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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 泰國證券交易所總經理Kesara Manchusree(左三)於今年6月26日率團參訪期交所，
由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接待。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與泰國證券交易所
總經理Kesara Manchusree(左)互贈禮品。

泰國期貨交易所來臺交流   
期交所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

期交所赴馬國招商   積極開拓東南亞市場

泰
國證券交易所(The 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 SET)總經理Kesara Manchusree

率子公司泰國期貨交易所 ( Thai land Futures 

Exchange, TFEX)總經理Rinjai Chakornpipat及泰

國期貨商高階主管等一行共21人，於今(2017)年

6月26日拜會臺灣期貨交易所董事長劉連煜，雙

方就二市場之最新發展進行意見交換。期交所

與SET長期維持友好互動，去(2016)年11月期

期
交所秉持政府新南向政策之長期深耕、多元

開展、雙向互惠原則，積極將臺灣期貨市場

推向東南亞，繼香港及新加坡，首次與東協巿場－

馬來西亞交易所合作，於今年7月27日舉辦海外招

商說明會，將觸角進一步拓展至馬來西亞，以吸引

當地具潛力外資與國外期貨商參與我國期貨市場。

本次期交所赴馬國招商，馬來西亞衍生性商

交所參加第56 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年會時，與

SET總經理進行雙邊會談，SET表示其轄下TFEX

之選擇權商品雖具相當發展潛力，為尋求突破，

亟思參考期交所選擇權商品發展成功經驗，因而

規劃於今年6月拜會期交所，來臺進行交流。本

次雙方除分享市場實務經驗、最新發展狀況及策

略外，期交所亦將積極推動新南向策略，尋求與

泰國商品合作機會，以期創造雙贏。

品交易所不僅提供場地等相關協助，並進一步邀請

其會員與會。此外，雙方交易所亦就未來合作進行

洽談。馬來西亞交易所向來以商品期貨見長，其棕

櫚油期貨為全球交易量之翹楚，惟相關金融商品仍

屬萌芽階段，而期交所則以金融商品為主，尤其臺

指選擇權交易量排名全亞洲第四大契約，故藉此向

馬來西亞期貨商介紹我國期貨市場之成功經驗及潛

在商機，可望吸引其潛在交易人來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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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所」獎，為亞洲地區唯一獲獎之交易所，

期交所已連續3年獲頒此一獎項，顯示期交所之優

越營運表現不斷獲得國際肯定，證明臺灣期貨市場

在全球衍生性金融市場贏得國際讚賞。

▲ 期交所於6月22日召開106年股東常會，由董事長劉連煜(中)
主持。

▲ 在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中)、證期局副局長周惠美(左三)及期貨公會理事長
糜以雍(右四)見證下，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四)代表捐出4輛復康巴士。

期交所捐贈復康巴士
予金門縣、臺中市、嘉義市及高雄市等4縣(市)

期交所股東常會   通過每股配發股利2.5元

期
交所於今年6月29日於新北市板橋車站北3門廣

場舉行復康巴士公益捐贈儀式，並由金管會副

主委鄭貞茂、證期局副局長周惠美、期貨公會理事長

糜以雍、期貨公會副理事長莊輝耀共同見證，由金門

縣、臺中市、嘉義市及高雄市代表受贈。今年已經

是期交所連續第3年捐贈復康巴士，截至今年，期交

所已經捐贈16台復康巴士給全臺16個縣市政府，明

(2018)年期交所將完成剩餘6個縣市之捐車計畫。

鄭副主委表示，雖然公部門不

斷地投注資源，但仍然需要民間企業

共襄盛舉，期交所捐贈復康巴士，讓

身障朋友受到更多社會的關懷，使生

活更加無障礙。另外，期交所董事長

劉連煜則表示，為響應金管會推動公

益捐贈，公司章程特別明定稅後盈餘

提撥公益捐贈之比率， 不僅同仁以

具體行動做公益，全體董監事也非常

支持期交所舉辦的公益活動。

期
交所於今年6月22日召開「106年股東常會」，

由董事長劉連煜主持，證期局期貨管理組組

長高新興列席指導。本次股東會通過每股配發股利

2.5元(含現金股利2.2元及股票股利0.3元)之盈餘分派

案。劉董事長表示，臺灣期貨市場去年交易量已連

續3年突破2億口，業務上並創下期交所成立以來單

一年度推出最多項新商品之紀錄，能有此成績，要

特別感謝主管機關指導、各位股東及期貨業的鼎力

支持，協力推展業務。

臺灣期貨市場去年的亮麗表現，再次受到國際

間的肯定，期交所甫於今年6月9日榮獲國際財經專

業雜誌亞洲銀行家頒發「2017年年度金融衍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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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期交所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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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交所開辦「期貨業務人才養成班」
及「期貨資產管理人員培訓班」

「期貨與選擇權學刊」線上投審稿系統上線

國
內期貨夜盤交易自今年5月15日上線迄今2

個多月，逢歐美股匯市波動大時，即可見交

易人充分運用夜盤預先建立部位避險或交易，致

夜盤交易量占日盤比重已逾7%。為使投資大眾掌

握下半年全球股匯市投資趨勢及搭配國內期貨市

場夜盤交易，期交所與非凡電視台，於今年7月28

日假臺中永豐棧酒店共同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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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投資人熱烈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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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投信投資研究處副總經理王誠宏

及永誠國際投顧分析師陳威良等財經專家主講，為

期
交所為培育期貨市場專業人才及推廣期貨

知識，今年度持續委託證基會開辦「期貨

業務人才養成班(第30期)」及「期貨資產管理人

員培訓班(第5期)」，講師將邀請學者及具豐富

實務經驗之業界專家擔任，每班招生人數上限

60名，學費由期交所全額補助。「期貨業務人

才養成班」開課期間為今年7至9月，課程內容

包含期貨業務員輔導考照及期貨業務行銷技巧

期
交所自2008年起發行「期貨與選擇權學

刊」，並自2013年起榮獲收錄為臺灣社會

使參與講座的投資人能進一步了解期貨夜盤交易下

單實務，期交所及期貨公會亦特別安排12家專營

期貨商現場設攤，即時受理諮詢服務。

等，課程結束後，學員可經由期貨公會舉辦的

聯合徵才，媒合進入業界服務。歡迎各大專院

校應屆畢業生、社會新鮮人以及待轉業人士報

名參加。「期貨資產管理人員培訓班」則預計

於今年9至11月開課，課程內容包含期貨分析人

員證照輔導及商品類期貨市場深度解析、進階

實務等課程，歡迎有志從事期貨研究分析及資

產管理之法人機構從業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為國內期貨及選

擇權領域具指標性之學術刊物。為提昇投審稿作

▲ 期貨商於理財講座現場設攤受理諮詢，投資人參與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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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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期交所於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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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相

關獎勵措施；另於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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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交易人踴

躍參與交易獲獎。

第3季夜盤交易獎勵活動   熱烈舉辦中

2017年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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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貨交易輔助人(IB)
當月夜盤日均量占日盤日均量之比重達2%以上者，針對夜盤月交易總量給予
手續費折減5%~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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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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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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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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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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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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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累計成交1,000口以上者，每成交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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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以上者，每成交5,000口可獲得1次抽獎機
會，每月抽出1名，每名5萬元。

業效率，並響應環保及節能減碳，本學刊「線上

投審稿系統」自今年7月17日起正式啟用。本學

刊廣徵期貨、選擇權與衍生性商品之理論、實證

或應用之中、英文學術論文，於每年4月、8月

及12月出刊，投稿者需先進行註冊，再透過系

統完成線上投稿，並可隨時查詢論文審查進度。

凡經刊登論文每篇致贈稿酬新臺幣1萬元，且每

年度由編輯委員會投票選出最佳論文頒予獎牌，

歡迎各大專院校師生踴躍投稿，網址為https://

journal.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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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夜盤掛牌11項商品之日盤日均交易量。

夜盤交易熱絡夜盤交易熱絡

夜盤交易及美股指數期貨大受青睞  
成績亮眼

夜盤交易5至7月日均交易量成長強勁

國內股價指數商品為夜盤主力

表1：2017年5月至7月期交所夜盤交易量

期間 夜盤日均交易量(口) 日盤*日均交易量(口) 夜盤/日盤占比

5月份 37,562 729,944 5.15%

6月份 67,844 922,935 7.35%

7月份 86,530 939,074 9.21%

合計 69,535 890,499 7.81%

40.indd   8 2017/8/10   下午 04: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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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市場成長加溫期貨市場成長加溫

展望

。

夜盤交易流動性佳    市場參與積極

美股指數期貨方便交易人因應美股波動

即時進行交易或避險

表2：2017年5月至7月期交所夜盤掛牌商品交易情形

商品 夜盤日均量(口) 日盤日均量(口) 夜盤/日盤占比

臺股期貨 9,627 124,045 7.76%

小型臺指期貨 7,311 75,564 9.68%

臺指選擇權 49,822 687,791 7.24%

美國道瓊期貨 2,097 341 614.93%

美國標普500期貨 234 67 348.55%

匯率類商品 444 2,692 16.48%

總計 69,535 890,499 7.81%

40.indd   9 2017/8/10   下午 04: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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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期貨交易法有關內線交易期貨交易法有關內線交易

定義

受規範對象

規範之客體

期貨內線交易5項要件

期貨

內線交易

足以重大影響

期貨交易價格

之消息時直接或

間接獲悉

在該消息未公開

前或公開後18小
時內

期貨交易法第

107條第1項規
範主體

自行或以他人名義

買入或賣出，或使

他人從事與該消息

有關之期貨或其相

關現貨交易行為

40.indd   10 2017/8/10   下午 04: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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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新修正條文簡介期貨交易法有關內線交易
文／楊朝舜 (期交所企劃部經理)、許維敏 (期交所企劃部組長)

人得消化理解該消息並作出適當之反應，消息公開

後應保留一段合理期間，本次期交法之修正，爰參

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規定，於第1項序文增訂

「重大消息之沉澱時間至消息公開後18小時內」。

換言之，直接或間接獲悉足以重大影響期貨交易價

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

內，皆屬期貨內線之禁止交易時間。

「以他人名義買賣期貨或其相關現貨交

易行為」亦為內線交易禁止規範

本次修法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規定，修正

期交法第107條第1項序文，將以他人名義買入或

賣出納入規範。上開條文修正僅係將本條修正前

應有之解釋予以明確定義，以減少司法審判時之

疑義。

加重期貨內線、操縱及詐欺之刑事責任

期貨交易之標的，諸如股票期貨、股票選擇

權等，具有連結至有價證券現貨之特性，如適用

期交法相較於證交法較低之刑度，將產生法規套

利之問題，本次修法係參考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

規定，並配合刑法之修正，於期交法第112條增訂

第1項至第4項提高期貨內線交易、操縱及詐欺之

刑責(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000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並訂定加重、

減免刑罰等相關規定。

結語

本次期交法第107條及第112條之修正，擴大

期貨交易內部人之範圍，並加重內線交易之刑事責

任等，爰期交法第107條規範之行為主體(包括內部

人、準內部人及消息受領人等)，從事期貨或其相

關現貨交易行為，皆應遵循期交法第107條有關內

線交易之規定，以免誤觸法律禁止規範。

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選擇權契約及槓桿保證金

契約。已於我國期貨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各類期貨交

易商品，原則上均應受同法第107條內線交易法令

之規範。

另從期交法第3條第2項「非在期貨交易所進

行之期貨交易，基於金融、貨幣、外匯、公債等政

策考量，得經財政部於主管事項範圍內或中央銀行

於掌理事項範圍內公告，不適用本法之規定。」規

定之文義亦可得知，期交法之管轄範圍並不限於期

貨交易所內進行之期貨交易，且期交法第107條規

定，亦未將內線交易限定於在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中

進行的期貨交易，因此期貨內線交易規範之客體，

除期貨集中交易市場，尚包括於店頭市場進行交易

的各類期貨交易商品。

期貨內線禁止交易時間 

鑑於期貨交易重大消息如於晚間發布，交易人

於隔日開盤前可能尚未獲悉該重大消息，為使交易

期貨內線交易規範之客體

期貨交易
國內外期貨交易所及其

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

務，從事衍生自商品、貨

幣、有價證券、利率、指

數或其他利益之下列

契約之交易

槓桿

保證金

契約

選擇權

契約

期貨

契約

期貨

選擇權

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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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期貨商內控及內線交易期貨商內控及內線交易法規宣導法規宣導

健全期貨市場管理，強化業者法規遵循

因應電子商務，簡化交易人申請作業

配合夜盤交易上線，修正期貨商及期貨

交易輔助人內控

加強期貨內線交易責任規範，提昇業者

法律遵循意識

40.indd   12 2017/8/10   下午 04: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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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CFTCCFTC監理機制介紹監理機制介紹

CFTC市場監理部架構

CFTC市場監理部主要職掌

職掌 內容

監視交易行為 整合公開及非公開資訊，分析參與
者是否有異常交易行為

新商品評估 評估各交易所提出之新商品設計是
否不易被操縱及部位限制是否適當

商品部位限制 針對聯邦控管商品訂定部位限制數

評估交易所法
規執行

檢視交易所運作是否符合CFTC訂定
之規範

40.indd   13 2017/8/10   下午 04: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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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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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TC對高頻交易之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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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國際主要交易所國際主要交易所

紐約商品交易所

洲際交易所

莫斯科交易所

2016年全球主要原油期貨交易量占比
(依標的)

西德州
40%

布蘭特
59%

安曼
0%

杜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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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期貨商品發展概況原油期貨商品發展概況

結語

印度多商品交易所

東京商品交易所

近年全球主要原油期貨交易概況表 

排名 交易所簡稱 契約名稱 標的 2015年 2016年 成長率

1 莫斯科交易所(Moscow) 布蘭特原油期貨 Brent 390,972 1,735,892 344%

2 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 輕原油期貨 WTI 744,230 1,107,074 49%

3 洲際交易所(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 Brent 735,416 838,630 14%

4 印度多商品交易所(MCX) 小型原油期貨 WTI 179,898 269,608 50%

5 印度多商品交易所(MCX) 原油期貨 WTI 191,153 213,026 11%

6 洲際交易所(ICE) 西德洲原油期貨 WTI 159,212 188,180 18%

7 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 布蘭特原油期貨 Brent 97,423 94,852 -3%

8 東京商品交易所(TOCOM) 杜拜原油期貨 Dubai 14,606 23,855 63%

9 洲際交易所(ICE) 杜拜原油期貨 Dubai 17,985 21,226 18%

10 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 E-mini輕原油期貨 WTI 11,896 13,524 14%

資料來源：FOW Tradedata

單位：日均量/口

40.indd   17 2017/8/10   下午 04: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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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貨交易與證券交易之操縱行為皆為法令所禁

止，立法目的主要考量在於以人為之方式創

造虛偽之人為價格與破壞自然供需形成市價之機

制，其危害市場之公平、公正與影響市場參與者之

權益甚鉅，因此各國皆以法律科以刑事及行政責

任，我國證券交易法第155條及期貨交易法第106條

亦對於市場之操縱行為加以禁止，並於證券交易法

第171條及期貨交易法第112條明定其刑事責任。

至於在民事賠償責任方面，證券交易法於第

155條第3項規定，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

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相對而言，現行

期貨交易法對此民事賠償責任之規定則付諸闕如。

我國期貨交易法於1997年，立法當時乃基於回歸

適用民法相關規定考量，然期貨交易之操縱行為若

依民法相關規定賦予被害人主張民事賠償責任，其

在法律適用上爭議點仍多，因此需仰賴有較明確之

依據或相關原理原則等法理類推援引等方式解決。

準此，本文擬就我國期貨交易法有關操縱行為之民

事賠償責任，從比較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3項與

民法規定之適用上，提出分析探討與介紹。

我國證券與期貨交易法

禁止操縱行為之民事責任規定

現行證券交易法第155條有關違反操縱行為

禁止之民事責任，於第3項規定違反禁止操縱行

為之規定者，僅規定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

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由於法律規

定過於簡略，因此實務上之案例與學者見解相當

分歧，更甚者，期貨交易法第106條就此亦隻字

未提，為求進一步與期貨交易法第106條之分析

比較，擬就證券交易法與期貨交易法操縱行為之

損害賠償責任依請求權基礎之法律關係、請求權

人、賠償義務人與民事損害賠償主客觀要件等加

以探討。

我國民法債編對於債之發生原因有5種規定，

包括契約、代理權之授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及

侵權行為等，然檢討因違反禁止操縱行為受有損害

可能之原因，基於操縱行為是以人為方式扭曲證券

市場價格自由供需形成之機能，其違反公平、公正

之機制與健全之市場秩序等，為法律規定所禁止，

其侵害之對象包括國家、社會與個人等多重法益，

就個人而言，因操縱行為所受之損害，通常是以

持有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契約部位之多頭市場參與

者，因操縱行為人之誤導而進行買賣之交易，包括

以各種打壓方式導致價格下跌造成之有形買進後價

差之損失，或應可預期上漲而無法上漲之利益；相

反的，空頭市場參與者，因誤信操縱行為人以人為

拉抬或擠壓軋空導致價格上漲所造成應回補價差之

損失。此種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可歸類為係因契

約或侵權行為所發生債，因而違法操縱行為損害賠

期貨交易法有關操縱行為
之民事賠償責任

40.indd   18 2017/8/10   下午 04: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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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之請求權基礎在法律之適用方法上有基於

契約說、侵權行為說及獨立類型說3種不同解釋方

式，茲分述如下：

一、契約說

契約說認為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市場之組織

架構無論是從募集、發行、私募及買賣等行為都存

在有契約關係，當事人間所發生之糾紛，可依契約

規定加以解決，然契約簽訂之綿密程度無法涵蓋證

券或期貨市場所有參與者之範圍，尤其非面對面交

易系統中，交易相對人並無直接之契約關係，因此

無法解決被害人對操縱行為人之追償問題。

二、侵權行為說

有認為反操縱行為之禁止規定者，依法科以

刑事責任，刑事責任亦以被害人損害之事實與行

為人違法行為間若存在有因果關係，又行為人違

犯操縱行為之禁止規定，係以故意為犯罪構成要

件，故應認為不論行為人是否是交易之當事人，

皆可構成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因此在解釋上應

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將其歸類於侵權行為

責任較妥。又基於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契約之買

賣行為，係屬相對當事人雙方均有可能因受對方

或第三人之行為影響而遭受損失。契約說無法包

括契約簽訂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若將賠償義務

人擴張至第三人例如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之操縱

行為者，其可能非買賣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契約

之當事人，如此將使契約說失所附麗。

三、獨立類型說

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

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司法實

務上認為所謂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係指一般

防止危害權益，或禁止侵害權益之法律。凡直接

或間接以保護個人之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至

於專以國家社會之秩序為保護之對象者，則不在

此範圍之內，雖有因而受損害者，亦不得據以請

求賠償。惟若從證券與期貨交易法立法之目的來

加以觀察，維繫市場之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是整個法律規範保護之核心，而禁止操縱行為更

是達成此一立法目的方法之一，投資人或交易人

也因此權益才能獲得保護，因此認為違反操縱禁

止規定之民事責任規定，應納入民法第184條第

2項之規定，而認為是一種獨立類型之侵權行為

責任。

禁止操縱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主觀構成要件與舉證

我國刑法第12條規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

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

為限。由於期貨交易法第106條有關操縱行為禁

止依第112條規定處以刑事責任，期貨交易法並

無處罰過失犯規定，但民法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卻是以過失責任之原則，因此操縱行為民事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對行為人之主觀構成要件是否包括

過失違反之情形，在解釋上不無疑義，有學者認

為操縱行為的類型均有故意之因素，但如不能證

明有故意，刑事責任不成立時，其受害人能否請

求賠償？例如行為人因過失疏於查證而相信所散

布資料為真實之情形，被害人誤信而為交易導致

受有損害，解釋上應認為仍得適用民法侵權行為

之規定。

由於禁止操縱行為亦屬特殊形態之證券或期

貨交易詐欺，從詐欺罪之本質而言是以直接故意

之意圖犯為構成要件，其明知並有意以操縱手段

而謀求自己或他人所持期貨交易價格之起伏波動

而取得利益，對於善意之第三人可能造成損害，

應在可認識或預知之範圍，因此若解釋為民法第

184條第2項規定為獨立侵權行為類型時，相反

的行為人也很難舉證推翻主觀犯意上之推定，因

此在反操縱規定下，其民事責任之成立也往往與

刑事責任之構成同時存在，一般而言，應該是一

體兩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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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行為人以抬高、壓低或維持證券或

期貨市場價格之行為從事操縱行為，若此一人

為價格之形成係行為人主觀故意所造成者，自

應推論行為與人為價格形成間具有因果關係存

在，因此從行為人所持有有價證券之數量或期

貨契約之部位足以控制或支配，並迫使空方找

其平倉接受其價格，即可推論其間具有因果關

係，換言之，人為價格之結果若顯然係該囤

積、擠壓或其他操縱行為所有意計畫造成者，

並對於此結果有努力實行之行為，其因此對與

此等由其計畫及行為中所當然產生之人為價格

結果，不論是否完全與其計畫相符，即應認定

二者間有其因果關係之存在 。

證券與期貨操縱行為

損害賠償之範圍

依我國期貨交易法第3條之規定，期貨交易

契約，其可能衍生自有價證券或其指數之契約，

例如股票選擇權或股價指數期貨契約，其為有價

證券或期貨交易契約則有爭議。我國現行司法實

務上尚未有違反禁止期貨交易操縱行為之案例，

然違反禁止證券操縱行為之案例已有多件，實有

參酌違反禁止證券操縱行為之民事損害賠償範圍

與金額計算之必要。由於證券交易法第155條並

未就民事賠償金額規定計算標準，依民法第1條

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

者，依法理。在司法實務上對於證券操縱行為損

害賠償範圍之金額計算，有參諸法理或類推適用

有採毛損益法者，有採淨損差額法者，在淨損差

額法的案例，甚至有相類指數比較法、參考內線

交易的擬制賠償方法等，茲說明如下：

一、毛損益法

認為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係受不法之拉抬、

打壓及其他操縱價格行為之誤導，而在價格不實

虛張之假象下投資買進或賣出，客觀上即受有相

當於價格之損害，採毛損益法，因係以買進之價

格扣除賣出或真實資訊揭露後出售價格之差價作

為計算之依據。

二、淨損益法

本方法以買價與該股票真實價格之差額作為

損害賠償之計算依據，因所謂真實價格無論係以

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作為計算

基準，或參酌1995年美國國會通過私人訴訟改革

法於1934年證券交易法訂第21D條e項規定以更正

不實消息之日起10天該證券之平均價計算依據，

均屬虛擬之價格，在我國法無明文規定之情況下

自不能率引美國法令之規定作為損害之計算 。

三、相類指數比較法

由於市場之股價瞬息萬變，而影響價格之因

素眾多，除如本件之操縱之行為外，景氣狀況、

政策擬定與施行市場利多利空消息等均會影響價

格之變動，並非單一因素所構成，不易精確排除

各種非人為因素而計算上訴人所受之損害，法院

可依相類指數變化，差額部分，可認做為計算上

訴人請賠償之依據。

四、  以特定期間平均收盤價格為損害賠償金額之

計算

損害賠償之計算標準，即以投資人之買進價

或持有價格，為操縱行為結束起10日或90個交易

日之日平均收盤價格為損害賠償金額之計算，買

入之價格減去賣價之差額；或買價減去擬制之賣

價或現持有價差額為計算方法。

期貨交易反操縱規定之民事損害賠

償責任

由於期貨交易法並未如證券交易法在第155

條第3項規定應負賠償之民事責任。因此在民事

責任上，應適用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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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獨立類型之侵權行為說為妥，至於其賠償責

任與認定可再具體說明如下：

一、囤積或軋空期貨部位或現貨供需之行為 

期貨交易法第106條第2款規定，對於期貨

交易，不得意圖影響期貨交易價格，自行或與他

人共謀，提高維持或降低期貨部位或其相關現貨

之供需，此種型態操縱之手法包括囤積及擠壓軋

空，係以控制期貨交易契約數量或其相對之現貨

商品之供給需求來達到壟斷價格，或迫使交易相

對人必須接受行為人所提之條件，美國商品交易

法第9條及第13條規定禁止市場操縱之行為，而

休曼法(Sherman Act)第1條之規定則在限制壟斷

或共謀限制競爭交易之行為，對於以囤積或擠壓

軋空之行為來限制市場交易之行為，美國最高法

院認為同時違反期貨交易法及休曼法之規定，而

商品交易法由於第25條之規定，對於民事上之損

害賠償限制以實質所受之損害為限，但因休曼法

第15條之規定有3倍賠償責任之適用，所以在美

國實務上認為以休曼法主張之請求較有利於被害

人，而我國亦有相同之問題。

侵權行為之請求規定，自以所受之損害與所

失之利益為限，而公平交易法第32條規定，法院

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

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3倍。另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訂有損害額3倍以下之懲罰

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失，得請求損害額

1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類似情形應參照美國

實務上之見解，在請求發生競合之情況時，其賠

償之額度應以有利於被害人之公平交易法或消費

者保護法所定額度為最高責任限額為妥。

二、維持或高買低賣之拉抬壓低行為

依期貨交易法第106條第1款規定，對期貨交

易意圖影響交易價格，自行或與他人共謀連續提

高，維持或壓低期貨或其現貨交易價格，本款規

定是連續以高價買入、以低價賣出或為釘住行情

之行為，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維持拉抬或壓抑期

貨或現貨價格之意圖即構成犯罪，不必論究是否

產生其所期望之高價或低價，也由於人為之操縱

行為介入其中，無論是在市場價格之拉高、壓低

或維持，必然有相對損失或期待合理價位損失之

一方，在民事就善意取得或出售之人，應負賠償

之責任，例如買方拉抬價位，投資人可能賣出以

賺取差價，其逢高出脫後，該期貨交易契約價位

節節高出該投資人賣出時之價位，即有少賺取可

預期差價之損失情形。相反的，在拉抬之際，投

資人跟進買入，但炒作之人拉抬至某一價位後，

拋售部位，導致跟進者因期貨交易契約之價位低

於買進時，而慘遭套牢，亦可能造成損害，反之

對於壓低價格之操縱行為亦然。

三、散布流言或不實資料

行為人對於公眾或特定多數人，散布流言或

不實資料，意圖影響期貨交易市場期貨交易之價

格者，而所散布之訊息在客觀上必須對於交易之

判斷有所影響，期貨交易在此種炒作行為下，若

受有損害，自可請求損害賠償，至於所散布之訊

息無論是對於整體市場之價格，或是對於特別種

類之期貨交易契約行情有影響者，應一併適用。

結論

現行期貨交易法對於因違反操縱行為禁止

之民事賠償責任並未作進一步規範，因此只能適

用民法之有關規定，然民法的規定存在爭議或不

能完全解決與適用之地方，對於這些爭議本應以

法律訂定為宜，可惜期貨交易法在制定時過於倉

促，未能予以明定，因此只有留待於往後修正時

參考或於司法實務運作時依解釋、習慣或法理等

加以解決。然長遠之計應於期貨交易法中作比較

具體與明確之規定，俾便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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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引發金融海嘯，肇始於美國房地產泡沫化之

次級房貸問題，但透過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使區

域性問題最終波及全球金融市場，促使各國開始正

視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監理之重要性。從2009年迄

今，國際間主要國家已陸續建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

中結算機制，並將特定商品納入強制集中結算，且

對於未集中結算之商品亦要求交易雙方交換原始及

變動保證金，以降低系統性風險，相關發展趨勢與

經驗，可供我國參酌與借鏡。

國際間陸續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

結算，以降低系統性風險

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引發金融海嘯之成因，主

要係因市場資訊不透明，使得主管機關難以監管；

雙邊交易關係錯綜複雜，交易對手風險由交易雙方

自行承擔；交易金額龐大且交易關係相互連結，任

一家金融機構破產可能擴散至其他金融機構，造成

金融市場動盪，引發系統性風險。

有鑑於此，2009年9月G20各國元首於匹茲堡

高峰會討論後，決議推動標準化店頭衍生性商品需

採行強制集中結算，且對於未集中結算之商品亦要

求交易雙方交換原始及變動保證金，以維繫金融市

場穩定，降低再次發生金融海嘯之可能性。

為落實G20之決議，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機制之發展趨勢

 表1：各國因應國際監理組織對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規範之立法方式 

立法方式 國家 法規名稱 主要規範內容

另立新法
美國

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
法(Dodd-Frank Act) 

1.  主管機關得指定結算機構辦理
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 

2.  結算機構之業務範圍(集中結
算之商品)由主管機關核定 

3.  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強制集中結
算之商品及對象 

4.  授權主管機關及結算機構訂定
相關規範監督店頭衍生性商品
之集中結算 

歐盟 歐洲市場基礎設施監管規則(EMIR) 

增修訂原有資本
市場法律 

日本 金融工具與交易法 

香港 證券及期貨條例 

新加坡 證券暨期貨法 

韓國 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 

不修法而以行政
函令規範 

中國大陸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建立場外金融衍生
產品集中清算機制及開展人民幣利率
互換集中清算業務有關事宜的通知 

40.indd   22 2017/8/10   下午 04:30:25



23

Commissions, IOSCO)於2012年2月發布「強制

集中結算之規範(Requirements for Mandatory 

Clearing)」，共計17項準則，內容涵蓋店頭衍

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算之決定方式、規範對

象、跨國規範及相關豁免規定。國際間主要

國家，包含美國、歐盟、日本、香港、新加

坡、韓國及中國大陸等，自2013年起陸續依據

IOSCO訂定之準則，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

中結算制度。各國因應國際監理組織對店頭衍

生性商品市場規範之立法方式，主要採另立新

法或增修訂原有法律(詳如表1)，至於推動方式

則多從自願性集中結算逐步推行至強制集中結

算(詳如表2)。

在國際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

算制度之現況方面，日本與美國分別於2012

年11月及2013年3月起，實施利率交換(IRS)

及信用違約交換(CDS)之強制集中結算規定；

韓國、中國大陸、歐盟及香港則分別於2014

年6月、2014年7月、2016年6月及2016年9

月起，實施IRS之強制集中結算規定；歐盟於

2017年2月起另將CDS納入強制集中結算範

疇；新加坡則於2015年7月已發布強制集中

結算規定之諮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惟尚未正式公告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

性商品。

表2：各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制度發展歷程

國家 時間 發展歷程 

美國

2009年 CME及ICE開始提供信用違約交換(CD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0年 CME開始提供利率交換(IR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2年 CME及ICE開始提供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3年 開始採行IRS及CDS強制集中結算

歐盟

1999年 LCH.Clearnet開始提供IR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09年 LCH及Eurex Clearing開始提供CD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2年 LCH開始提供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Eurex Clearing開始提供IRS自願性集中
結算服務 

2016年 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2017年 將強制集中結算適用商品範圍擴大至CDS

日本
2011年 JSCC開始提供CD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2年 開始採行IRS及CDS強制集中結算

香港
2013年 香港場外結算有限公司(OTC Clear)開始提供IRS及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6年 8月提供換利換匯(CC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9月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新加坡
2010年 SGX開始提供IRS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2011年 SGX開始提供亞洲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韓國 2014年 3月KRX開始提供IRS及NDF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6月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中國大陸 2014年 開始採行IRS強制集中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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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在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算制度

時，評估因素包含：

一、 商品之風險性：倘商品違約時是否會對該國資本

市場產生重大影響、商品是否存在交易對手違約

風險、商品名目本金曝險是否較高。

二、 採行集中結算之可行性：商品契約是否具有較高標

準化程度、商品是否具有充分報價資訊可供評價、

結算機構是否具備商品集中結算之能力及資源。

三、 諮詢市場意見：主管機關、市場參與者、結算機

構取得共識。

依 2 0 1 6年下半年國際清算銀行 ( B a n k  f o 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之統計資料(詳如下

圖)，全球店頭交易衍生性商品流通在外名目本金自

2004年之258.6兆美元逐步成長，2013年達到高峰

(710.3兆美元)後，隨著各國陸續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制度，全球店頭交易衍生性商品流通在外名

目本金曝險已有逐年下降之趨勢，至2016年餘額為

482.9兆美元，惟相較透過交易所交易之衍生性商品

未平倉名目本金67.2兆美元，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規

模仍高出許多。

除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所訂定強制集

中結算之規範外，為提供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採行

集中結算之誘因，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於2012年7月

發布「銀行對集中結算交易對手曝險之資本計提

要求(Capital Requirements for Bank Exposures to 

Central Counterparties)」之過渡時期規則(Interim 

Rules )，並於2014年4月發布最終標準 (F ina l 

Standard)，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

Basel 針對集中結算之交易得適用較低
風險權數，未集中結算之交易則須適

用較高風險權數並交換保證金

於該標準中，對於交易曝險之資本計提規

定為，銀行對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Qualifying 

Central Counterparty, QCCP)適用之風險權數

為2%~4%，非集中結算(即雙邊交易)適用之風

險權數依交易對手不同信用評等採不同權數，

為20%~100%，且需計提信用價值調整(Credit 

Valuation Adjustment, CVA)，故非集中結算之

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相較集中結算將須計提較

高的資本。我國亦將自2018年1月1日起實施此

規定，屆時我國銀行皆須依此規定計提風險性

資本。

另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於2013年9月

發布「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保證金規定

(Margin Requirements for Non-centrally Cleared 

Derivatives)」，依該規定，所有從事非集中結算

圖：全球集中市場與店頭市場衍生性商品流通在外名目本金餘額

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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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交易的金融公司及所有具系統重要性的非

金融法人實體，皆須按交易衍生之交易對手風險，由

交易雙方交換適當原始與變動保證金。除實體交割遠

期外匯與換匯交易外，保證金規定適用所有非集中結

算衍生性商品。其中，交換變動保證金規定自 2017 年

3 月 1 日後成交之新契約開始生效；交換原始保證金

規定，則自2016年9月1日後成交之新契約逐步適用，

至於適用此規定之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名目本金門

檻，將分階段縮減，2020年9月1日以後為80億歐元

(詳如表3)。美國、日本已自2016年9月1日起、歐盟

則自2017年2月4日起已實施此等規定。

 

國外規範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商品，倘我

國不願提交集中結算，國外交易對手將

無交易意願

由於國際間主要國家(美國、歐盟、日本、香港、

韓國及中國大陸等)皆陸續實施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

中結算制度，現行我國與國外金融機構從事該國規範

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性商品(如：IRS及CDS)，國

外交易對手會要求將該交易提交集中結算，倘我國金

融機構不願提交集中結算，則國外交易對手將無交易

意願。

此外，對於國外交易對手所要求提交集中結算之

交易，由於我國尚無機構提供店頭衍生性商品之集中

結算服務，故現行僅能透過國外結算機構進行集中結

算。在此情況下，未來國外交易對手是否可能基於成

本及便利性考量，將國內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與結

算直接在有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其他亞

洲國家完成，屆時對我國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性商

品交易業務將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值得我國密切

注意，並預先思考解決之道。

結語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至今已超過9年，為避免

類似事件重演，國際間主要國家已陸續建立店頭衍

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並將特定商品納入強制集

中結算，以降低系統性風險。在國際監理改革趨勢

及規範下，我國亦難置身事外，尤其倘我國與國外

交易對手從事國外規範須強制集中結算之商品，將

須依該國規範提交集中結算，否則國外交易對手將

無交易意願；另對於非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性商品

交易，我國銀行自2018年1月1日起須計提較高之風

險性資本。由此觀之，國際上對於店頭衍生性商品

之規範，對於我國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

業務及資本計提之影響已逐步浮現。

綜上，為維繫我國與國外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

性商品交易業務，並可在國內結算機構進行集中結

算，以符合國外法規規範，及適用較低交易曝險之

風險權數，降低Basel所規範之資本計提及保證金負

擔，並促進金融穩定、降低系統性風險，提供市場

參與者完善健全之金融交易環境，我國實有建立店

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必要性

表3：Basel 規範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交易雙方須交換原始保證金之門檻及逐步適用期間

逐步適用期間                                           適用此規定之名目本金門檻

階段1 2016/9/1~2017/8/31 2016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3 兆歐元 

階段2 2017/9/1~2018/8/31 2017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2.25 兆歐元

階段3 2018/9/1~2019/8/31 2018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1.5 兆歐元

階段4 2019/9/1~2020/8/31 2019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0.75 兆歐元

階段5 2020/9/1以後 當年3 月、4 月及5 月底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平均名目本金超過 8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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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can

中國人民銀行
成立金融科技委員會

SGX推出4檔
亞洲新興市場淨報酬指數期貨

  香港交易所
推出黃金期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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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
推出人民幣期貨交易新制

香港交易所
將於中國大陸推出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越南河內證券交易所
衍生性商品市場
預計今年底前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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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can

英格蘭銀行警告歐盟政策
將導致歐元結算業務分割化

波羅的海交易所
計劃推出穀物及液化天然氣
之航運費率指數

多倫多交易所集團
將推出應用區塊鏈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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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報酬指數係用以衡量一籃子標的物(股票、

債券或大宗商品等 )的漲跌表現，該指數

除了包括價格變動之外，並將期間所有的現金股

利、利息及其他分配收益(扣稅後)均進行再投資。

與價格指數(Price Return Index)不同之處在於，價

格指數僅衡量標的物價格的波動，因此在發放現

金時，會產生指數蒸發的現象，故淨報酬指數的

變動更能精確追蹤標的物之漲跌表現，因交易人

不須將股利分配(扣稅後)的因素納入考量。

文／李承欣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S&P Dow Jones指數公司
與巴西交易所合作
推出商品期貨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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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egal blogega bogbl

臺灣期貨交易所近期因應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之需求，配合修正市場規章之相關規定，以下謹羅

列近期異動之市場規章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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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開相關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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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期貨交易所市場規章修正重點如下：

(1)公告「資訊使用管理辦法」第23條

公告日期：2017年6月5日

公告文號：台期作字第10600016180號函

概要說明：為配合內政部彙編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盤點以『外國護照作為外國人身分證明文件』

相關法規一覽表」作業，依主管機關指示檢視期貨交易市場規章，除因業務性質仍宜

以護照作為身分證明文件外，推動將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作為視同護照效力之身

分文件政策，爰修正「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第23條，將國內地區資訊用戶申請使

用臺灣期貨交易所之交易資訊時，其中所應檢具之身分證明文件，從原來僅限於身分

證或護照影本，放寬至亦得以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影本作為身分證明文件。本次

修正條文，自公告日起實施。

(2)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第10條及規格

公告日期：2017年7月18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0021140號函

概要說明：原本臺指選擇權之履約價格間距係採3級距，並以10,000點為最高級距之履約價格分

界。鑒於近5年臺指期貨平均日內振幅皆未超過100點，且平均日內振幅小於100點之

年度天數高達202天，為使臺指選擇權之履約價格間距貼近臺股波動水準，並滿足市場

交易之需求，經參酌全球交易量前10大之指數選擇權，其履約價格間距占指數水準比

例之中位數為0.7%，倘臺指選擇權近月契約採100點間距，推算之加權指數約為1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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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為貼近國際作法並方便記憶，爰維持3級距，並參酌國際間交易所之做法，適時

調整履約價格間距，將臺指選擇權原最高級距10,000點之履約價格分界，向上推移至

15,000點，即履約價格10,000點至15,000點之序列，其近月契約履約價格將由200點縮

小為100點，季月契約則由400點縮小為200點。

為配合前開臺指選擇權履約價格間距之調整，爰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

契約」交易規則第10條及規格有關履約價格間距之規定，即履約價格未達3,000點者，

近月契約間距為50點；履約價格3,000點以上、未達15,000點，近月契約間距為100點；

履約價格15,000點以上，近月契約間距為200點；季月契約履約價格間距為前開近月契

約之2倍。此外，依前開交易規則第10條第1項規定推出之不同履約價格契約，原即須

依該項所稱之履約價格間距辦理，爰酌為調整第5項文字，俾利規定更為明確。本次修

正條文及規格，定自2017年7月24日起實施。

(3)公告調整「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股票期貨契約」、「股票

選擇權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

公告日期：2017年7月19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2010620號函

概要說明：臺灣期貨交易所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第20條、「股票

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第16條、「股票選擇權契約」第18條規定，公告自2017年7月20日

起，臺指選擇權部位限制數調整為自然人50,000個契約，法人100,000個契約。另調整

「華南金期貨」等12檔股票期貨契約，以及「華新選擇權」等8檔股票選擇權契約之部

位限制數；其中部位限制數為調高者，自公告日起生效；為調降者，自公告日該期貨或

該選擇權已上市之次近月份契約到期後生效（即201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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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小型臺指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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