造歷史

中；然而，綜觀國際金

融環境，仍存在相當多的不確定性，一件意

外事件都會造成市場巨幅的動盪，國內期貨

市場正好可以成為保險業者很好的運用工具

之一，透過衍生性商品交易，可大幅降低保

險資金損益的波動性。感謝期交所對於國內

期貨市場發展持續努力，除聆聽業者實際需

求，亦持續發展新的商品，讓市場更具競爭

力，將臺灣金融市場推向國際舞台，也讓臺

灣業者擁有更成熟、更寬廣、更穩定的金融

市場。

第2名／全球人壽
固守品牌精神

成為最盡責的守護者

總經理馬君碩：全球

人壽深耕臺灣市場20餘

年，相當關心臺灣金融市

場的發展與成長，也積極

參與臺灣市場，在投資團

隊追求卓越的態度、戰戰兢兢的研究及嚴謹

的操作下，讓期貨相關商品的交易規模逐漸

攀升，推升了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規模，績

效有目共睹。未來，全球人壽將持續以「因

為愛 責任在」的品牌精神，展現投資團隊在

資產管理的避險選擇上，朝向更多元及更專

業的面向發展，讓每一位保戶的付託多了一

層保障，當個「最盡責的守護者」，矢志成

為壽險業的標竿典範。

第3名／三商美邦人壽
善用期交所商品　

創造最大收益

總經理楊棋材：壽險

公司以穩健經營為首要目

標，所以在投資方面除了

追求投資報酬也要兼顧風

險控管，面對全球資本

市場變動加劇，如何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操

作，控制風險進而降低損益波動愈顯重要。

感謝期交所提供避險平台，期待未來主管機

關放寬相關交易限制、期交所持續推出更多

元的商品，吸引更多法人機構的參與，提昇

期貨市場的深度及廣度，三商美邦人壽亦將

持續善用期交所提供的商品，創造公司與保

戶之最大利益。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右二)頒發「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予
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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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全球人壽
運用靈活投資策略

平衡風險報酬

總經理馬君碩：

全球人壽面對低利率

的大環境，透過靈活

的投資策略，積極提

昇管理資金的績效。

在投資交易量方面，除了法令遵循是最重

要原則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根據我們

的風險胃納，制定包括期貨交易在內的投

資政策書和相關投資避險策略，平衡風險

和報酬。面對市場環境的瞬息萬變，全球

人壽有效運用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

並且秉持審慎、專業、穩健的態度進行資

產管理與公司經營，以應變金融市場波動

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確保保戶權益。

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國泰證券
積極運用期權商品　

增添成長動能

副總經理陳俊昇：

國泰證券透過期交所

悉心提供的期貨及選

擇權商品，建置周全

多元的期現貨商品交

易平台，並有效運用期貨及選擇權等投資

工具，為公司創造優越的資金效率；而期

權商品與現貨商品具備相輔相成之特質，

足以做為證券商自營部門獲利重要利基之

一，國泰證券在評選期間共4個季度的努力

更是有目共睹，獲得此項殊榮，期許未來

更積極並有效運用期權商品，做為現貨市

場相輔相成的投資利器，再為公司獲利增

添成長動能。

第2名／群益金鼎證券
透過靈活的投資策略　

提昇資金管理績效

董事長王濬智：臺

灣期貨市場逾20年，

國內投資人、外資、

投 信 機 構 、 壽 險 公

司、衍生性商品部、

自營商，都積極投入期貨市場，創造出現

今期貨市場蓬勃發展的景況，主因在於期

貨商品有助於資產配置、長、短線交易策

略運用，用以管理大額資產的運用。群益

金鼎證券對於臺灣金融市場的發展一直抱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頒發「保險業交易量成長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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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支持及願意投入的態度，不斷透過靈活

的投資策略，積極提昇管理資金的績效；

而國內期貨市場無論在商品種類或流動性

上，都提供機構很好的運用工具。

第3名／元富證券
商品多元化

期貨市場精彩可期

董事長陳俊宏：

期貨市場有價格發現

和避險增利的兩大功

能，隨著商品的增

加，證券商及投資人

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和組合，得以更靈活、

穩健地進行交易。過去大家可能對期貨有

刻版印象，覺得期貨進入門檻高、操作難

度高，其實在期貨商品多元後，除了避險

也能創造獲利，成為投資非常重要的一

環，相信隨著期貨商品和參與者的繼續增

加，期貨市場將更精彩可期。

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國泰證券
秉持金融專業　

協助客戶掌握投資契機

副總經理陳俊昇：

俗話說：「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感

謝期交所的精心指導

以及所提供的多元期

權商品平台，讓國泰證券能有一個舞台發

揮所長。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黑天鵝滿天

飛，如何在高度動盪的金融市場有效保護

資產，期權商品的避險功能不容忽視，國

泰證券將秉持著高度金融專業，不僅全力

協助客戶，成功掌握投資契機，同時，也

期許期貨自營業務蒸蒸日上，為國泰金控

集團的股東權益再創佳績。

第2名／群益金鼎證券
不斷創新　

提供投資人最佳感受

董事長王濬智：期

貨商品的創新，讓財富

管理的目標變得可行，

今年在期交所5月15日

推出夜盤交易後，群益

金鼎證券由夜盤與國際接軌，獲得市場的

熱烈反應，另透過一系列的FinTech創新，

如線上開戶、edda帳戶綁定、手機期貨超

光速下單、期貨雲端程式化策略、基金配

置，提供投資人最佳的感受。2017年下半

年北韓動蕩、FED升息等議題，導致市場波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二)頒發「證券業交易量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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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大增，期權保護資產、擴增利潤的重要性

不言可喻，可以期待的是，在國際化的投資

浪潮之下，群益金鼎證券將不斷推出期權理

財方案，以饗投資人！

第3名／元富證券
豐富商品種類　

讓獲利更安全

董事長陳俊宏：期交

所近年來深耕國內外市

場，除將商品多元化，並

建立一整套高效能的服務

平台，強化期貨市場價格

發現和避險的功能，讓證券商及投資人有更

多的選擇和組合，得以更靈活、穩健地進行

交易。感謝期交所持續的努力，豐富更多商

品，降低不可控制的變數所產生的損失，讓

獲利越來越安全可期；也相信有更多的期貨

商品和市場，將有助於元富證券團隊，再創

佳績。

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中國信託銀行
以完善的雙向報價

為期貨市場盡一份心

總經理陳佳文：本行

相當榮幸在今年獲得期交

所人民幣期貨造市績效鑽

石獎第1名的殊榮，近年

來隨著中國大陸逐步放寬

資本管制，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加劇，本行

致力於提供期貨市場參與者最準確的市場價

格與最佳的雙向報價，尤以今年初新增的盤

後交易時段造市業務，肩負起臺灣最佳外匯

交易銀行與臺灣最佳衍生性商品機構的自身

期許，本行堅持在每個交易時段與市場情況

下，提供臺灣人民幣匯率期貨市場最完善的

雙向報價服務，為臺灣的匯率期貨市場盡一

份心力。

第2名／中國建設銀行臺北分公司
持續努力　

提高國際能見度

行長李勇龍：感謝期

交所以及銀行、壽險、產

險、投信投顧、證券、期

貨、票券等7大金融產業

公會與同業，對於本行

各項業務的支持；感謝知名教授在內的產官

學界專家評委，對本行造市績效的肯定。能

在嚴格的評選中連續3屆獲此殊榮，本行備感

榮耀。持續發揮在臺陸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

優勢是本行的使命與責任，未來本行仍將秉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二)頒發「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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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合作共贏的宗旨，與臺灣金融同業一起努

力，截長補短，團結協作，共同支持臺灣金

融市場建設，活絡臺灣人民幣離岸市場，提

高臺灣金融市場的國際能見度，共創合作發

展的新格局。

第3名／彰化銀行
維護市場流動　

活絡期貨市場

董事長張明道：期交

所甫推出大小美人期貨契

約，本行即擔任造市者角

色，秉持深耕臺灣、服務

在地金融的精神，創造

流動性的附加價值。自人民幣期貨業務開辦

以來，主管機關與期交所給予高度重視與支

持，且對於業務推廣不遺餘力，經過這幾年

來的努力，期交所的人民幣期貨已趨於成熟

且具規模，擁有相當程度的國際競爭力。本

行作為期貨造市者，將持續秉持維護市場流

動性之信念，竭力促進期貨市場活絡，期能

繼續為臺灣金融市場盡一份心力。

永豐金證券

透過多種策略　

提供良好造市報價

董事長陳惟龍：期

交所於2015年推出美元

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後，

成交量穩居全球之冠，

目前人民幣的報價機制

更趨國際化與市場化，市場參與者對於人民

幣之相關投資工具需求日增，永豐金證券透

過多種交易策略建立造市機制，能夠獲得嘉

績，深感榮幸。永豐金證券將持續努力，以

更積極的作為，提供良好造市報價，以期在

人民幣匯率期貨領域創造契機。

凱基證券

扮演好造市者角色　

提供市場充足流動性

董事長許道義：隨著證券國際化的程度

日益提昇，2015年期交所推出第１檔與匯率

連結的新商品－人民幣匯率期貨，凱基證券

藉由過去之造市經驗，積極參與並扮演造市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頒發「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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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持續提供市場

充足的流動性，在此也特

別感謝期交所持續推出具

國際競爭力之商品，促進

臺灣市場的多元性，凱基

證券會持續扮演好造市者的角色，並持續提

供人民幣匯率期貨良好的流動性。

中國銀行臺北分公司

不斷創新　

提供兩岸更完善的金融服務

行長蔡榮俊：中銀臺

北是在臺人民幣清算行，

中國銀行有著豐富的跨境

人民幣業務經驗以及遍及

全球的服務通路，是在臺

人民幣業務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中銀臺

北成立5年來與臺灣金融同業全面合作，不斷

創新人民幣產品。2015年以來中銀臺北積極

參與期交所人民幣匯率造市，再次榮獲「人

民幣匯率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是期交所對

中銀臺北在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者所取得成

績的肯定和表彰，中銀臺北將一如既往，在

產品開發、通路建設、風險內控和洗錢防制

等方面不斷提昇，更好地為兩岸民眾提供金

融服務。

人民幣匯率選擇權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凱基證券
用專業提供合理報價

與良好交易流動 

董事長許道義：在人

民幣匯率期貨推出後，期

交所又接連上市人民幣匯

率選擇權，凱基證券藉由

台股指數選擇權之造市經

驗，積極參與人民幣選擇權之報價，並在此

項業務上獲得第1名之殊榮，凱基證券透過演

算法交易提供市場合理的選擇權報價，並持

續在盤後交易時段提供良好之流動性，在此

特別感謝期交所對新商品的耕耘，讓業者有

持續奮鬥的目標。

第2名／中國信託銀行
持續努力

發展多元匯率衍生性商品

總經理陳佳文：期交

所近年來商品標的越趨完

善，對於匯率衍生性商

品，中國信託持續參與市

場及支持主管機關推廣相

關業務，並深感榮幸能參與其中。本行積極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二)頒發「人民幣匯率選擇權造市績
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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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全行資源，全力發展人民幣選擇權造市

業務，致力於維持市場流動性，並促進市場

活絡。此次中國信託榮獲人民幣匯率選擇權

造市績效鑽石獎，感謝期交所對於本行造市

業務的肯定。未來期望能持續協助期交所匯

率衍生性商品多元發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

務，為臺灣期貨市場作出貢獻。

第3名／群益期貨
因應市場投資避險需求　

接受造市挑戰

董事長孫天山：自從

去年6月27日期交所推出

人民幣匯率選擇權商品。

在臺灣期交所推行以匯率

類為標的的選擇權，應

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加上今年以來美元兌

人民幣匯率變動相當劇烈，應有相當投資或

是避險的需求。群益期貨將與期交所共同努

力推動人民幣匯率選擇權，持續做好造市工

作，讓投資人對於商品流動性更有信心，繼

而成交量才會有機會成長。拿到這個獎項，

也代表群益的責任越來越大，群益期貨願意

持續接受造市工作未來的挑戰。

歐元兌美元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凱基證券
以豐富造市經驗　

提昇歐元兌美元期貨流動性

董事長許道義：在日益多元的外匯商品交

易環境中，臺灣投資人對歐元兌美元期貨交

易的需求也日漸增加，

期交所推出歐元兌美元

期貨，提供臺灣投資人

更方便的交易管道。凱

基證券藉由人民幣匯率

期貨之造市經驗，積極提供歐元兌美元期貨

合理的流動性，並獲得歐元兌美元期貨造市

績效鑽石獎第1名，非常感謝期交所對凱基

證券的肯定。

第2名／永豐金證券
歐元兌美元期貨交易活絡　

建立優質造市機制

董事長陳惟龍：期

交所自2016年11月7日

推出歐元兌美元期貨以

來，交易熱烈，交易量

持續加溫，且目前臺灣

外匯市場歐元兌美元之交易情況活絡，可滿

足市場避險及交易需求，永豐金證券秉持

研究及精進多元化策略，並建立優質造市機

制，能夠獲得此項殊榮，代表努力有被看

見。永豐金證券將持續參與，並以更積極的

態度提供良好的造市報價，以期在匯率期貨

市場作出貢獻。

第3名／元大證券
持續發揮造市功能　

為期貨市場成長盡一份心力

董事長賀鳴珩：期交所推出的歐元兌美

元期貨，契約特色在於規模小，相較銀行提

供的外匯衍生性商品交易門檻低、資金運用

效率高，且採取集中市場交易公開競價、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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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透明度高，對進出口貿

易業者、外幣資產持有者

等投資人特別能提供避險

及交易管道。未來，元大

證券將積極響應並發揮造

市角色，以吸引更多投資人投入資本市場，共

同推升市場活絡度，進而帶動市場成交量。

群益期貨

跟隨期交所腳步　

再創期貨市場新佳績

董事長孫天山：外匯

市場是全球交易規模最大

的市場，也是連結金融產

業與實體經濟間的橋樑。

非常感謝期交所持續擴展

匯率類的期貨產品，提供期貨商更多的業務

機會，群益期貨也跟隨交易所的腳步，積極

參與歐元兌美元期貨的造市業務，透過造市

報價縮小造市商品的買賣價差，吸引更多投

資大眾以合理的價格進入市場，增加市場流

動性，有越多參與者進入市場後，便能活絡

市場。未來，群益期貨仍將持續精進報價系

統，提供穩定的造市報價，為活絡期貨市場

貢獻心力。

美元兌日圓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元大證券
投入更多成長能量　

壯大臺灣期貨市場

董事長賀鳴珩：期交

所觀察到臺灣外匯市場現

況，發現歐元兌美元及美

元兌日圓交易皆具規模，

因此帶動相關避險、交易

需求，為滿足市場多元需求，並使臺灣期貨

市場的匯率類產品線更加完整，去年陸續推

出人民幣商品、歐元兌美元期貨及美元兌日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頒發「歐元兌美元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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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期貨。元大證券身為市場龍頭，致力為

資本市場提供更多發展能量，因此持續協

助期交所造市推動美元兌日圓期貨商品交

易量。對於獲獎的肯定，元大證券認為，

接下來惟有持續投入資本市場、提昇期貨

市場發展規模，才能讓臺灣的資本市場不

斷成長、茁壯。

第2名／永豐金證券
深耕完善造市機制　

提供良好報價

董事長陳惟龍：

自2016年11月7日美

元兌日圓匯率為標的

之期貨在期交所掛牌

以來，交易量持續加

溫，目前臺灣外匯市場美元兌日圓已具交

易規模，可因應國內外市場最近資訊及市

況變化之交易需求，永豐金證券持續積極

發展多元化策略並建立完善造市機制，能

夠獲得如此肯定，深感榮幸。永豐金證券

將持續參與，並在穩健經營中，提供良好

的造市報價機制，以期在匯率期貨市場作

出貢獻。

第3名／群益期貨
積極參與造市　

同步推動期現貨業務成長

董事長孫天山：群

益期貨致力成為亞洲區

域型最佳期貨商，在滿

足客戶一站式服務下，

協助掌握全球創造財富

的機會。臺灣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匯

率對於廠商的影響頗大，因此有良好的匯率

避險尤其重要。為此，外匯類商品是群益期

貨積極發展的業務項目，因此除了積極參與

匯率類期貨造市業務，更踏入現貨市場，推

出外幣保證金業務，期貨與現貨市場相輔相

成，相信必能對國內的外匯市場作出貢獻。

感謝期交所以及主管機關對於新商品、新

業務的開放與支持。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頒發「美元兌日圓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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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

作好造市者　

合力共創臺灣期貨市場榮景

董事長許道義：外

匯期貨交易業務為凱基

證券今年發展之重點，

藉由過去深耕證券市場

的經驗，凱基證券積極

參與美元兌日圓期貨之造市，並在此項商

品上獲得績效鑽石獎，特別感謝期交所積

極開發各種國際性之交易標的，讓業者有

充足的避險管道與流動性去創造更完整的

交易市場，凱基證券會持續扮演好造市者

的角色，並持續與期交所合作，共創臺灣

期貨市場的榮景。

法人機構特別貢獻鑽石獎

第1名／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秉持穩健投資原則　

謀求勞工朋友退休福祉

局長蔡豐清：勞動

基金運用局從事國內股

票投資，以獲取穩健報

酬為首要目標，藉由以

避險為目的之期貨操作

來降低股票價格的波動風險。未來我們將

持續秉持穩健投資原則，因應金融市場變

動，彈性調整投資策略，靈活運用衍生性

金融商品，期以專業化經營，追求基金長

期穩健收益，降低投資風險，謀求勞工朋

友退休生活福祉。

第2名／中華郵政
力求永續經營　

回饋客戶的信任

董事長王國材：

中華郵政公司身為國

內主要機構投資法

人，參與國內股票市

場多年，首要目標為

獲取穩健報酬，並適時運用期貨降低股

票績效波動，爰從事以避險為目的之國內

股票相關的期貨商品交易，並藉由期交所

提供的優質服務平台及舉辦的各類教育訓

練，以精進投資人員的專業知識及操作技

術，進而提昇整體資金運用績效。本公司

將秉持初衷積極參與，期能透過穩健操作

增加收益，以永續經營的理念，回饋廣大

客戶對郵政的信賴。

▲ 總統府資政暨期交所前董事長吳榮義(中)頒發「法人機
構特別貢獻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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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期貨鑽石獎」得獎名單

事業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基金/法人機構

期貨業

期貨經紀商交易
量鑽石獎

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4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5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
交易量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自營商
交易量鑽石獎

1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法銀巴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經紀商
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

1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
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

1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
經理事業

期貨經理事業
交易量鑽石獎

1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
信託事業

期貨信託基金
鑽石獎

1 康和多空成長期貨信託基金

期貨信託事業
交易量鑽石獎

1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

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鑽石獎

1 富邦大中華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元大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平衡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鑽石獎

1 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3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基金/法人機構

銀行業

銀行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

保險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

1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

證券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

1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業
(造市者)

人民幣匯率
期貨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3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人民幣匯率
選擇權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歐元兌美元
期貨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兌日圓
期貨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機構 特別貢獻鑽石獎
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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