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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2年可說是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稱期信基

金)誕生以來，最突飛猛進的階段，期信基

金的發展是由2009年第1檔主動式基金，漸漸發展

至2015年的被動型原型ETF，而槓桿、反向期貨

ETF於去(2016)年上市掛牌後，期信基金市場開始

產生了質量的變化。期信基金在去年總規模首次

突破新臺幣100億元起，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至今(2017)年更是爆炸性倍數成長，至8月底止總

規模成長至230億元，期信基金逐漸吸引到交易人

的目光。

期信基金發展歷程

回顧期貨信託事業(以下簡稱期信事業)之創

設，自2008年7月10日主管機關發布相關法規，開

放期信事業設立以來，2009年2月20日首家專營

期信(寶富期信)開業，至今年8月31日止，國內有9

家業者申報開業，其中8家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兼

營，1家由期貨經理事業兼營，實際有募集期信基

金之期信事業計有6家。

我國第1檔期信基金為「國泰 Man AHL組合期

貨信託基金」，募集約新臺幣56.6億元，於2009 

年 8 月 27 日成立。初期期信基金之發展，主要

依循國外CTA管理期貨之模式(期信基金在美國稱

為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CTA)，歐洲稱為

Managed Futures-管理期貨)。操作上，利用電腦系

統產生之市場量化趨勢，主動式多空操作，追求絕

對報酬，作為市場區隔之訴求。

2009年首檔基金成立時之時空背景正處於

2008年金融海嘯過後，全球央行雖實施寬鬆貨幣政

策，惟各國股債等資產之波動，沒出現明顯方向性

走勢，而國內組合型基金主要以組合國際大型趨勢

型CTA基金之績效也因而表現不佳，交易人陸續贖

回，故期信基金起初的前5、6年發展一直呈現牛步

化，市場總規模亦不斷縮小。截至2014年底募集

成立基金雖有6檔，基金合計總規模卻縮為25億左

右。也因基金之表現不夠亮眼及基金規模太小，大

型法人機構(如保險資金)也望之卻步。

主管機關金管會為協助業者發展國內期信基金

市場，及提供交易人更多元投資選擇，於2014年

4月25日，開放期信事業募集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

基金(即期貨ETF)。在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證

交所)及業者之共同努力下，國內首檔期貨ETF，自

2015年4月15日起在證交所上市，證券交易人之投

資組合從傳統股票、債券市場得以延伸至原物料等

另類資產之領域，彌補傳統投資之不足。而期貨信

託基金檔數除於2015年底成長為8檔外，基金總規

模也倍數增長為 53億，較2014年底成長了一倍以

上。此後期貨ETF同步為證券、期貨二市場陸續注

入大量動能，開啟擴大市場規模之契機。

金管會繼開放證券槓桿及反向ETF(2015年10月

起掛牌)後，接續於去年5月16日開放期信業者亦得

募集槓桿及反向期貨ETF，這年期信基金總規模一

舉突破100億元(最高則超過150億元)，此後期信基

國內期貨信託基金
之發展現況

41.indd   42 2017/10/21   上午 02:27:25



43

金也開始大放光彩，至今年總規模更快速突破新

臺幣260億元。雖與國內募集的證券投信基金2.3兆

相較雖仍十分渺小(僅約1%)，但總算使期信基金市

場邁入一個新紀元。

期信基金市場規模

截至今年8月31日止，國內期貨信託基金募集

成立者共有20檔，其中18檔為對不特定人募集，

2檔為對特定人募集。若就主、被動而言，主動式

基金自2009年以來共募集了6檔(包括組合型及一般

型基金)、被動式14檔(一般指數型基金1檔，指數

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近2年多來共募集了13檔)，整

體市場規模合計為新臺幣 230億 8千1百餘萬元。

與去年同期相較基金檔數成長111%，總體期信基

金規模亦由92億成長至230億元，成長150%，而

受益人人數成長113%。

基金類型與特性

主動型期信基金特性是由期信業者依專業判

斷，靈活運用期貨的8大類資產標的，多空雙向操

作，將資產走勢相關度低的商品組合在一起，以

市場分散、策略分散及時間分散的原則，依市場

趨勢操作(等市場趨勢明朗再進場，賺取趨勢中間

段報酬)，追求絕對報酬。國內期信事業初期多與

國外知名CTA公司合作，引進國際資產管理技術

與操盤經驗發行組合型基金，近年則有國內業者

自行操盤的主動式基金。

被動型期貨ETF係追蹤期貨指數的ETF，基金

的資金分為現金部位及保證金部位，其運作可設

計成利用保證金部位買進期貨契約，以追蹤期貨

指數。買進期貨契約的市值，與基金資產規模相

近，不創造額外的槓桿與風險，現金部位則用來

創造增益收入。如果說ETF讓傳統投資變簡單，

那期貨ETF則是讓投資期貨變得更加簡單，交易

人於證交所交易時段內，只要有證券帳戶，即可

買賣連結各類期貨商品標的期貨ETF，無須處理

期貨交易之轉倉或被追繳保證金問題，無超額損

失(損失超過投入成本），可靈活運用多元工具，

從事另類投資理財活動。且期貨ETF屬證交法第6

條有價證券，便於法人合規投資，日後會計之評

價與內控、風控管理程序上亦較從事其他衍生性

商品交易更為簡易。茲就近2年所募集期貨ETF之

特性綜整如下：

國內已推出之期貨信託基金

期信基金名稱 操作方式 風險等級 申請募集規模
（單位：新臺幣元）

基金類型 募集對象

國泰Man AHL組合 主動型 中波動度 70億 組合型 不特定人

元大商品指數 被動型 中波動度 50億 指數型 不特定人

元大多元策略(已清算) 主動型 中波動度 50億 一般型 不特定人

元大黃金 主動型 中波動度 100億 一般型 不特定人

康和多空成長 主動型 低波動度 50億 一般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高盛黃金ER(Excess Return)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50億 ETF -原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高盛原油ER 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220億 ETF-原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油金傘型-原油ER單日正向2
倍ETF

被動型 高波動度 200億 ETF-槓桿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油金傘型-原油ER單日反向1
倍ETF

被動型 高波動度 200億 ETF-反向型 不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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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及匯率類期貨ETF
美元指數、日圓及黃金是交易人在金融市場

發生系統性風險或黑天鵝事件時，最常想到的避險

工具。臺灣媒體有關新臺幣強弱勢的報導，常用

一美元兌換多少新臺幣來衡量美金兌新臺幣的價

值，但在國際上，廣泛被專業投資者關注的則是

「美元指數」。美元指數由6種貨幣幾何平均所加

權而成，其成分比例分別為歐元（57.6%）、日圓

(13.6%）、英鎊(11.9%）、加幣(9.1%）、瑞典克郎

(4.2%）、瑞士法郎(3.6%）。「美元指數」與這6種

貨幣常呈現反向關係，美元指數價格往上，表示6

種貨幣大部分的價格是往下的。美元指數強弱不只

與美股、商品原物料及美國利率政策息息相關，其

走勢更與全球經濟動向的趨勢緊密連結，因此追蹤

美元指數之外匯ETF成為國際市場發展趨勢。國內

期信事業也推出美元指數期貨ETF，讓交易人在我

國證券市場就可買賣連結外匯相關商品，目前已有

原型及2倍槓桿、反向1倍美元期貨ETF，作為國人

外匯資產配置的另一選擇。

 

另外，日圓也時常被用來作為避險工具，

由於日本為成熟經濟體，日圓流動性佳，對事件

反應敏感，於金融風險事件發生時，常能吸引龐

大資金流向日圓，且日圓期、現貨價差小，匯率

期貨轉倉成本較低，使得日圓與避險貨幣畫上等

號。目前已於證交所掛牌的日圓期貨ETF有2倍槓

桿ETF及1倍反向ETF。

 

而黃金為眾所周知具保值抗通膨之貴金屬，其

走勢通常與美元相反，目前市場上已有黃金原型、

期信基金名稱 操作方式 風險等級 申請募集規模
（單位：新台幣元）

基金類型 募集對象

元大標普油金傘型之-黃金ER單日反
向1倍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200億 ETF-反向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美元ER ETF 被動型 低波動度 200億 ETF -原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美元ER單日
正向2倍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200億 ETF-槓桿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美元指數傘型-美元ER單日
反向1倍ETF

被動型 低波動度 200億 ETF-反向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金日傘型-日圓ER單日正向2
倍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200億 ETF-槓桿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金日傘型-日圓ER單日反向1
倍ETF

被動型 低波動度 200億 ETF-反向型 不特定人

元大標普金日傘型-黃金ER單日正向2
倍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200億 ETF-槓桿型 不特定人

富邦標普500波動率短期期貨ER ETF 被動型 高波動度 100億 ETF -原型 不特定人

華頓標普高盛黃豆ER ETF 被動型 中波動度 30億 ETF -原型 不特定人

新光盛利組合 主動型 低波動度 10億 組合型 特定人

康和期開得盛 主動型 低波動度 50億 一般型 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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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倍槓桿型及反向型等黃金期貨ETF，可作為交易人

之理財工具。

但應注意的是，投資匯率類槓桿、反向ETF除

須留意匯率波動風險，也要留意單日報酬動態調整

及複利效果帶來的累積報酬偏差，此等商品適合短

期交易操作，不適合長期持有。因此主管機關為提

醒交易人注意，規定首次買賣槓桿型、反向型期貨

ETF，除專業交易人外，應簽署風險預告書。

 

農產品類的黃豆期貨ETF
隨著地球暖化日益嚴重，極端氣候日益頻繁，

「看天吃飯」的金融投資工具也應運而生，其中大

宗物資的黃豆就是重要的標的之一。臺灣對於黃豆

需求龐大，供榨油、食用等各業之用，每年進口逾

200萬噸，占世界的第5、6位。因此交易人尤其是

從事與黃豆相關的從業人員或企業，若能持續關注

追蹤黃豆期貨指數的黃豆期貨ETF，逐步學習運用

金融市場工具，並與其熟悉之實體標的物結合，將

是避險、套利與投資利器。

VIX期貨ETF
VIX指數就是俗稱的恐慌指數。VIX期貨ETF就

是將追蹤波動率的期貨指數予以轉化，成為證券交

易所交易的有價證券(ETF)。當標的指數(如S&P 500

指數)大跌，VIX指數常會大漲；亦即當交易人恐慌

指數走高時，代表市場正處於劇烈波動，反之代表

市場平穩。2008年以來幾次國際較大風險事件，如

2008年金融海嘯、2010年歐債危機、2011年美債

降評、2014年原油價格崩跌、2015年中國股災、

2016、2017年英國脫歐、美歐各國大選、近期北韓

試射氫彈等，導致股匯期市劇烈震盪，行情不確定

性升高，避險需求因而增加。在此等國際發生重大

事件，結果尚不確定期間，買入VIX期貨ETF成為交

易人的投資組合或避險的新選擇。

要特別注意的是，VIX期貨ETF屬於高波動度風

險等級的基金，且VIX指數即使沒有任何波動，VIX

期貨ETF也會因透過每日重新平衡機制進行轉倉，

期貨正價差的轉倉成本會使該類ETF價格越來越

低，因此建議不宜長期持有。

另外要提醒的是，主動型基金是由期信業者依

專業判斷，採多空雙向操作；而被動式基金則是貼

近標的指數為目標，故交易人反而要隨時留意市場

動向，主動關注進出時點。

期交所與期貨公會
積極推廣期信基金

期貨資產管理為我國期貨經紀業務長遠穩定發

展之基石，期貨公會及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

交所)為加深交易人對期信基金及期貨經理全權委託

之了解，以協助期貨業者推動期貨資產管理業務，

在主管機關大力支持下，於去年上半年結合媒體共

同舉辦期貨資產管理宣導活動，讓期信業者有機會

透過各種媒體詳細介紹其所發行的期信基金及提供

的期貨全權委託代操服務。另為持續協助交易人更

瞭解期信基金，今年起期貨公會以帶狀式報導，每

月於該公會之會訊以專欄方式介紹各類期信基金。

 

展望

期信基金發展可期，未來在標的方面可望朝

更創新的領域開發新商品(如碳權基金，氣候相關

基金)；在行銷通路的開展方面，現行通路(銀行、

證券、壽險、信託、投顧、期顧)從業人員之教育

訓練仍須加強，以強化對期信基金之了解與銷售

能力，並期望能持續擴大銷售通路如郵局、信合

社等。

在導入大型法人資金進入期貨資產管理方面，

由於期信基金之風險仍有依波動程度分為低、中、

高之區別，而非看到「期貨」即與「高風險」劃上

等號，期望保險業的投資型保單日後能獲准將期信

基金納入保戶得選擇的投資標的，讓保戶能更多元

選擇其資金的投資標的，並引導保險資金適度留在

國內金融市場。未來期貨公會更希望能結合期交所

之力，藉由各種形式引導企業及交易人加速認識及

運用期貨相關金融工具來避險及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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