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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 期交所5月15日舉辦「盤後交易制度暨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500期貨上市慶祝典禮」，由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左三)、證期局主任秘書
蔡麗玲(左二)、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司長李新穎(右二)、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金融及店頭商品部門資深執行董事Mr. Sean Tully(右
三)、德國交易所行情資訊負責人Dr. Hartmut Graf(右一)、期貨公會副理事長林添富(左一)及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共同啟動慶祝儀
式，祝賀新制度與新商品推出成功。

夜盤交易暨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500期貨
5月15日隆重登場

臺
灣期貨交易所今(2017)年5月15日下午3時舉

辦「盤後交易制度暨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

500期貨上市慶祝典禮」，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

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長李新穎、美國芝

加哥商業交易所資深執行董事Mr. Sean Tully、執行

董事Mr. Tim McCourt、德國交易所行情資訊負責

人Dr. Hartmut Graf、美國在臺協會經濟組副組長

Mr. Michael Pignatello、臺北市美國商會會務總監

Mr. Angelo Alvavez及期商公會副理事長林添富、

多家期貨商及證券商董事長、總經理等逾百位貴

賓親臨祝賀。

上市典禮在優美及象徵友誼的華爾滋舞蹈演

出揭開序幕，並在貴賓共同啟動日盤轉至夜盤的

時間輪盤儀式下，宣告幾近全天候交易環境即刻

啟動，臺灣期貨市場全新紀元正式來臨。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致詞時表示，國人的生

活型態已邁向24小時全方位生活環境需求，期交

所推出夜盤交易，滿足了國內交易人全天參與國

際趨勢的需求。新商品的推出需考量其需求性、

市場流動性及商品重要性，期交所克服這些困難，並

在與國外交易所的積極合作下，順利推出新制度及新

商品，實屬不易，金管會對此予以高度肯定。期交所

夜盤交易滿足國人全天候的交易需求，將來在更多的

商品推出後，臺灣的資本市場將會更茁壯成長。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致詞時表示，感謝主管機關

支持及全市場的共同努力，臺灣期貨市場夜盤交易於5

月15日下午3時順利上線。即日起，在日盤交易時段收

盤後，將接續夜盤交易並交易至次日凌晨5時，長達19

個小時的交易、幾近全天候的交易環境，是臺灣期貨

市場自1998年開始交易以來最重大突破之一。同時，

5月15日上午8時45分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500期貨等

兩檔美股指數期貨全新上市，交易人可以直接以新臺

幣、既有期貨帳戶即可下單交易，為交易人開啟投資

美股新管道，且兩項商品已取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

員會(CFTC)的交易許可，美國投資人亦得直接交易臺

灣此兩檔美股指數期貨。

授權期交所上市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500期貨的

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資深執行董事Mr. 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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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ly致詞時表示，期交所是CME重要的合作戰略夥

伴，期交所在推出兩檔美股指數期貨的同時，也導

入夜盤交易，讓相關商品可以在整個美國交易時段

進行交易，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希望藉由此項

合作提供臺灣交易人更多交易機會，及促進臺灣期

貨業發展與市場國際化，未來CME仍將與期交所更

廣泛合作，共同開發市場。

期交所在夜盤交易上線初期掛牌的商品，是

立基於「三足鼎立」商品發展策略之上，包含三大

類共11項商品：(一)國內股價指數類商品：臺股期

貨、小型臺指期貨及臺指選擇權等主力商品；(二)

匯率類商品：大、小人民幣匯率期貨及大、小人民

亞
洲銀行家雜誌(The Asian Banker)於今年6月9

日宣布期交所第3度獲得2017年金融市場獎

項中之「年度金融衍生性商品交易所」(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of the Year)獎。這是期交所

連續3年以優越營運表現獲得此獎項之國際肯定。

亞洲銀行家年度金融市場獎項受到亞洲金融

服務機構從業人員和專業人士的認可與重視，而年

度金融衍生性商品交易所屬其最高榮譽獎項，每年

就亞洲交易所中選出一家，肯定該交易所在整體營

運、經營團隊之領導力、財務績效、商品及市場流

動性、資訊系統及產品創新度等整體表現。

期交所此次再度脫穎而出，主要是2016年在

商品方面有多項創新與突破，包括：推出成立後首

檔匯率選擇權商品—人民幣匯率選擇權，並加入歐

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兩檔匯率期貨，使匯率

類商品線更加完整；與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合作掛

牌印度50期貨，為臺灣境內第2項境外指數商品；

另加掛高價位股票期貨小型契約並增掛ETF期貨及

選擇權檔數。此外，期交所於今年推出的新商品及新

制度，包括：上市美國道瓊期貨與標普500期貨兩檔

國外指數期貨新商品，並推出夜盤交易，可望為臺灣

期貨市場注入新動能，有助於提升臺灣期貨市場國際

競爭力。

期交所連續3年榮獲亞洲銀行家雜誌評選為
年度金融衍生性商品交易所

幣匯率選擇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期貨等

6項匯率類商品；(三)國外股價指數類商品：美國道瓊

期貨及標普500期貨。掛牌商品交易時間與歐美市場

一般交易時間接軌，可提供更多跨市場交易機會，以

充分滿足交易人之需求。

夜盤交易及美國道瓊期貨與美國標普500期貨於5

月15日推出後，立即獲得交易人青睞。在交易人踴躍

參與下，5月份交易量達375,624口，日均量為37,562

口，夜盤占日盤成交量比率達5.15％，其中美國道瓊

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交易量分別達41,218口（含夜

盤34,663口）及6,487口（含夜盤4,813口），成績相當

亮眼。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於亞洲銀行家頒獎典禮中代表領獎，
中為頒獎人Banking Reports 執行長Mr. David Gyori，右為The 
Asian Banker 主編 Mr. Foo Boon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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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參加第42屆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年會

第
42屆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年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 

IOSCO)由牙買加金融服務委員會主辦，在今年5月

14日至18日於牙買加蒙特哥貝舉辦。臺灣代表團由

證期局局長王詠心率隊，期交所由總經理邱文昌代

表參加。

▲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中)於今年5月16日「打造新國力－發展資本市
場」擔任致詞貴賓，並由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三)及經濟日報社長黃
素娟(右一)開場致詞，另證交所總經理李啟賢(右三)、期貨公會理事長
糜以雍(左二)、券商公會副理事長賀鳴珩(右二)及元大投信總經理劉宗
聖(左一)等擔任與談人及主講人。

▲ 期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右)與CME Group執行董事暨
全球股權類商品部門主管Mr. Tim McCourt(左)就跨國
合作及夜盤交易發展經驗交流對談。

期
交所與經濟日報於今年5月16日舉辦

「打造新國力－發展資本市場」論

壇，活動內容包含主題座談、趨勢對談及專

題演講。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以貴賓身分親

臨致詞。

「主題座談」部分，由經濟日報總編輯

于趾琴主持，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證交所

總經理李啟賢、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與券

商公會副理事長賀鳴珩共同探討如何發展臺

灣資本市場。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表示，資

本市場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領先反映

國家未來經濟狀況，在國際資本市場競爭激

烈之際，各國更需與時俱進迎戰競爭，他以

推動夜盤交易經驗指出，在國際延長交易時

間趨勢下，積極推出夜盤交易，讓期交所順利推動期貨商

品國際化與多樣化。

另「趨勢對談」部分，由期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與美

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執行董事暨全球股權

類商品部門主管Mr. Tim McCourt以跨國合作及夜盤交易發

展經驗為題，進行對談。Tim表示，期交所推出之美國道瓊

期貨及標普500期貨，首日交易量即相當熱絡，顯示夜盤交

易及這兩項商品均符合交易人需求。蔡副總經理表示，交

易人若要透過複委託下單美國市場，現臺灣期貨市場已上

市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500期貨，交易人可以既有期貨帳戶

交易，且商品以新臺幣計價，交易人無需承擔匯率風險，

讓參與美股投資更為便利。

期交所與經濟日報合辦「打造新國力－發展資本
市場」論壇   證期大老提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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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交所於今年4月18日邀請各家銀行交易部門

主管召開業務聯繫會議，介紹期交所匯率期

貨暨選擇權及於5月15日上線之夜盤交易制度。銀

行業者參加踴躍，共計有27家國內及外商銀行，近

50位交易部門主管參加，席間銀行業者就國內衍生

性商品市場交易現況與期交所進行交流。

IOSCO成立於1983年，為世界各國證券市場

主管機關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目前共有215個會

員，分為正會員、副會員及附屬會員，各國證券

主管機關為正會員，交易所則為附屬

會員。

本屆 IOSCO年會除了例行性的理

事會與各委員會會議之外，共舉辦2場

研討會與4場專題座談。研討會聚焦於

「金融科技帶來資本市場的轉變」及

「監理者該如何因應日益興盛的金融科

技創新」兩大議題；4場座談會的主題

分別為「資本市場如何面對及處理系統

性風險」、「國際標準在市場扮演的角

色」、「監理者如何更有效處理不法行

為」與「監理者如何協助市場發展」。

期交所劉連煜董事長致詞時表示，期交所因應

國內企業對於匯率避險及交易之殷切需求，分別於

2015年及2016年陸續推出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暨

選擇權、美元兌人民幣期貨暨選擇權、歐元兌美元

期貨及美元兌日圓期貨等6項匯率商品，提供市場

多元化的策略及避險工具。推廣至今，在造市者及

銀行的積極參與及運用下，商品的廣度及深度發展

愈來愈好，並已吸引外資參與。

此外，鑒於國際金融市場波動頻繁，期交所推

出夜盤交易。交易人可在幾近全天候交易環境進行

避險與交易，以因應國內外市場最新資訊及狀況變

化，於臺灣市場隔天開盤前事先提早布局。由於夜

盤交易時段往往為國際外匯現貨市場主要價格波動

時段，因此，亦特別將匯率類商品納入夜盤交易掛

牌商品，俾利期交所匯率類商品亦能提供19小時交

易時間，希望銀行持續注意匯率商品，就銀行所需

的避險及交易需求，積極運用期交所匯率商品，作

為集中市場交易之先驅。

臺灣代表團除在會議中積極參與討論並與其他會

員交換意見外，並與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及各國主管機關進行會晤，成果豐碩。

期交所首次舉辦銀行交易部門主管業務聯繫會議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銀行交易部門主管業務聯繫會議中致詞。

▲ 證期局局長王詠心(左三)率領期交所總經理邱文昌(左四)及各周邊單位代表出
席2017年IOSCO牙買加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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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赴香港及新加坡招商

期
交所於今年5月15日推出夜盤交易及新臺幣

計價之美國道瓊期貨及標普500期貨，為

進一步推廣新制度與新商品，期交所特別在上線

前，前往香港及新加坡進行招商，拜會多家外資

機構，以吸引外資參與我國夜盤及美國股價指數

期貨商品之交易。

許多新加坡及香港外資機構已積極參與臺灣

期貨市場，惟原臺股期貨與臺指選擇權等主力商

品僅交易至下午1時45分，而夜盤交易上線後，國

內主要股價指數期貨暨選擇權、匯率類商品及美

國股價指數期貨之夜盤收盤時間為次日凌晨5時，

為
鼓勵期貨業者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積極推廣，

及鼓勵法人機構、一般交易人參與夜盤及美

國股價指數期貨交易，期交所於今年5月15日至9月

30日期間舉辦「盤後交易時段交易獎勵活動」及5

月15日至6月30日期間舉辦「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

標普500期貨交易獎勵活動」。另於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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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起上線之夜

盤交易，增訂相關獎勵措施。

在「盤後交易時段交易獎勵活動」及「美國道

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交易獎勵活動」部分，

新一波得獎名單已於6月2日出爐！在律師見證下，

抽出包括宋姓交易人在內共61名盤後交易「上線首

月日日抽」、「月月抽－加碼獎」及「月月抽－爭

霸獎」得獎者，及包括蔡姓交易人在內共60名美國

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上市首週交易日日

而該等外資均已參與香港及新加坡期貨市場之夜盤

交易，具有夜盤交易經驗，故在本次招商活動中，

多數外資均表達對參與臺灣期貨市場夜盤交易之興

趣。此外，兩檔美股指數期貨亦於夜盤交易上線時

掛牌交易，由於外資對美股熟悉度較高，該類商品

之推出，可提供外資更多交易選擇，並有助於其進

行跨市場交易。

本次招商除拜訪多家外資機構外，亦接受國

際財經媒體CNBC電視及亞洲資產管理(Asia Asset 

Management)期刊專訪，並藉此宣導期交所新商品

及新制度，提升國際曝光度。

抽」及「上市首季交易月月抽」得獎者。

在「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獎勵活

動」部分，經統計盤後上線首月(5月)，日盤計有康

和期貨等11家期貨商及永豐金證券等13家IB獲獎，

夜盤計有統一期貨等21家期貨商及凱基證券等34家

IB獲獎，總獎勵金額共計逾新臺幣600萬元。另在

「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部分，經統計5月法人

機構總獎勵金額共計逾新臺幣1,200萬元。

另為提升市場對於期交所夜盤交易之關注及了

解，期交所舉辦「看影片、拿獎金」有獎徵答與「歡

慶五月大小美人FB拍照有禮」，活動已於5月31日截

止，兩項活動於舉辦期間總計吸引逾11萬人次參與。

5月份得獎名單於6月2日在律師見證下抽出，總計有

60名幸運民眾獲獎。

盤後交易上線及美股指數期貨上市首月交易熱絡
首週及首月得獎名單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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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期交所新商品推陳出新，2015年12月推出

首宗國外指數商品—日本東證期貨，2016年

11月推出印度50期貨，今年5月則接續推出美國道

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商品標的涵蓋美國、

日本及印度等主要經濟體，當國際股市出現波動

時，可提供交易人豐富多樣交易機會。

為增加投資大眾對期交所日本東證期貨、印

度50期貨、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等國

外指數期貨商品之認識，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於今

年6月1日至8月15日期間合辦「期開得勝-印度50期

貨、日本東證期貨、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

期貨價格漲跌預測活動」，凡年滿20歲之自然人，

於每日下午6時至隔日下午1時止，至非凡媒體網

「期開得勝」活動網頁預測前揭國外指數期貨日盤

最近月契約之收盤價漲跌，預測一項契約收盤漲跌

鑒
於夜盤交易暨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

500期貨於今年5月15日上線，為使第一線

期貨從業人員充分瞭解前揭新制度及新商品相

關內容，期交所於2月20日至3月9日舉辦第一梯

次、3月31日至4月17日舉辦第二梯次，總計13

場次宣導說明會，共吸引逾1,300位從業人員參

加。

另為讓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能更為了解5

月15日上線之夜盤交易相關內容，期交所特別提供

「到府服務」，自3月中開始受理期貨商及期貨交

易輔助人(IB)申請，直接派員親赴各期貨業者總公

司之全國教育訓練場合進行說明，總計有24家期貨

相符者可獲一次抽獎機會，活動期間內每日抽獎。

詳細活動資訊請見非凡媒體網(https://www.ustv.

com.tw/Guess201705)，歡迎交易人把握機會，踴躍

參與。

商及IB提出申請，受訓人數達6,406人。透過期交所

全面性且深入的市場宣導，期使「盤後交易制度」

能廣為市場熟知。

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合辦

預測國外指數期貨價格漲跌活動  6月起跑

期交所雙管齊下    全面宣導新制度與新商品

▲ 預測國外指數期貨價格漲跌活動首頁。

▲ 期交所舉辦106年度上半年第2梯次新商品及新制度宣導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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