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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期
交所以卓越的績效於今(2017)年9月21日贏

得「FOW與全球投資人」(FOW and Global 

Investor)2017「亞洲資本巿場獎項」(Asia Capital 

Markets Awards 2017)之「年度交易所」首獎，展

現臺灣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期交所董事長劉連

煜在頒獎典禮會場說：「歡迎所有外資參與臺灣

活力無窮的資本市場！」

「 FOW與全球投資人」

為國際肯定之期貨與選擇權研

究統計機構，總部位於英國倫

敦，成立超過30年，深受業界

重視，其中「年度交易所」為

「亞洲資本巿場獎項」中最大

獎項，評選標準為綜合入圍交

易所在商品研發、資訊科技至

國際合作等整體表現卓越者。

期交所本年度能脫穎而出

獲得大獎，除市場持續維持一

定規模外，主要是2016年有多

項創新與突破，特別是在新商品開發及國際合作

方面，成果斐然，尤其是人民幣匯率期貨與選

擇權同時涵蓋CNT(台灣離岸人民幣定盤匯率)及

CNH(香港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兩項標的，其中

特別是CNT得以服務臺灣企業界的當地需求，確

實是服務實質經濟的商品設計，是得以出線獲獎

的原因之一。

期交所得獎感言(劉董事長代表致詞)

Thank you, everybody.

It’s a great honor for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TAIFEX) to receive “Exchange of the Yea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FOW and Global Investor” for acknowledging our efforts 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o organize such a wonderful event.

Last year till now, we have made several achievements, including introducing the fi rst RMB FX options, 

listing a few more offshore equity index futures based on the Nifty 50, Dow Jones and S&P 500 indices, 

adding two FX futures(euro and Japanese yen), upgrading our IT systems, and launching an after-hour 

trading session. On top of all these, we keep on providing a more open, competitive and sound marketplace. 

We welcome all traders around the world to participate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 which has unlimited 

potential. Thank you.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從Global Investor集團董事Mr. William Mitting(左)手中接下
「Asia Capital Markets Awards 2017」獎座。

期交所榮獲FOW與投資人亞洲資本市場獎項
「2017年度交易所」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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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赴泰國參加

第57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年會

期
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 9月 6日至 8日率隊赴

泰國參加第57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 (Wor 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WFE)年會。除積極參與年

會各項活動外，劉董事長並與年會主辦交易所－泰國

交易所及友好交易所，如那斯達克交易所、日本交易

所集團、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土耳其伊斯坦堡交

易所、伊朗商品交易所及世界銀行等，就巿場最新發

展進行交流及洽談合作機會，並掌握各項機會與各國

代表進行密切互動，對強化國際合作關係及拓展我國

期貨市場國際能見度，成果豐碩。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出席第57屆世界交易所聯
合會(WFE)年會，並與泰國證券交易所總經理Kesara 
Manchusree(左一)會談交換意見。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前排左七)於2017年WFE年會與各交易所首長合照。

年會於9月11日至13日在瑞士琉森舉辦。期交所今

年由董事長劉連煜率隊參加，會議期間積極與各

期交所赴瑞士參加

第38屆全球商品及衍生性商品協會年會

第
38屆全球商品及衍生性商品協會(International 

Commodities & Derivatives Association, I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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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一)參加第38屆ICDA年會，並與CFTC
主席J. Christopher Giancarlo(右二)會談交換意見。

代表，並與聖彼得堡國際商品交易所以及瑞士交

易所洽談潛在合作機會。

國與會者進行交流，其中劉董事長與美國商品

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新任主席J. Christopher 

Giancarlo會晤，就全球金融市場現況及未來

發展交換意見，分享我國期貨市場成功經驗，

並特別恭賀其於8月3日正式獲得任命，邀請其

抽空來臺訪問。在會議舉辦期間與各交易所及

業界代表之交流，了解世界各國期貨市場之近

況。

本次年會探討之議題包括全球交易所未來發

展、歐盟法規對市場之影響、金融改革與英國脫

歐對銀行業的影響等全球目前所關注之議題。期

交所積極拓展國際化發展，本次會晤中歐交易所

▲ 在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左六)、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五)及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右五)親臨見證
下，捐贈單位由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六)、證交所董事長李啟賢(左四)、集保結算所總經理孟慶蒞
(左三)、合庫金控董事長廖燦昌(右四)、華南金控董事長吳當傑(右三)、臺灣中小企銀董事長朱潤逢(右
二)及聯徵中心董事長郭建中(左二)等代表出席，並由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首長代表受贈。

期交所等周邊單位及金融業者共同辦理

「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公益活動

期
交所於今年8月29日舉辦「金融有愛－食(實)

物銀行」聯合捐贈儀式，由金管會副主委黃

天牧、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及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

雍親臨見證。捐贈單位由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證

交所董事長李啟賢、集保結算所總經理孟慶蒞、合

庫金控董事長廖燦昌、華南金控董事長吳當傑、臺

灣中小企銀董事長朱潤逢及聯徵中心董事長郭建中

等代表出席，並由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首長代表受

贈。

期交所自2015年起響應金管會之號召，邀集周

邊金融機構參與「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聯合捐

贈活動，共同幫助偏鄉地區經濟貧困、遭逢急難之

弱勢家庭渡過生活困境。這些家庭多數是不符合政

府的福利照顧身分，但實質上卻是生活困難極需要

幫助的邊緣戶。期交

所等單位透過食(實)

物銀行機制及各縣市

政府社會局處社(志)

工之探訪，結合公部

門與私部門的力量，

2年來累計捐贈物資

金額超過新臺幣5千

5百萬元，幫助5萬

多個家庭、22萬多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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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季夜盤交易獎勵活動    十月開跑

為
鼓勵期貨業者及期貨交易輔助人(IB)積極推

廣，及鼓勵法人機構、一般交易人參與夜

盤交易，期交所於今年第4季之「期貨經紀商及期

貨交易輔助人交易獎勵活動」及「法人機構交易

獎勵活動」中，針對夜盤交易訂定相關獎勵措施；

另於同期間舉辦「夜盤交易獎勵活動」，歡迎期

貨商、IB從業人員積極推廣，及交易人踴躍參與交

易。

2017年第4季期交所夜盤交易相關獎勵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獎勵對象 獎勵方式

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

交易獎勵活動

期貨經紀商

IB
當月夜盤日均量占日盤日均量之比重達3%以上者，針對夜盤月交易總量
給予手續費折減8%~30%獎勵。

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
國內、外法人機構

期貨自營商

1.夜盤：依商品別，當月夜盤日均量達一定標準者，針對夜盤月交易總
量給予手續費折減獎勵。

2.日盤加碼：當月交易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夜盤日
均量占日盤日均量之比重達一定標準者，則提供連結日盤商品進階折

減誘因。

夜盤交易獎勵活動

IB分公司經理人

活動期間內當月日均量達以下門檻，依交易量排序，取前50名：
1.第1-10名：當月日均量須達30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各可獲
得2萬元獎勵金(第1~5名當月日均量達600口以上時，每名加發2萬元
獎勵金)。
2.第11-50名：當月日均量達15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各可獲
得1萬元獎勵金。

IB業務員

1.每月獲得分公司經理人獎前10名分公司每家各指派業務員1名，各可獲
得1.5萬元獎勵金(第1~5名當月日均量達600口以上之分公司業務員，
每名加發1萬元獎勵金)。
2.第11~50名分公司業務員各1名，可獲得1萬元獎勵金。

期貨商業務員

當月日均量達以下門檻，依交易量排序，取前12名期貨商，每家可各指
派5名業務員獲獎：
1.第1名：當月日均量達15,00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業務員各
獲得3萬元獎勵金。
2.第2名：當月日均量達9,00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業務員各
獲得2.5萬元獎勵金。
3.第3-4名：當月日均量達6,00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業務員各
獲得2萬元獎勵金。
4.第5-7名：當月日均量達3,00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業務員各
獲得1.5萬元獎勵金。
5.第8-12名：當月日均量達1,50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業務員
各獲得1萬元獎勵金。

自然人

1.加碼獎：當月每成交1,000口者，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10
名，每名獎金2萬元。

2.爭霸獎：當月每成交5,000口者，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1名，
每名獎金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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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季國際板-國外指數期貨及匯率期貨
交易獎勵活動    熱烈舉辦中

為
鼓勵期貨業者及從業人員積極推廣，及鼓

勵一般交易人參與國外指數類商品交易，

期交所於第4季之「國外指數類商品交易獎勵活

動」中，針對日本東證期貨、印度50期貨、美國

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訂定相關獎勵措

施。另為鼓勵期貨業者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積極推

廣，及鼓勵交易人參與匯率期貨交易，期交所於

同期間舉辦「匯率期貨交易獎勵活動」，好康獎

品包括早鳥獎-哈根達斯冰淇淋乙杯(需先至活動

網站登錄報名)，及每月抽出飛往巴黎與東京之雙

人來回機票、符合條件之國內法人機構手續費給

予8折優惠等措施，歡迎踴躍參與交易。

2017年第4季期交所國際板-國外指數期貨及匯率期貨交易獎勵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獎勵對象 獎勵方式

國外指數類商品交易

獎勵活動

交易人

1.日本東證期貨、印度50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當月上述商品每成交2口者，可獲
得1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50名，每名獎金3千元。
2.美國道瓊期貨：當月每成交5口者，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20名，每名獎金
3千元。

期貨經紀商

1.日本東證期貨、印度50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
(1)交易獎：當月上述商品合計交易量達1,500口(含)以上者，依交易量排序取前5
名，頒發3∼7萬元獎金。
(2)實動帳戶成長獎：當月上述商品實動帳戶數之合計較上月成長達10戶(含)以上
者，依實動帳戶增加數排序取前5名，頒發1∼5萬元獎金。
(3)業務員獎：當月獲頒上述2項獎項之期貨經紀商，可依其獎項各推派1名業務員，
各頒發1萬元獎金。

2.美國道瓊期貨：
(1)交易獎：當月交易量達3,500口(含)以上者，依交易量排序取前5名，頒發1∼5萬
元獎金。

(2)實動帳戶成長獎：當月實動帳戶數較上月成長達5戶(含)以上者，依實動帳戶增加
數排序取前5名，頒發1∼5萬元獎金。
(3)業務員獎：當月獲頒上述2項獎項前3名之期貨經紀商，可依其獎項各推派1名業
務員，各頒發1萬元獎金。

匯率期貨交易

獎勵活動

期貨經紀商

1.交易成長獎：2017年1~9月匯率期貨市占率2%以上之期貨經紀商，當月匯率期貨合
計日均量較1~9月日均量成長10%以上，依市占率級距及當月日均量成長率發給獎
金5萬元~12萬元；市占率未滿2%之期貨經紀商，當月匯率期貨合計日均量較1~9
月成長30%以上，依交易量排序取前5名，每名獎金2萬元。
2.實動帳戶獎：2017年未曾交易獎勵標的之交易人，當月參與交易者，自然人於同一
期貨經紀商交易5口以上(任一匯率期貨合計)，每一自然人(以ID歸戶)給予該期貨經
紀商獎金5千元；法人機構於同一期貨經紀商交易10口以上(任一匯率期貨合計)，
每一法人機構(以ID歸戶) 給予該期貨經紀商獎金1萬元。每家期貨經紀商每月最高
可獲獎金8萬元。

國內法人機構 交易任一匯率期貨，每口手續費折減80%。

自然人

1.早鳥獎：報名參加(請先至期交所活動網站登錄)早鳥獎之自然人，每月交易任一匯
率期貨前500名者，每名可獲哈根達斯冰淇淋迷你杯一杯。
2.雙人遊東京機票：當月交易匯率期貨合計每成交5口可獲一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3
名，每名可獲台北-東京雙人來回經濟艙機票。
3.雙人遊巴黎機票：當月交易匯率期貨合計每成交100口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每月
抽出1名，可獲得台北-巴黎雙人來回經濟艙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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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匯市場展望及匯率避險操作實務研討會
逾150位保險業主管與會

為
協助保險業者善用匯率類衍生性商品進行

避險操作，期交所與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

金於9月28日共同舉辦「全球外匯市場展望及匯率

避險操作實務研討會」，共吸引包括國泰人壽、

南山人壽、台灣人壽、全球人壽、新光人壽在內

多家保險業者，逾150位保險主管及代表參加。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黃天牧擔任貴賓致詞時表

示，此次研討會提供很好的機會讓期貨與保險業

者互相交流，共同為期貨市場及保險市場的健全

發展而努力。而期交所近年來推出匯率期貨與選

擇權商品有成，恰可提供保險業因應外匯市場價

格變動的避險工具。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致詞時表示，期交

所為服務實質經濟，自2015年起推出匯率類商

品，目前已有人民幣匯率期貨等6項匯率類商品

可供交易。且因有造市機制及鉅額交易管道，已

有許多法人機構參與交易，也希望保險業者能進

場參與。

▲ 期交所與保險安定基金合辦「全球外匯市場展望及匯率避險
操作實務研討會」，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中)、期交所董事
長劉連煜(右二)及保險安定基金董事長林國彬(左二)蒞臨致
詞。台新銀行金融市場處首席外匯策略師陳有忠(左一)及元
大期貨顧問事業部協理張林忠(右一)擔任主講人。

「從期貨夜盤交易掌握投資趨勢」理財講座    
逾400位交易人熱烈參與

鑒
於夜盤交易之重要性及參考性與日俱增，為使

交易人提前掌握第4季投資機會，期交所與非

凡電視台，於9月1日於台北福華文教會館共同舉辦

「2017全球期股匯勝券在握－從期貨夜盤交易掌握投

資趨勢理財講座」，吸引逾400位交易人熱烈參與。

本場講座由非凡新聞台錢線百分百主持人胡睿

涵擔綱主持，元大投信總經理劉宗聖及元大期貨顧

問事業部協理張林忠等財經專家主講。主持人胡

睿涵表示，期貨夜盤交易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交

易人關心國際盤的變化，而期貨夜盤交易時間自

下午3時至隔日凌晨5點，交易人在台股收盤後，

即可運用期貨夜盤來規避風險。張林忠則就交易

實務面提出如美國公布非農數據時之夜盤操作策

略、價差或跨市場交易，及觀察外資籌碼變化之

進場策略等。

隨後由台新國際商業銀行金融市場處首席外

匯策略師陳有忠、臺灣大學財金系教授石百達及

元大期貨顧問事業部協理張林忠等保險及期貨財

經專家主講各場次之專題演講，讓保險業者對匯

率市場及期貨市場更加熟悉，能積極運用期交所

匯率類商品進行避險及增益，以健全我國資本市

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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