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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 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後排中)、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後排左六)、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後排左七)、工商時報社長陳國瑋(後排右七)、期
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後排右六)及協辦期貨商董事長、總經理及代表合影。

▲ 期交所與工商時報共同舉辦第2屆「期手交鋒　盟主爭霸賽」啟動記者會，由
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牧(中)、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一)、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
(左二)、工商時報社長陳國瑋(右二)、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右一)共同宣告
競賽正式啟動。

第2屆「期手交鋒　盟主爭霸賽」活動起跑
邀請交易高手前來爭霸

臺
灣期貨交易所與工商時報於今(2017)年2月21

日下午2時30分舉辦第2屆「期手交鋒　盟主

爭霸賽」活動起跑記者會，競賽活動在主辦單位期

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工商時報社長陳國瑋及金管會

副主委黃天牧、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期貨公會理

事長糜以雍等貴賓按下啟動儀式後，宣布競賽活動

自2月22日起報名，3月1日開始競賽。21家

專兼營期貨商擔任協辦單位，數十位擔任

協辦單位的專兼營期貨商董事長、總經理

等高階主管親臨參與，表達對今年度期貨

競賽盛事的高度支持。

本次競賽自今年2月22日上午9時起

開放網路報名，報名期間至5月12日下午6

時30分止，競賽期間為3月1日至5月31日

止，競賽交易標的為期交所上市之人民幣

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小型人民幣匯率期貨

及選擇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

期貨等共6項匯率類商品，及東證期貨、

印度50期貨等2項境外指數期貨，總計8項

商品。

金管會黃副主委於致詞時表示，近年期交所在推

動商品多元化與國際化上大有斬獲，2015年7月20日

期交所上市國內首檔匯率期貨—人民幣匯率期貨，同

年12月21日上市首宗境外股價指數商品—東證期貨

等，為國內期貨市場挹注新的成長動能。期交所在新

商品宣導推廣上不遺餘力，而工商時報是國內重要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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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期貨市場協會(Association of Futures Markets, AFM)第20屆年

會3月8日至11日於阿根廷舉辦，本屆大會與會者

將近百人，分別來自全球各交易所、證

券期貨業者、顧問機構、結算機構及資

訊業者，期交所由劉連煜董事長率團參

加。年會於3月8日召開會員大會揭開序

幕，並進行董監事及主席改選，劉董事

長於第18屆年會獲選監事，今年度再度

獲全體會員代表一致通過，順利連任監

事一職，任期二年。

本次會議，劉董事長與白俄羅斯商

品交易所(Belarusian Universal Commodity 

Exchange, BUCE)及阿根廷羅薩里歐期貨

交易所(Rosario Futures Exchange, ROFEX)

洽談合作關係並達成共識，雙方將先行簽

署合作備忘錄。另為響應政府推動南向政

策，與泰國期貨交易所(Thailand Futures 

Exchange, TFEX)代表議定，就未來在泰國

招商活動進行相關合作。

本次年會議題主要著墨在南美洲及

新興市場近年的發展經驗，討論主題包

括衍生性商品及新興市場在過去20年的

發展、軟性大宗商品市場現況、南美洲

經媒體，因此，期交所結合工商時報舉辦本次競

賽，加上經紀市占率合計逾95%的21家專兼營期貨

商擔任協辦單位，整合三方市場資源共同推廣下，

相信本次競賽活動可以有效提升新商品交易之廣度

及深度。

本次21家協辦單位包括大昌期貨、大展證

券、大慶證券、元大期貨、中國信託證券、日盛期

貨、元富期貨、玉山證券、永豐期貨、兆豐期貨、

致和證券、第一金證券、統一期貨、康和期貨、國

泰期貨、國票期貨、富邦期貨、華南期貨、凱基期

貨、新光證券及群益期貨。上述期貨商及所屬期貨

交易輔助人之客戶均可報名參賽，歡迎交易人上活

動官網(http://www.2017ftc.com)查詢活動辦法及報

名，亦可向往來期貨商及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之

證券商洽詢。

期交所參加期貨市場協會第20屆年會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四)於第20屆AFM年會獲選續任監事，與AFM董事長
Mr. Chris Sturgess(中)、AFM董事暨秘書長Ms. Krisztina Kasza(左一)等共同為
新一屆會務貢獻心力。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二)與白俄羅斯商品交易所副董事長Mr. Anatoly 
Zaretsky(左二)及國際關係與行銷部主管Mr. Uladzimir Torchyk(右一)於AFM年
會期間洽談國際合作獲致共識。

交易所發展概況及利率與外匯衍生性商品發展及其

困境。其中，期交所代表黃定容副理受邀與談介紹

期交所商品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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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期交所參加第42屆美國期貨業協會年會

宣導說明會及「看影片、拿獎金」有獎徵答活動    熱烈舉辦中
「盤後交易制度暨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500期貨」

第
42屆美國期貨業協會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FIA)年會今年3月14日至17日在

美國佛羅里達州波卡雷登市舉辦。FIA年會為每年

全球期貨業界最盛大的會議，吸引全球30多個國

家，超過1,000名來自金融主管機關、衍生性商品

交易所、結算機構、期貨商、資訊廠商以及新聞

媒體之代表參加，期交所由副總經理蔡蒔銓率隊

與會。

本屆年會論壇主題包含交易所領導人座談、

區塊鏈對金融市場的影響、金融科技之進展如何應

用於衍生性商品市場、金融法規改革方向、商品市

場之發展等各項期貨市場最新議題，並邀請美國

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代理主席J. Christopher 

Giancarlo、前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及美國參議

員David Perdue進行專題演講。

為
協助國內期貨業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從業人

員深入了解即將上線之盤後交易制度相

關內容，期交所於今年2月20日至3月9日，舉辦

「106年度上半年第1梯次盤後交易制度」宣導說

明會，第2梯次宣導說明會辦理期間為今年3月31

日至4月17日，兩梯次有逾1,300位從業人員參加

宣導說明會。

另為協助民眾了解盤後交易制度，特舉辦盤

後交易制度「看影片、拿獎金」有獎徵答活動，

期交所拓展我國期貨市場國際化不遺餘力，除

藉此機會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印度國家證券

交易所(NSE)、日本交易所(JPX)進行會談及意見交換

外，並會晤外資機構之與會代表，介紹期交所今年5

月將推出之新商品及新制度，期能透過交流吸引更

多國際專業機構法人參與臺灣期貨市場。

以鼓勵民眾觀看期交所盤後交易制度宣導影片，進

而熟悉相關制度並參與交易。有獎徵答活動期間自3

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凡年滿20歲且持有中華民國

身分證之自然人均可參加，於活動期間至期交所網

站觀看盤後交易制度相關宣導影片並完成答題者，

即可獲得抽獎機會。每月活動結束後，依當月抽獎

序號抽出30個得獎者，每名可獲得新臺幣1,000元，

活動期間共計3次抽獎，總計抽出90個名額，歡迎

民眾上網挑戰，詳情請至期交所網站(www.taifex.

com.tw)查詢。

▲ 期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中)於FIA年會期間，與CME資深執行董
事Sean Tully(左三)、CME執行董事Tim McCourt(右三)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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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期匯市投資展望理財講座
竹科地區廠商及投資人參加踴躍

為
協助竹科地區廠商及投資大眾透視與掌握今

年全球股期匯市之投資展望與相關熱門投資

與避險標的，期交所與國內專業財經媒體非凡電

視台於今年3月17日下午2時假新竹芙洛麗大飯店

舉辦「2017全球股期匯市投資展望理財講座」。

本次座談會舉行，由非凡新聞台主播胡睿涵主

持，台新銀行首席外匯策略師陳有忠及國泰期貨

副總經理錢冠洲等財經專家主講，共吸引逾200位竹

科地區廠商代表及投資人參加，另現場同時有14家

期貨商設攤提供即時諮詢服務。

近年期交所新商品推陳出新，包括匯率類商品

及境外指數商品，加速商品種類的多元化，期以多

樣化的新商品滿足市場避險及交易需求，並使整體

產品線更加完整，當全球股匯市出現波動時，提供

豐富多樣之交易機會，交易人可多加了解及運用。

另為增加投資大眾對期交所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

率期貨等匯率商品之認識，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於今

年2月6日至4月28日期間合辦「預測匯率期貨漲跌活

動」，於每日下午6時至隔日下午3時止至非凡媒體網

活動網頁(https://www.ustv.com.tw/Guess201702/)預

測前揭匯率期貨最近月契約之收盤價漲跌，預測一項

契約收盤漲跌相符者可獲一次抽獎機會，每日抽獎，

歡迎交易人把握機會，踴躍參與。

▲ 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合辦「2017全球股期匯市投資展望理
財講座」，大昌期貨、元大期貨、日盛期貨、元富期貨、

永豐期貨、兆豐期貨、統一期貨、康和期貨、國泰期貨、

國票期貨、富邦期貨、華南期貨、凱基期貨及群益期貨等

14家期貨商設攤提供即時諮詢服務。

「法人機構從業人員培訓課程」  4~9月每月開課

為
加強國內法人機構對於期貨市場認知之深度

與廣度，並促進其參與期貨市場，期交所自

2015年與金融研訓院合辦多項法人機構從業人員

培訓課程，廣受好評。今年度期貨市場法人機構從

業人員培訓課程即將開課，自4月起至9月止，每月

開課一班次，共將辦理6班次，總時數54小時。

今年度培訓課程主題包含「國內股價指數期

貨交易策略實務」、「國內股價指數選擇權交易

策略實務」、「個股類期貨與選擇權交易策略實

務」、「匯率類期貨與選擇權交易策略實務」、

「國外指數期貨交易策略實務與盤後交易制度介

紹」等內容，涵蓋國內股價指數、國外股價指數及

匯率類等三大主軸商品之市場與制度、交易策略及

風險管理等，並輔以實機操作，提升學員實務操作

能力。

金融研訓院已發函各法人機構各月份開課訊

息，課程全程免費，名額有限，歡迎上金融研訓院

或期交所網站查詢課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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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制度5月15日上線盤後交易制度5月15日上線

盤後交易至凌晨5時
初期掛牌臺股期貨等11項商品

相關交易制度說明

盤後交易時間及掛牌商品

標的 商品 一般交易時段

交易時間

盤後交易時段

交易時間

國內股價指數 臺股期貨(TX)

小型臺指期貨(MTX)

臺指選擇權(TXO)

08:45~13:45 15:00~次日05:00

國外股價指數 美國道瓊期貨(UDF)

美國標普500期貨(SPF)

08:45~13:45 15:00~次日05:00

匯率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RTF)

美元兌人民幣期貨(RHF)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RTO)

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RHO)

歐元兌美元期貨(XEF)

美元兌日圓期貨(XJF)

08:45~16:15 17:25~次日05:00

 註： 一般交易時段(盤後交易時段)開盤前15分(10分)中開始收單，一般及盤後交易時段開盤前2分鐘不得刪除或修改委託，僅得新增。

      近年來國際間黑天鵝事件不斷，金融市場震盪頻繁，為提供市場參與者更完善的交易及

避險管道，臺灣期貨交易所將於今(2017)年5月15日上線盤後交易新制度，在一般交易時段

結束後，進行盤後交易至凌晨5時。屆時，股價指數商品之交易時間從現行5小時延長至19小

時，匯率類商品則從7.5小時延長至19小時，交易人藉此可在盤後交易時段因應國際金融市

場變化，進行避險或策略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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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入全天候交易新紀元邁入全天候交易新紀元

盤後交易之一般結算作業說明

38.indd   9 2017/4/17   下午 08:23:47



10

盤後交易之結算會員風控機制

5/16
(週二)

 當日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適
用新的保證金標準。

 TX及MTX為盤後交易商品，故當
日之盤後交易時段，TX及MTX
即須適用調整後之保證金標準。

Features

5/15
(週一)

期交所公告臺股期貨(TX)、電子期
貨(TE)、金融期貨(TF) 及小型臺指
期貨(MTX)保證金調整。

38.indd   10 2017/4/17   下午 08: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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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獎勵活動於上線當日起跑  
獎勵對象涵蓋期貨業者、法人機構及

自然人

12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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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時段交
易獎勵活動

期貨交易輔助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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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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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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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口以上，依當月交易總量排序，
各可獲得1萬元獎勵金。 

期貨交易輔助人之業
務員

1. 每月獲得分公司經理人獎之前10名分公司業務員，各可獲得1.5
萬元獎勵金；(前5名當月日均量達200口以上，獲得加碼獎勵之
分公司，每名業務員加發1萬元獎勵金)。
2. 第11~50名分公司業務員，各可獲得1萬元獎勵金。

期貨商營業員

活動期間內當月日均量達以下門檻，依交易量排序，取前12名：
1. 第1名：當月日均量達5,000口以上，於活動期間內，依當月交
易總量排序，可指派5名業務員，各獲得3萬元獎勵金。
2. 第2名：當月日均量達3,000口以上，於活動期間內，依當月交
易總量排序，可指派5名業務員，各獲得2.5萬元獎勵金。
3. 第3-4名：當月日均量達2,000口以上，於活動期間內，依當月
交易總量排序，可指派5名業務員，各獲得2萬元獎勵金。
4. 第5-7名：當月日均量達1,000口以上，於活動期間內，依當月
交易總量排序，可指派5名業務員，各獲得1.5萬元獎勵金。
5. 第8-12名：當月日均量達500口以上，於活動期間內，依當月
交易總量排序，可指派5名業務員，各獲得1萬元獎勵金。 

自然人

1. 上線首日時時抽：首日(5月15日)下午3~4時、4~5時、5~6時普
獎加碼抽，當時段成交5口者，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時段抽
出5名，每名3,000元。
2. 上線首月(5月)日日抽：首月每日(5月16日至31日，共10個交易
日)成交5口者，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日抽出5名，每名3,000
元。

3. 月月抽
(1) 加碼獎：當月累計成交1,000口(5月為500口)以上者，每成交
1,000口(5月為500口)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10名，每
名2萬元。

(2) 爭霸獎：當月累計成交5,000口(5月為2,500口)以上者，每成交
5,000口(5月為2,500口)可獲得1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1名，每
名5萬元。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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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期貨經紀商
2. 期貨交易輔助人(IB)

當月盤後日均量占日盤日均量之比重達1%以上者，依盤後月交
易總量給予手續費折減5%~20%之獎勵。

法人機構交易獎
勵活動

1.國內、外法人機構
2.期貨自營商

1.  盤後：當月盤後日均量達一定標準者，針對盤後月交易總量給
予手續費折減獎勵。

2. 日盤加碼：當月從事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
盤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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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第2季期交所盤後交易相關獎勵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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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美國道瓊期貨美國道瓊期貨及及美國標普500期貨美國標普500期貨

商品特色

契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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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隆重登場5月15日隆重登場

展望

38.indd   15 2017/4/17   下午 0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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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期貨交易人網際網路查詢開戶期貨交易人網際網路查詢開戶

及交易資料新措施上路及交易資料新措施上路

網路查詢個人資料  手機也可通

多元化管道   增添交易人查詢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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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計價黃金商品到期新臺幣計價黃金商品到期

轉為黃金現貨機制轉為黃金現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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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金融情勢變動
看臺灣匯率期貨市場發展

去
(2016)年國際外匯市場從6月23日英國脫

歐公投成功開始，進入了不易明確掌握

方向的動盪時期，外匯分析師對於變化多端的

民意走向，必須投以更高的關切與重視，而11

月9日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跌破市場眼鏡，影響

此後一個月的全球金融市場，這位一路走來話

題不斷的政治人物，透過長年在商場上練就的

敏銳度，成功掌握選民的意向，一舉贏得美國

總統大選。

川普傳奇　美元走勢洗三溫暖

川普締造的傳奇影響著大選後的一個月

之全球金融市場，美國道瓊指數從18,590點上

漲到19,790點，漲幅6.5%，逼近2萬點歷史大

關，美國債券市場亦受到顯著影響，美國10年

期公債殖利率從1.85%大幅上升至2.57%，這

樣熱絡的市場氛圍也延伸至日本及歐洲股市，

日經指數與德國法蘭克福指數，漲幅分別達

19%及8.2%，美元兌日圓也出現慶祝行情，由

101.15低點大幅反彈到117.80的價位，美元兌

日圓的升值幅度高達16.5%，這短短一個月金

融市場的重大變化應可以在近代金融歷史上留

下紀錄，但唯獨中國大陸金融市場不受影響，

股市不漲反跌，預期人民幣又將大幅貶值的評

論再度開始出現。

今年一開始，國際外匯市場參與者大多傾向

持有美元部位，外匯交易員期待年初就可有豐厚

的收益，但在市場全面看升美元之時，即常常事

與願違，市場經常出現反轉走勢，而人民幣就在

此時出現不跌反升之情況。今年1月4日中國人民

銀行面對持續貶值的人民幣匯率及日益縮減之外

匯存底餘額，突然緊縮境外人民幣資金，在人民

幣不易拆借下，人民幣隔拆利率大幅升過90%之

超高水準，順勢使市場出現拋售美元及回補人民

幣之情況，短短2天時間，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

一度逼近7.0大關的6.98價位，大幅下滑至6.79，

人民幣大漲近0.2元(2,000點)，漲幅達2.7%，中國

人民銀行順利使人民幣結束貶值，加上川普的幾

次上任前演說，並未引起市場認同，許多交易商

急於避免去年底累積的匯率收益由盈轉虧，使得

美元出現顯著貶值。

      今(2017)年的國際匯率市場就在大幅波動中開始，也宣告金融市場將一樣會是波動震盪的
一年，在此匯率風險日益增加的情況下，擁有便利之避險管道，可提高交易勝率及降低匯率風

險，而臺灣期貨交易所已推出多項匯率期貨商品，在國際外匯市場動盪之際，投資人可多加了

解與運用期交所相關匯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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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際外匯市場
波動震盪的一年

貿易保護主義及Fed升息　影響美元走勢

美國總統川普在今年2月28日首次的國會演

說中，再度闡述其美國優先的論調，搭配對中產

階級的大幅減稅計畫、投資兆元的基礎建設發展

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這些因素都將使美元資產

逐漸備受市場青睞，從美國道瓊指數屢創歷史新

高之情況，即反應出市場對該等政策之期待，加

上美國聯準會(Fed)主席葉倫多次升息言論，為美

元未來持續走升墊下基石。

惟川普近期常提出的匯率操縱國議題，顯示其

希望透過弱勢美元讓美國經濟推展更順利，因此想

減緩美元的強勢，然這可能需要亞洲國家改變其匯

率政策方能成真。預期今年美元走勢將深受美國政

策面影響，較可能呈現緩步走升的趨勢。

資本管控及貨幣緊縮　影響人民幣動向

人民幣在今年初止跌回升，只是未來走勢仍

須視基本面而定，包含中國大陸國內之整體經濟

現況，但由目前政策面因素研判，預期人民幣的

貶值壓力將逐步減輕。

中國大陸自去年11月開始實施一連串的資

本管控措施，將單月資金外流金額大幅降低近

45%，將可使外匯存底的流失速度減緩，也間接

穩定人民幣的匯率。

由於近期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經濟已出

現回溫跡象，雖然李克強總理宣布今年經濟成長以

保守的6.5%為目標，但市場普遍認為低估，加上人

民銀行利率政策正默默的跟著美元升息速度上調，

讓中美利差有機會縮小，提高了人民幣相對的投資

報酬率，讓資本有機會回流中國大陸。

弱勢日圓政策　影響日圓走向

2%的通貨膨脹率一直是日本政府與央行的政

策目標，因此維持弱勢日圓是欲達成此一目標之手

段，但日本央行去年幾次無效之政策喊話，讓市場

對日本央行弱勢日圓的政策執行能力產生疑慮，也

是美元兌日圓多次升過100價位的原因，而川普當

選後美元升值，削弱強勢的日圓，另配合日股上

揚，日本經濟亦出現回升跡象，預期日本政府將順

勢避免讓日圓升值。

政治紛擾　牽動歐元匯率

歐元區係由19個國家組成，惟各國經濟發展情

況差異甚多，因此容易產生紛擾。今年歐元區許多

國家將進行選舉，從3月份的荷蘭大選、5月份法國

及義大利大選，9月份則為德國大選，多變的大選

過程及結果，將深深影響歐元的走勢，預期今年9

月之前，歐元匯率波動將居高不下。

雖然目前歐元區貨幣寬鬆政策退場聲音不斷，

但預期歐洲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在大選年不會有太

大的變化，貨幣寬鬆政策支撐歐元升值的因素不易

產生，但今年正值歐元區大選年，應預防發生去年

英國脫歐及川普當選之意外，讓歐元區的團結或貨

幣寬鬆政策退場時機產生變化(詳下表1)。

期交所匯率期貨　

提供良好的避險管道

期交所已推出多項匯率期貨商品，包含人民

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小型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

表1：2017年國際匯市觀察重點
貨幣 影響因素

美元
1. Fed升息動作
2. 貿易保護主義 
3. 川普匯率政策言論

人民幣
1. 經濟基本面
2. 資本管控措施
3.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

日圓
1. 弱勢日圓政策執行力度
2. 經濟基本面及通貨膨脹率

歐元
1. 歐元區會員國之選舉
2. 寬鬆貨幣政策是否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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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在

國際外匯市場動盪之際，投資人可多加了解與

運用期交所相關匯率商品。

匯率期貨 VS 遠期外匯
匯率期貨推出之原因與遠期外匯相似，皆

是為滿足交易人對匯率之交易及避險需求，原

則上，匯率期貨與遠期外匯之定價方式相同，

除此之外，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交易方式。

遠期外匯係由銀行承作，承作之前，銀行需評

估交易人之財務狀況及是否具有避險需求後，

再由銀行核定可交易額度。因此，使用遠期外

匯規避匯率風險之門檻高，一般交易人不易直

接透過銀行進行遠期外匯交易(詳下表2)。

期交所匯率期貨優勢

交易門檻低，交易人至期貨商及證券商開戶即

可參與交易

期交所的匯率期貨交易門檻低，交易人只要

到期貨商或證券商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及持有足夠

之保證金，不論法人或個人皆可參與匯率期貨交

易，不需再透過銀行，故匯率期貨交易門檻低，

可作為交易人便利之匯率交易與避險工具。

提供另一匯率投資管道，讓匯率投資更為容易

茲以交易人持有新臺幣13,000元為例，比較

新臺幣定存、人民幣定存及人民幣匯率期貨之投

資收益。

倘投資管道為新臺幣及人民幣定存，時間

均為1年期，每月定存的利息收益分別為新臺幣

12元、32元，但若將該筆資金拿來交易小型人

民幣匯率期貨，在符合預期走勢(假設人民幣走

升，2天後美元兌人民幣自成交價6.8920下跌至

6.8720，下跌0.0200點)情形下，短時間內即可

獲利出場，獲利金額為新臺幣1,831元。由比較

案例可見，期交所匯率期貨可提供交易人更多之

匯率投資機會，交易人可多加運用(詳下表4)。

表3：期交所匯率期貨保證金

商品別 原始保證金 維持保證金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人民幣2,840元 人民幣2,180元

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人民幣13,640元 人民幣10,460元

歐元兌美元期貨 美金600元 美金460元

美元兌日圓期貨 日幣57,000元 日幣44,000元

表2：期交所匯率期貨VS遠期外匯

- 期交所匯率期貨 遠期外匯

交易方式 期貨集中市場 銀行承作

交易門檻

交易門檻低，交易人只要到期貨商或

證券商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及持有足夠

之保證金，不論法人或個人皆可參與

由銀行承作，銀行需評估交易人之財

務狀況及是否具有避險需求後，再由

銀行核定可交易額度

交易時間

每日超過19小時
(上午8時45分至下午4時15分；下午5
時25分至次日凌晨5時)

6.5小時 
(上午9時到下午3時30分)

註：保證金依期交所公告為準，表中數字為截至4月15日之期交所公告之匯率期貨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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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上線後，交易時間長，提升匯率交易及

避險之便利性

大部分銀行之外匯交易係從上午9時到下午

3時30分截止，交易時間僅有6.5小時，而目前期

交所匯率期貨之交易時間為上午8時45分至下午

4時15分，期交所將在5月中旬推出盤後交易平

台，匯率商品包含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小

型人民幣匯率期貨及選擇權、歐元兌美元期貨、

美元兌日圓期貨等，將可於盤後交易時段進行交

易，從下午5時25分交易至次日凌晨5時，交易時

間將超過19小時，具有匯率避險需求之交易人幾

乎隨時皆可參與匯率期貨交易，大幅增加匯率交

易及避險之便利性。

致力提升參與者多元化及市場深度

參與者多元化

目前國內匯率期貨之主要參與者為銀行、

期貨自營商及外資，外資參與比重已近2成，自

然人參與比重約3%，與股價指數期貨自然人參

與比重56%相比，匯率期貨自然人參與率仍有很

大提升空間。匯率期貨自然人參與率低原因之一

為其自2015年7月開始上市至今不到2年，交易

人對匯率期貨之熟悉度尚未如股權類期貨及選擇

權。對此，期交所自匯率期貨上市後，持續辦理

多項推廣活動，包含舉辦匯率期貨理財講座、預

測匯率期貨價格活動、匯率期貨交易獎勵活動

等，相信在持續推廣後，自然人之參與比重將逐

步提升，有助於提升匯率期貨之參與者層面。

提升市場深度

未平倉量係為交易人持有部位意願之指標，

亦為維繫期貨商品交易熱度之關鍵。以國內股價

指數期貨為例，目前未平倉量大約15萬口左右，

匯率期貨則已從上線初期之3千口上升至目前之5

千口，已有顯著的成長，未來在更多交易人的參

與下，預期未平倉量將日漸成長，可望提升匯率

期貨之市場深度。

展望

目前國內人民幣匯率期貨交易量在全球交易

所中仍維持領先地位，美元兌日圓期貨及歐元兌

美元期貨之交易量亦逐漸增加。今年5月期貨市

場盤後交易平台正式上線後，將提供交易人全天

候的交易環境與機會。期交所匯率期貨具有交易

門檻低、增加投資機會及交易時間長等優點，面

對今年多變之全球匯率市場，正可提供交易人一

個便利之交易及避險管道，交易人可多加運用。

最後，站在匯率市場參與者的角度，很高興見到

期交所匯率期貨商品推陳出新，期望未來與期交

所一起努力推廣匯率商品，共同推動臺灣匯率市

場更上一層樓。

〈以上內容不代表本刊及期交所立場〉

表4：匯率投資工具收益比較

投資工具 情境 收益試算

新臺幣定存 假設年利率1.1%
新臺幣13,000元x1.1%/12=新臺幣12元
收益為：每月利息為新臺幣12元

人民幣定存 假設年利率3%
1. 新臺幣13,000元可兌換為人民幣2,840元
2.  人民幣 2,840元x3.0%/12=每月利息人民幣7元
    收益為：每月利息為人民幣7元，約當新臺幣32元

投資小型美

元兌人民幣

期貨

1.  預期人民幣升值，美元兌人
民幣將下跌

2.  賣出1口小型美元兌人民幣
期貨，成交價為6.8920；2天
後，美元兌人民幣如期下跌

至6.8720，獲利出場

1.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契約規模為2萬美元
2.  美元20,000X(6.8920-6.8720)=人民幣400
3.  為期2天左右的投資，收益為人民幣400元，約當
新臺幣1,83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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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由於網際網路普及，透過電腦或手機下

單交易更方便、迅速，惟少數交易人有時因

下單時疏忽，錯誤輸入價格或數量，產生胖手指

事件；或少數交易人下單前，未檢視委託簿最佳

五檔價量資訊，即逕採市價或接近漲跌停價格買

賣；或因部分交易人採電腦程式進行交易，卻未

發現程式有誤，導致錯誤下單等，因而產生部分

成交價格異常事件。針對前揭因素所產生盤中瞬

間價格異常事件，國際上有期貨交易所透過建置

「動態退單機制」予以防範。

所謂動態退單機制，其概念為交易所訂定一

「合理成交價格區間」，該合理成交價格區間盤

中隨市場成交價格或買賣報價行情動態調整，當

買進(賣出)委託單之可能成交價格超過合理成交價

格區間之上限(下限)時，系統會將該委託單退回，

以防範交易人成交於異常價格；需特別留意的

是，動態退單機制對買進委託只設合理成交價格

區間上限、不設下限，反之對賣出委託只設合理

成交價格區間下限、不設上限，故動態退單機制

對低掛買進委託、高掛賣出委託不會退單。

以下舉一簡單範例說明：例如目前某一期

貨商品前一筆成交價為10,000點，交易所設定之

合理成交價格區間為200點，則買單退單標準為

10,200點、賣單退單標準為9,800點，若此時有交

易人採市價買進1口，經交易所試算該筆委託之可

能成交價為10,300點，因超過買單退單標準，故

會將該筆市價買進委託退單；反之，若有交易人

採市價賣出1口，經交易所試算該筆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9,700點，因超過賣單退單標準，故會將該

筆市價買進委託退單。若交易人採低買高賣委託方

式，例如本範例交易人若採限價9,800點買進1口，或

採限價10,200點賣出1口，則不會被退單。

國際上採取動態退單機制之交易所有芝加哥商業

交易所(CME)、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韓國交易所

(KRX)、香港交易所(HKEx)及印度交易所(NSE)等，茲

就各交易所作法說明如下：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CME早於2001年即推出動態退單機制(CME命名

為Price Banding)，該機制適用所有在CME Globex上

交易之商品。CME動態退單機制作法為，盤中即時

動態計算動態退單標準，倘限價買(賣)單委託價格高

(低)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單；另CME

市價委託係具有一定點數之市價保護委託，倘轉換後

委託價格高(低)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

單。其退單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 買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賣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期貨退單點數：固定點數制

→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盤中Delta即時計算各序

列退單點數

CME動態退單機制適用於開盤集合競價時段及盤

中逐筆交易時段，有關開盤集合競價時段之基準價，

指標開盤價(IOP, Indicative Opening Price)計算出來前，

基準價為前一日結算價，IOP計算出來後，基準價為

IOP；盤中逐筆撮合時段基準價原則上為前一筆成交

價，若無前一筆成交價，則CME將由理論價、最佳一

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

動態退單機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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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買賣價或前一日結算價中擇一作為基準價。

退單點數設計方面，期貨商品採固定點數標

準，如S&P500期貨為6點、道瓊期貨為60點、10

年期公債期貨為0.5點，選擇權商品依價內外程

度，採即時Delta訂定退單點數，例如S&P500期

貨選擇權某一序列Delta為0.2，則其退單點數為

1.2點(採S&P500期貨退單點數6點×0.2)，依此作

法，選擇權價外序列退單點數將小於價內序列，

比較符合選擇權商品特性。另於少數特殊情況

時，CME可採放寬退單點數或暫停適用動態退單

機制等作法。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Eurex係於2002年推出動態退單機制；Eurex

對限價單設有兩層動態退單機制，第一層設於會

員端(Eurex命名為Price Reasonability Check)，其

性質屬價格合理性警示功能，若限價單委託價格

超過交易所設定標準，將由交易人重新確認後，

方接受下單，以降低委託輸入時之作業風險(此

功能非強制，由會員選擇是否使用)；第二層設

於交易所端(Eurex命名為Extended Price Range 

Validation)，若限價單委託價格超過交易所設定

標準，Eurex將直接退單。

另Eurex對市價單亦設有動態退單機制(Eurex

命名為Market Order Matching Range)，若市價

委託條件為ROD，則依當時委託簿狀況判斷可能

成交價格，倘市價買(賣)單之可能成交價格高(低)

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保留於系統，

待可能成交價格回到退單標準內再撮合成交；若

市價委託條件為IOC，倘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退

單標準上(下)限，則直接退單。其退單標準計算公式

如下：

→ 買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賣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期貨退單點數：固定點數制或基準價×商品適

用之百分比

→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權利金高低採級距式標準

Eurex動態退單機制僅適用於盤中逐筆交易時

段，有關基準價原則上採委託簿買賣價法(最佳1檔買

價或賣價)，若委託簿委買委賣價差大於一定程度或無

最佳委買委賣報價，Eurex將由前一筆成交價、理論

價、前一日結算價中擇一作為基準價。

另退單點數部分，期貨商品限價單第一層採固

定點數標準，如DAX期貨為10點，限價單第二層依商

品類別有所不同，部分商品採基準價×商品適用之

百分比，部分商品為固定點數，如DAX期貨為基準價

×1%、德國10年期公債期貨則為0.05點；市價單採固

定點數，如DAX期貨為10點。

選擇權商品限價單第一層依權利金高低採級距

式，如DAX選擇權存續期間小於8個月者，權利金小於

25點，退單點數為2點；權利金介於25點至300點，則

為基準價×8%；權利金大於300點，退單點數為24點。

存續期間大於8個月者，權利金小於15點，退單點數為

1.2點；權利金介於15點至9,999點，則為基準價×8%；

權利金大於10,000點，退單點數為800點。選擇權商品

無限價單第二層(交易所端)退單機制，市價單依權利金

高低採階級式(退單點數同限價單第一層)。另於特殊情

況時，Eurex可採放寬動態退單點數作法。

市價買單

(可能成交價
10,300點)

買單退單標準

10,200點

前一筆成交價10,000點

前一筆成交價10,000點

賣單退單標準

9,800點

市價賣單

(可能成交價
9,700點)

退單

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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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易所(KRX)
2013年12月韓國發生HanMag證券程式錯誤

交易事件，由於該事件，KRX於2014年9月建置

動態退單機制(KRX命名為Real-time Price Band)，

該機制僅適用於期貨市場流動性較佳之商品及月

份，如KOSPI 200期貨、KOSPI 200選擇權之最近

月、次近月契約、部分流動性較佳股票期貨之最

近月、次近月契約等。

KRX動態退單機制之作法為，盤中即時動態

計算退單標準，倘限價買(賣)單委託價格高(低)於

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單；另市價委託

因無委託價格，故以市價委託進入系統時，依當

時委託簿狀況判斷可能成交價格，倘市價買(賣)單

之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

此委託退單。其退單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 買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

點數

→ 賣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

點數

→ 期貨退單點數：各商品開盤參考價×百分

比參數

→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理論價格模型計算各

序列退單點數

KRX動態退單機制僅適用於盤中逐筆交易時

段，有關基準價原則上為前一筆成交價；退單點數部

分，期貨商品採各商品開盤參考價×百分比參數，如

KOSPI 200期貨百分比參數為1%、股票期貨分為二級，

波動度較低者採3%、波動度較高者採5%。選擇權商品

如KOSPI 200選擇權，採理論價格模型計算退單點數，

其設算條件為當標的物價格變動±2%、選擇權隱含波

動率水準變動±30%之四種不同情境下，計算各情境中

選擇權各序列最大變動點數，以作為選擇權各序列契約

之退單點數。該作法與CME類似，依價內外程度不同，

價外序列退單點數將小於價內序列。另特殊情況時，

KRX可採放寬退單點數或暫停動態退單機制等作法。

香港交易所(HKEx)
HKEx於2013年11月建置動態退單機制(HKEx命名

為Dynamic Price Banding)，該機制僅適用於流動性較

佳之商品及月份，包括恒生指數期貨、小型恒生指數

期貨及H股指數期貨之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HKEx因無市價單，僅限價委託適用動態退單機

制，其作法為倘限價買(賣)單委託價格高(低)於退單標

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單。HKEx退單標準計算公

式如下：

→ 買單委託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賣單委託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期貨退單點數：各商品基準價×百分比參數

→ 選擇權退單點數：選擇權不適用動態退單機制

國際上各主要交易所動態退單機制比較

項目 CME Eurex

主要商品 S&P 500期貨 DAX期貨

每日漲跌幅 上漲無限制、下跌三階段-7%、-13%、-20% 無漲跌幅

適用商品 於CME Globex上交易之所有商品 於Eurex T7上交易之所有商品

基準價 前一筆成交價 委託簿買賣價

主要期貨百分比參數或退單點數 ‧DJIA期貨：60點   ‧S&P 500期貨：6點 DAX期貨：1%

主要選擇權退單點數 S&P 500選擇權：依即時Delta價內外程度訂定退單點數 DAX選擇權：依權利金大小採級距式標準

適用
時段

開盤集合競價 適用 不適用

盤中逐筆撮合 適用 適用

特殊市況作法 放寬退單區間或暫停退單機制 放寬退單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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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x動態退單機制僅適用於盤中逐筆交易時

段，有關基準價，逐筆撮合第一筆交易基準價為開盤

集合競價成交價，倘最近一筆成交價變動超過基準價

±1%時，才會以最近一筆成交價作為新的基準價；

退單點數部分，期貨商品採各商品基準價×百分比參

數，百分比參數部分如恆生期貨、小型恆生期貨、H

股期貨設為4%。另HKEx並無特殊情況放寬退單點數

或暫停動態退單機制之作法。

印度交易所(NSE)
NSE於2014年3月建置動態退單機制(NSE命名為

Execution Range)，該機制適用於大多數期貨及選擇

權商品。NSE作法係針對每一委託(包括限價、市價委

託)，均依委託單進入系統時之委託簿狀況，判斷可

能成交價格，倘買(賣)單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退單

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單。其退單標準計算公

式如下：

→ 買單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賣單可能成交價<基準價－退單點數

→ 期貨退單點數：各商品基準價×百分比參數

→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權利金高低採階級式標準

NSE動態退單機制適用於開盤集合競價時段及盤

中逐筆交易時段，有關前述公式之基準價，開盤集合

競價時段之基準價為理論價格，逐筆撮合時段基準價

原則上為前1分鐘成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若前1分

鐘均無成交價則採理論價格。

退單點數設計，期貨商品採各商品基準價×

百分比參數，百分比參數部分如Nifty期貨、股票

期貨設為5%，美元匯率期貨則為1%。Nifty選擇

權則採二階級距式標準，權利金介於0.05~50退

單點數為20、權利金大於50退單點數為權利金

×40%。另特殊情況時，NSE可採放寬退單點數或

暫停動態退單機制等作法。

總結
衡諸國際主要交易所動態退單機制設計，

CME、Eurex等歐美交易所已適用於所有商品，另

亞洲主要交易所如KRX、HKEx僅先適用於流動性

較佳之主要商品，待市場熟悉後再逐步實施至其

他商品；退單標準設計上，多數交易所係採前一

筆成交價或委託簿最佳1檔買賣報價作為基準價，

以反應盤中市場行情變化；在退單點數計算方

面，多數交易所之期貨商品採基準價×百分比參

數，選擇權商品退單點數計算則稍有差異，CME

採即時Delta值、KRX採理論價格模型計算退單點

數，該等方式價外序列退單點數將小於價內序

列，較符合選擇權商品特性；另多數交易所均訂

有特殊狀況時，可放寬退單點數或暫停動態退單

機制作法。國內期貨市場未設有動態退單機制，

以上國際動態退單機制作法，可作為我國期貨市

場借鏡及未來機制研議之參考。

KRX HKEx NSE

KOSPI 200期貨 恆生期貨 Nifty期貨

三階段±8%、±15%、±20% 無漲跌幅 無漲跌幅

KOSPI 200期貨及選擇權等流動性佳商品 恆生期貨等流動性佳商品 絕大多數商品

前一筆成交價 一段時間前之成交價 前1分鐘成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

KOSPI 200期貨：1% 恆生指數期貨：4% Nifty期貨：5%

KOSPI 200選擇權：採理論價格模型計算退單點數 選擇權不適用 Nifty選擇權：依權利金大小採級距式標準

不適用 不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

放寬退單區間或暫停退單機制 無 放寬退單區間或暫停退單機制

資料來源：各交易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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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can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
放寬股價指數期貨相關限制

印度商品交易所
　

將推出鑽石期貨

泛歐交易所
宣布2017年三項主要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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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TC同意給予新保證金
規範6個月的緩衝期

SEBI將開放印度市場
推出大宗商品之選擇權契約

東京工業品交易所
獲准成立原油現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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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can

LSE同意出售LCH SA
予Euronext

中國將推出
大宗商品選擇權契約

NASDAQ計劃成立創投公司
投資金融科技新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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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佈式分類帳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為一創新資訊技術，以其特有之加密技術與演算法

等底層架構建立一分散式的帳務系統，使參與者可以高

效率和高安全性的方式建立、傳遞和儲存資訊，具有匿

名性、去中心化、開放性、資料不可篡改等特性。全球

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宣布投入DLT之研發及其應用，諸如結

算系統、跨國支付等，NASDAQ即以此技術開發NASDAQ 

Linq平台，將DLT應用於結算交割業務，除可將交易紀錄

數位化外，結算成本亦顯著降低。

文／曾致憲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DTCC與IBM、AXONI
及R3合作建置DLT資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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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egal blogega bogbl

臺灣期貨交易所近期因應期貨市場之需求，配合修正期貨市場之相關法令規章，以下謹羅列前開異動之

法令規章相關資訊，包括公告日期、文號及修正概要。倘若期貨交易人想進一步了解相關內容，可至證券暨

期貨法令判解查詢系統網站，或至臺灣期貨交易所網站查詢。

重點期貨市場法令規章修正如下：

(1)修正「期貨商媒體申報作業辦法」

公告日期：2017年2月20日

公告文號：台期輔字第10604000550號函

概要說明：目前有關「期貨商媒體申報作業辦法」原第7條附件1至附件16之各報表檔案格式，皆已置於臺灣

期貨交易所網站「期貨商專區」之「媒體申報系統上傳格式」，提供予期貨商自行下載。本次為

配合實務運作及日後各報表檔案格式修改之便利性，爰刪除原第7條條文及其附件，原第8條配

合移列至第7條。未來期貨商至臺灣期貨交易所網站下載申報資料之各報表檔案格式之最新版本

後，再行於申報。

(2)修正「業務規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交易規則」、「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契約交易規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契約交易規則」、「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契約交易規

則」、「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期貨商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處理作業要點」、「期貨商申報委託人違約案

件處理作業要點」、「鉅額交易作業辦法」、「交易系統與交易資訊傳輸系統發生故障及

中斷之處理措施」、「因應證券市場暫停交易之處理措施」、「天然災害侵襲暨選舉投票

日應否休市之規定」、「期貨商合併、營業讓與應行注意事項」、「期貨商、結算會員停

業、終止營業處理程序」、「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結算交割作業要點」、「結算保證金

收取方式及標準」、「市場部位監視作業辦法」、「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期貨交

易備援帳戶作業程序」、「期貨商辦理以電子方式填具買賣委託書作業要點」、「結算會

員受託辦理結算交割業務作業要點」、「期貨商、結算會員以自有資金繳存保證金專戶應

行注意事項」

公告日期：2017年2月24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0005780號函

概要說明：為提供交易人更長時間的避險及交易管道，臺灣期貨交易所建構盤後交易平台，於一般交易時段

收盤後，開始盤後時段交易，盤後交易時間皆交易至隔日凌晨5時。主要內容如下：(一)盤後交

易時段相關交易及結算作業，除另有規定外，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辦理。（二）盤後交易時段之

撮合方式、委託種類、漲跌幅限制、部位限制口數、保證金提領作業等，與一般交易時段相同。

（三）現行為鉅額交易適用商品者，倘亦為盤後交易時段掛牌商品，則該商品盤後交易時段亦適

用鉅額交易制度。（四）盤後交易時段發生之錯帳及更正帳號，期貨商應於發生之次一一般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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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或次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前處理。（五）週六補行上班日，盤後交易時段休市。至於封關

日當日之盤後交易時段，仍維持開盤交易。（六）受理結算保證金存入之作業時間調整為7時至

次日5時，其中19時30分至次日5時之時段，僅限使用虛擬帳戶方式繳存結算保證金，計入次一

營業日結算保證金權益數。（七）結算會員存放於期交所之超額保證金不足時，於其超額保證金

20%之額度內，暫不限制結算會員新增委託。（八）期貨交易契約於盤後交易時段之成交部位，

原則上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7時前併入一般交易時段之部位。

(3)修正「股票期貨契約交易規則」、「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

公告日期：2017年3月14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2003460號函

概要說明：目前以受益憑證為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契約（簡稱ETF期貨）係為現金結算，其最後結算價採現

貨成交價格計算，倘ETF淨資產價值過小或流動性不佳時，ETF期貨恐有以異常價格結算或結算

價受人操縱之虞，爰參酌國外交易所作法及現行標的證券為股票之股票期貨量化選股標準，增訂

有關ETF期貨標的證券之淨資產價值及流動性等量化選股標準。再者，考量ETF同股票有受公告為

「處置股票」之情事，爰增訂ETF最近3個月份未受公布「處置股票」之標準；另因受公布為「處

置股票」之原因不限於股價異常波動，故一併就標的證券為股票之選股標準條文酌作文字調整。

(4)修正「期貨商辦理期貨交易人部位移轉作業應行注意事項」、「期貨商辦理更換受託結算
會員作業應行注意事項」、「結算會員處理委託期貨商部位作業程序」

公告日期：2017年3月16日

公告文號：台期結字第10603002080號函

概要說明：為提升對期貨商服務，爰延長期貨商辦理部位移轉申請作業時限，將原於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即須由結算會員提出申請之時限，延長至當日臺灣期貨交易所現金保證金存入之截止時點(下午7

時30分)。此外，配合盤後交易平台之建置，每日交易時間將區分為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

段，為避免原定時間及相關作業規定造成混淆，爰修正期貨商辦理更換受託結算會員及結算會員

處理委託期貨商部位等作業時間及相關規範。

(5)訂定「美國道瓊工業平均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美國S&P 500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交易規則」；並修正「交易經手費收費標準」、「結算服務費收費標準」

公告日期：2017年3月17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2003570號函

概要說明：為使我國期貨市場商品更多元化及國際化，提供國人更多投資選擇及避險管道，並滿足相關ETF

投資人及投信業者之避險需求，臺灣期貨交易所推出「美國道瓊工業平均股價指數期貨契約」及

「美國S&P 500股價指數期貨契約」，訂定該等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並配合增修訂旨揭規章，主要

重點如下：一、一般交易時段為上午8時45分至下午1時45分，盤後交易時段為下午3時至次日上午

5時。二、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500期貨之最小升降單位分別為指數1點及0.25點；其契約價值

分別為每點新臺幣20元及200元。三、每日漲跌幅採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7%、±13%、

±20%三階段漲跌幅度限制。四、期貨商應繳納之交易經手費為每一契約買賣雙方各為新臺幣4.8

元。結算會員應繳納之結算手續費、交割手續費為每一契約買賣雙方各繳納新臺幣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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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2017/02

2017/03

2017/01-03

8.70% 小型臺指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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