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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期貨鑽石獎頒獎典禮  

致詞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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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交所赴泰國參加第57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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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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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季夜盤交易獎勵活動    十月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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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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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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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期貨鑽石獎　表揚卓越金融機構

期交所、Eurex及FIA聯合舉辦2017年FIA臺灣研討會

簡化有價證券抵繳標的增刪作業程序介紹

開放同一期貨商同一身分期貨交易人不同帳戶間部位移轉作業

電子支付蓬勃發展    各方業者爭相競逐

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淺談金融科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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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lcome all the investors 

around the world to participate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 which has unlimited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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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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indd   5 2017/10/23   下午 04: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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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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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indd   7 2017/10/21   上午 02: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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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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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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前排中)親臨頒獎典禮，並由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前排左起)、證期局期貨管理組組長
高新興、期交所前董事長林孝達、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總統府資政暨期交所前董事長吳榮義、期交所董

事長劉連煜、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期交所前董事長施敏雄、期交所前董事長王得山及券商公會理事長簡鴻文

等頒獎人、評審及與會貴賓，與全體得獎菁英盛讚期貨鑽石獎順利成功。

(2017) 10 16

Spotlight 期貨鑽石獎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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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親臨「第三屆期貨鑽石獎」頒獎典禮，
肯定得獎者對提昇期貨市場發展之努力。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致詞恭喜所有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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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元大期貨
推廣盤後交易制度　

帶動市場動能

董事長林添富：元大

期貨身為臺灣期貨業領導

品牌，致力推廣期交所的

期貨與選擇權商品，今年

再度榮獲由「期貨經紀商

交易量鑽石獎第1名」，展現元大期貨於國內

市場的經營成果，未來亦將積極推廣期交所的

期貨與選擇權商品，共同創造期貨市場動能，

帶動交易量提昇。

第2名／凱基期貨
著重基本功　

擴大市場參與廣度

總經理陳瑞珏：凱基

期貨以一步一腳印的業務

基本功，持續辦理投資講

座、推廣新商品宣導新制

度、強化交易系統與期顧

加值服務，希冀擴大期貨參與客群，終致在

經營績效上獲得回報。展望未來，凱基期貨

將一秉初衷戮力擴大市場參與廣度，與期交所

及期貨市場一同成長。

第3名／康和期貨
追求優質服務　

保護客戶權益

董事長康景泰：康和期

貨一向配合主管機關及期交

所的政策方向，除了積極推

廣期交所推出的各項商品與

制度，更在電子交易平台不

斷精進，提供全國交易人多樣化及優質的交易

服務與協助。此外也積極舉辦各項促銷活動來

回饋客戶，今年9月熱鬧登場的「期貨大贏家」

活動，就是提供各項優惠來推廣期交所的夜盤

交易與新商品。

第4名／群益期貨
保持領先　

貢獻臺灣期貨市場

董事長孫天山：群益期貨一直秉持兩個重

要的前進方向：一、全球化的布局：我們致力

於協助客戶參與更廣大的全球市場，提供多元

豐富的金融衍生性商品；二、服務實體經濟：

我們深耕在地企業的服務，設計符合各類避險

Spotlight 期貨鑽石獎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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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三)頒發「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需求的新金融商品。得獎

就是肯定，群益期貨將保

持領先的金融專業，持續

貢獻臺灣期貨市場。

第5名／統一期貨
提昇數位金融　

將臺灣期貨市場推向國際要角

董事長韓立群：統

一期貨深耕臺灣期貨市

場20餘年，在國內外金

融領域皆累積出厚實期

貨專業與市場敏銳度，

在面對金融國際化進程中擅長全球交易，並

在業務推廣、人才培育、交易策略完整性上

具備優勢，同時恪守法令落實風險控管，以

滿足客戶需求並保障其投資權益。期交所近

年來積極拓展產品線、延長交易時段，其所

展現的國際化高度與成績大家有目共睹。未

來統一期貨將持續推廣新商品及新制度，精

進交易系統，追求客戶價值增長之創新，以

提昇數位金融水準，與期貨業齊心協力將臺

灣期貨市場推向國際要角。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凱基證券
真誠服務　

成為最佳夥伴

董事長許道義：

很榮幸再次獲得「期貨

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

獎」第一名殊榮，在此

要感謝期交所近年來持

續推出以證券市場股票及ETF為標的之貨商

品，方能讓證券業有能力提供客戶完善避險工

具並增益交易。凱基證券致力提供客戶多元完

善的金融投資工具，鼓勵客戶透過期貨避險或

投資，降低投資組合風險，包括成立專責期權

小組、每月舉辦超過50場以上期權講座，使

今年經紀業務量市占穩居IB同業第一，未來將

秉持真誠服務的態度，成為客戶的最佳夥伴。

第2名／永豐金證券
深耕期貨市場　

健全臺灣金融市場

董事長陳惟龍：感謝期交所打造優質交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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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環境，營造國內期貨市

場蓬勃發展的經營環境，

期貨選擇權更成為投資人

資產配置中不可或缺的商

品。永豐金證券連續3年

蟬聯本獎，是榮耀更是責任。展望未來，永

豐金證券將持續為深耕期貨市場貢獻心力，

為健全我國金融市場而努力。

第3名／元大證券
精益求精　

投資人心目中的理想品牌

董事長賀鳴珩：元大

證券以全臺148家分公司

的規模經營優勢，全力扮

演期貨交易輔助人角色，

配合期貨交易所推廣期貨

業務，能夠連續3年獲得本獎，代表元大證券

表現優良與肩負的重任。展望未來，元大證

券將精益求精、銳意革新，為投資大眾提供

完善、周全的服務，為客戶帶來更大的利潤

及保障。

第4名／群益金鼎證券
運用多元工具　

掌握發展機會

董事長王濬智：榮獲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

石獎殊榮，顯見期貨市場

對群益金鼎證券的高度肯

定。身為國內最大獨立券

商，群益向來致力於增加投資人財富，在財富

管理各領域都深獲市場及客戶好評，「我們的

使命就是讓客戶運用各項投資工具，在充滿商

機的市場裡滿載而歸」。

第5名／富邦證券
提供創新能力　

打造更安心的投資環境

副總經理郭晃庭：

很榮幸獲得本獎，未

來，富邦證券將持續提

昇創新能力，提供優質

的金融服務與多元商

品，建構快速安全的交易平台，提供投資人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三)頒發「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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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從業同仁與時精進的商品教育訓練，打造

更安心的投資環境，與主管機關共同活絡期

貨市場，帶動期貨市場成長動能。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澳帝華期貨
秉持初衷　

發揮造市商的功能性

董事長Sam Hinds：

澳帝華期貨連續3年獲得

這個期貨自營商交易量獎

項，我們深感與有榮焉，

更彰顯本公司對臺灣期

貨市場的重視；尤其2016年發生許多重大國

際事件，包含臺灣總統選舉、Brexit(英國脫

歐)和美國大選，我們致力為臺灣期貨與選擇

權交易提供合理價格及活絡市場流量，並深

以造市商這個角色為傲。今後除一本初衷繼

續發揮造市商的功能性外，將更戮力與金管

會、期交所暨其他市場參與者共同擴展及活

絡臺灣期貨市場！

第2名／法銀巴黎證券
致力期權造市業務　

提供更可靠的方案

董事長梁柏翰：連續

３年獲獎，感謝期交所

竭力為市場參與者建立

高效率而多元性的交易

平台，經過多年努力，

臺灣已成為亞洲發展最完善、最活躍的指數

期權市場之一。很榮幸能與期交所合作，在

臺致力於期貨及選擇權造市業務，也彰顯集

團對亞太主要市場的承諾。

第3名／元大證券
發揮業務專長　

為臺灣市場注入活水

董事長賀鳴珩：元大

證券自營部透過靈活的

投資價差策略、運用國

內期貨及選擇權，強化

及穩定整體投資組合操

作績效，無形中推升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規

模，為健全臺灣資本市場發展貢獻了一份心

力。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發揮本公司的業務專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三)頒發「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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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能力，除了繼續追求整體績效外，致力

風險控管外，並將協助及促進臺灣期貨市場

多元發展，為臺灣資本市場注入源源不斷的

活水。

第4名／凱基證券
升級交易系統　

開創更多投資機會

董事長許道義：凱基證券秉持專業、創

新的精神，積極拓展各項

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近

年更投入研發人力、更新

資訊設備，透過計量分析

技術，進行演算法交易

(Algo Trading)、中立價差交易與期權造市交

易，並獲至穩定獲利之成果。凱基證券未來

將致力於交易系統的升級，持續積極的提供

期交所相關商品流動性，讓臺灣投資人享有

更活絡的商品報價及交易量，為國內投資人

開創更多的獲利及投資機會。

第5名／中國信託銀行
秉持專業知識　

為臺灣市場作出貢獻

總經理陳佳文：身為臺灣唯一一家由商

業銀行兼營的期貨自營

商，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此

次能夠獲得第3屆期貨自

營商交易量鑽石獎的榮

譽，感謝期交所肯定本行

一直以來致力於提振市場活絡的努力。今年

夜盤交易上線後，臺灣期貨市場反應國際情

勢變化，「避險增益、價格發現」功能更完

整，本行將會繼續秉持商業銀行的專業知識

與卓越見解，孜孜矻矻強化造市業務，配合

主管機關改革，繼續為璀璨的臺灣市場作出

貢獻。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華南期貨
組織系統變革　

踏實向前

總經理李全才：「唯

有改變才有機會！」面臨

市場急遽變化與競爭，華

南期貨從去年開始進行組

織與系統變革，投入鉅額

成本引進新技術，進行系統升級以及激發業

務潛能，承受相當轉型陣痛與損失。我們初

步達成第一階段的目標，未來仍致力進行金

融科技服務開發、拓展業務成長、培育優質

業務人才，提供客戶快速、穩定的網路下單

平台，持續向前邁進。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二)頒發「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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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名／元富期貨
多元化業務發展　

與市場同步成長

總經理黃正雄：感

謝期交所及主管機關全

力支持期貨業的發展，

不斷推出各項新商品、

新制度，活絡期權交易

市場，尤其是夜盤交易，對市場和投資人幫助

甚大；而近幾年在母公司支持下，積極朝多元

化業務發展，配合期交所盤後新制上線，更斥

資鉅額全面更新交易主機，強化公司資訊，滿

足客戶交易需求及不斷提昇競爭力，期望能和

期交所及市場一起大步成長。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統一證券
積極推廣期貨交易　

共創市場新未來

董事長林忠生：統

一證券身為證券期貨市

場一份子，推廣期貨交

易不遺餘力，積極參與

市場發展，各據點亦不

時舉辦投資講座，教育投資人正確的投資觀

念，並宣導期貨交易的各項功能及優點，促

進市場交易量的成長。很榮幸統一證券繼去

年期貨鑽石獎獲獎後，今年再度獲得「期貨

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第1名的殊

榮，為市場善盡綿薄之力，共創臺灣期貨市

場美好的未來。

第2名／國票證券
持續精進　

創造優質投資環境

董事長洪三雄：投資

人藉由期貨夜盤交易與

國際市場之脈動接軌，

更能透過交易連接國外

相關市場商品直接參與

國際市場，多元化選擇進而形成更完備的投

資環境，也使得整體交易量大幅提昇。國票證

券身為期貨市場的重要成員，對於FinTech的研

發也不遺餘力，為提供客戶更完善的服務，仍

將持續精進自行研發的跨瀏覽器交易系統及雲

端智慧服務，期許創造優質投資環境。

第3名／華南永昌證券
致力打造金融科技服務　

創造雙贏局面

總經理陳錦峰：期貨

交易商品逐漸多元化及增

加夜盤近乎全天候交易，

另為因應金融3.0數位化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左二)頒發「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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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世代的來臨，本公司致力於打造金融科

技服務，提供投資人更完整的互動式智能服

務，目前擁有證券同業中人數最多的社群媒

體粉絲，即時提供最新市場脈動，讓投資人

能快速決策，貼近使用者需求。本公司未來

將再接再厲，提供客戶更精準、更多元化的

全商品投資AI理財服務，創造客戶與公司雙

贏的局面。

期貨經理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富邦期貨
持續開發新商品　

為國內帶來創新元素

董事長楊俊宏：富

邦期貨除持續在經紀、

自營業務發展外，近年

來特別著重「期貨經理

事業」的耕耘。從國外

期權發展經驗來看，衍生性金融商品在財富管

理領域中應占有一定比例，因此，我們將繼續

努力提供優質金融服務並開發另類期貨資產管理

商品，為國內期貨市場帶來更多創新的元素。

第2名／康和期經
持續努力　

為市場作出貢獻

董事長林茂榮：康和

期經是目前臺灣唯一承接

過外資專業投資機構及國

際避險組合基金全委代操

的期經業者，同時康和

期經／期信發行的多空成長基金運行已經快

4年，是康和期經團隊自主管理的一檔運用金

融科技多策略投資於期貨及固定收益金融商

品的公募型基金。未來康和期經／期信將會

積極、持續地作出最大的努力與貢獻。

期貨信託基金鑽石獎

第1名／康和多空成長期貨信託基金
深耕資產管理領域

從臺灣邁向世界

總經理林彥全：康

和期信為臺灣MIT團隊研

發金融科技演算法量化交

易的公募型期信基金，期

立標竿之效，提高專業機

構投資法人對我國期貨市場的參與，包含投資

型保單可配置期信基金，提供投資組合下檔保

護，健全期貨市場發展。今後康和期經仍將秉

持初衷，努力耕耘資產管理領域，期許立足臺

灣，放眼國際舞台。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中)頒發「期貨經理事業交易量鑽
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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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康和期經
專業模式操作　

長居業界領先地位

董事長葉美麗：康和

期經實戰經驗豐富，鷹的

團隊成員發展金融專業操

作模式，多空市場都能獲

利的「絕對報酬基金」領

域長期居業界領先地位，並獲得投資機構認

同，而我們的AI智慧機器學習系統，以卓越

的理財績效，啟動「新起點，心思維，心智

慧，新格局」的創新經營，成為「科技金融

的康和」鷹的團隊。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

第1名／富邦大中華成長基金
積極投資　

為投資人管理每一分錢

董事長胡德興：本獲

獎基金的投資特色，主要

是全球地毯式布局，一次

囊括全球5大洲、香港、

新加坡以及臺灣地區和

中國內需與外銷題材相關的個股，此外，近

年也積極投資A50期貨、臺指期來適時為基

金投資增益。富邦投信此次在股票型基金獲

獎，讓我們時時記得，為投資人管理好每一

分錢、創造最大利益，是最重大的使命。

第2名／元大新興亞洲基金
全心全意　

為投資人創造更佳獲利

總經理劉宗聖：元

大投信產品操作靈活，

嚴格要求「全心全意為

投資人理財」為經理人

最高理念與中心思想。

而本次獲獎的基金，亦秉持為投資人嚴格把

關、以投資人權益為首位的操作標準，於投

資市場戰戰兢兢，期貨市場確實提供良好的

避險工具，並降低市場波動對基金的影響。

平衡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

第1名／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基金
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度　

提供攻守兼備的組合　

總經理周輝啟：本獲獎基金主要投資於

受惠中國大陸地區新經濟之相關標的，包

括經濟結構轉型、社會結構變遷與政府政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中)頒發「期貨信託基金鑽石獎」
及「期貨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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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向等3大主題投資機

會。除因應市場變動調

整持股水位外，也會參

考計量模組，動態增持

期貨多空部位，以降低

基金大幅波動可能性。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元大投信
持續創新　

希冀成為亞洲ETF制定者
總經理劉宗聖：元大

投信發行逾87檔基金，

提供客戶全方位多元資產

配置的投資工具。元大

投信正是催生臺灣ETF的

推手；今年率先推出臺灣首檔美債ETF及外匯

ETF，滿足投資人對金融商品的需求，並適時

利用期交所商品避險增益，未來希冀能成為

亞洲ETF規格制定者，提昇臺灣金融市場的國

際競爭力。

第2名／富邦投信
避險增益　

與全方位投資專家

董事長胡德興：富

邦投信發行了多檔槓桿

反向ETF，包括臺灣加權

指數、上証180、日本、

印度、NASDAQ-100及H

股等，不僅透過期貨商品來達到槓桿效果，

並提供投資人多元靈活操作的投資工具，此

外，富邦投信其他主動式基金也善用期貨商

品，來為基金投資做增益或避險；未來也將

持續以期貨來為旗下產品適時增益或避險，

做好全方位投資專家的角色。

第3名／統一投信
擴大參與　

為市場發展貢獻心力

董事長鄧潤澤：感謝

主管機關和期交所，提供

了最佳的市場和商品，讓

統一投信得以在本土的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股票型及平衡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
易量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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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環境中參與、深耕及逐步成長，

一起見證屬於臺灣自己的產品及市場成為國

際市場的要角。統一投信期許在未來能與期

交所有更多合作機會，並藉由同時擴大對既

有期貨及選擇權契約及未來新推出商品的參

與，共同為臺灣期貨及資本市場的日益茁壯

貢獻一份心力。

銀行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國泰世華銀行
建立完善投資管道

領航亞太市場

董事長郭明鑑：國

泰世華銀行已深耕大中

華與東南亞地區多年，

投資部門亦朝國際市場

布局，同時積極運用期

交所相關產品進行投資組合管理，以期創造

更多價值、完善投資組合。「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國泰世華銀行深信，唯有建立更

完善的制度、更優質的商品以及多元的投資

管道，方能提昇金融業價值，達到領航亞太

的目標。

第2名／台新銀行
持續精進策略與技術

穩健國內市場發展

總經理鍾隆毓：台新銀行近年來投入台

股指數期貨暨選擇權、股票期貨操作，除藉

以降低國內外股權投資部位損益波動之避

險目的外，同時也是交易策略的多元運用，

並可提昇交易收益。

此外，台新銀行也積極

在外匯與利率市場交易

中搭配期貨及選擇權操

作，持續精進交易策略

與技術，並配合主管機關與期交所的政策，

為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善盡心力。

第3名／凱基銀行
利用商品靈活特性　

降低損益波動

董事長魏寶生：今

年承蒙再次獲獎，藉此

感謝凱基銀行資深副總

黃信昌、副總郭大華帶

領之專業團隊的努力與

績效。經由期貨市場的參與，凱基銀行除了

對持有的股票現貨避險外，也運用策略性交

易及程式交易，利用期貨商品可多空雙向、

靈活操作的特性，降低損益波動，提高資金

運用效率及操作績效，因應經營競爭愈趨白

熱化的金融競爭環境。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銀行業交易量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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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國泰世華銀行
以誠信為本　

締造讓顧客安心的金融機構

董事長郭明鑑：

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

場裡，國泰世華銀行

以誠信、當責、創新

的企業核心價值作

為使命，以健全發展臺灣金融市場為己

任，持續精進金融市場的多角化發展，

創造出更優質的客戶體驗，以引領臺灣

金融機構布局亞太、創造高峰。未來更

將延續以誠信為本的金融服務模式，並

有效發揮金融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

力，結合核心本業，扮演兼顧經濟、社

會與環境永續發展的角色，締造讓顧客

安心與信任的金融機構。

第2名／台新銀行
採行靈活的策略操作　

提高臺灣市場能見度

總經理鍾隆毓：

台新銀行本著遵守法

令及嚴控風險的前提

下，採取靈活的交易

策略操作，對於增

進期貨市場的交易量與促進期貨市場的

活絡也不遺餘力，並藉由實際參與，協

助臺灣期貨市場更加茁壯，進而提高臺

灣期貨市場在世界金融市場的能見度。

此次獲獎，台新銀行特別感謝期交所提

供優質平台讓大家在避險和增益上有更多

的發揮空間，未來也將持續秉持初衷，為

客戶服務及臺灣金融市場長遠發展繼續努

力、貢獻。

第3名／臺灣銀行
再接再厲

與期交所共創佳績

副總經理葉修竹：

長期以來，臺灣銀行

秉持腳踏實地、穩健

經營及社會責任的理

念，對於臺灣實質經濟

及金融市場發展提供充分支持，特別是在

全球處於低利率，銀行業利差偏低的環境

下，需透過更加多元化的資產配置，來提

高投資獲利，並穩定資產價值。本行無論

是就資產運用，風險管理或提供客戶更豐

富的服務上，都樂意且責無旁貸的參與臺

灣期貨、選擇權集中市場交易，未來也將

繼續與期交所攜手努力，再接再厲，共創

佳績。

▲ 金管會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右二)頒發「銀行業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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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國泰人壽
善用衍生性商品　

降低保險資金損益波動

副總經理林士喬：今

年臺灣股市是表現相當亮

麗的一年，不僅攻克萬

點，也仍在持續創造歷史

中；然而，綜觀國際金

融環境，仍存在相當多的不確定性，一件意

外事件都會造成市場巨幅的動盪，國內期貨

市場正好可以成為保險業者很好的運用工具

之一，透過衍生性商品交易，可大幅降低保

險資金損益的波動性。感謝期交所對於國內

期貨市場發展持續努力，除聆聽業者實際需

求，亦持續發展新的商品，讓市場更具競爭

力，將臺灣金融市場推向國際舞台，也讓臺

灣業者擁有更成熟、更寬廣、更穩定的金融

市場。

第2名／全球人壽
固守品牌精神

成為最盡責的守護者

總經理馬君碩：全球

人壽深耕臺灣市場20餘

年，相當關心臺灣金融市

場的發展與成長，也積極

參與臺灣市場，在投資團

隊追求卓越的態度、戰戰兢兢的研究及嚴謹

的操作下，讓期貨相關商品的交易規模逐漸

攀升，推升了國內期貨市場的發展規模，績

效有目共睹。未來，全球人壽將持續以「因

為愛 責任在」的品牌精神，展現投資團隊在

資產管理的避險選擇上，朝向更多元及更專

業的面向發展，讓每一位保戶的付託多了一

層保障，當個「最盡責的守護者」，矢志成

為壽險業的標竿典範。

第3名／三商美邦人壽
善用期交所商品　

創造最大收益

總經理楊棋材：壽險

公司以穩健經營為首要目

標，所以在投資方面除了

追求投資報酬也要兼顧風

險控管，面對全球資本

市場變動加劇，如何透過衍生性金融商品操

作，控制風險進而降低損益波動愈顯重要。

感謝期交所提供避險平台，期待未來主管機

關放寬相關交易限制、期交所持續推出更多

元的商品，吸引更多法人機構的參與，提昇

期貨市場的深度及廣度，三商美邦人壽亦將

持續善用期交所提供的商品，創造公司與保

戶之最大利益。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右二)頒發「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予
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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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全球人壽
運用靈活投資策略

平衡風險報酬

總經理馬君碩：

全球人壽面對低利率

的大環境，透過靈活

的投資策略，積極提

昇管理資金的績效。

在投資交易量方面，除了法令遵循是最重

要原則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根據我們

的風險胃納，制定包括期貨交易在內的投

資政策書和相關投資避險策略，平衡風險

和報酬。面對市場環境的瞬息萬變，全球

人壽有效運用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

並且秉持審慎、專業、穩健的態度進行資

產管理與公司經營，以應變金融市場波動

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確保保戶權益。

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國泰證券
積極運用期權商品　

增添成長動能

副總經理陳俊昇：

國泰證券透過期交所

悉心提供的期貨及選

擇權商品，建置周全

多元的期現貨商品交

易平台，並有效運用期貨及選擇權等投資

工具，為公司創造優越的資金效率；而期

權商品與現貨商品具備相輔相成之特質，

足以做為證券商自營部門獲利重要利基之

一，國泰證券在評選期間共4個季度的努力

更是有目共睹，獲得此項殊榮，期許未來

更積極並有效運用期權商品，做為現貨市

場相輔相成的投資利器，再為公司獲利增

添成長動能。

第2名／群益金鼎證券
透過靈活的投資策略　

提昇資金管理績效

董事長王濬智：臺

灣期貨市場逾20年，

國內投資人、外資、

投 信 機 構 、 壽 險 公

司、衍生性商品部、

自營商，都積極投入期貨市場，創造出現

今期貨市場蓬勃發展的景況，主因在於期

貨商品有助於資產配置、長、短線交易策

略運用，用以管理大額資產的運用。群益

金鼎證券對於臺灣金融市場的發展一直抱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頒發「保險業交易量成長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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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支持及願意投入的態度，不斷透過靈活

的投資策略，積極提昇管理資金的績效；

而國內期貨市場無論在商品種類或流動性

上，都提供機構很好的運用工具。

第3名／元富證券
商品多元化

期貨市場精彩可期

董事長陳俊宏：

期貨市場有價格發現

和避險增利的兩大功

能，隨著商品的增

加，證券商及投資人

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和組合，得以更靈活、

穩健地進行交易。過去大家可能對期貨有

刻版印象，覺得期貨進入門檻高、操作難

度高，其實在期貨商品多元後，除了避險

也能創造獲利，成為投資非常重要的一

環，相信隨著期貨商品和參與者的繼續增

加，期貨市場將更精彩可期。

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第1名／國泰證券
秉持金融專業　

協助客戶掌握投資契機

副總經理陳俊昇：

俗話說：「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感

謝期交所的精心指導

以及所提供的多元期

權商品平台，讓國泰證券能有一個舞台發

揮所長。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黑天鵝滿天

飛，如何在高度動盪的金融市場有效保護

資產，期權商品的避險功能不容忽視，國

泰證券將秉持著高度金融專業，不僅全力

協助客戶，成功掌握投資契機，同時，也

期許期貨自營業務蒸蒸日上，為國泰金控

集團的股東權益再創佳績。

第2名／群益金鼎證券
不斷創新　

提供投資人最佳感受

董事長王濬智：期

貨商品的創新，讓財富

管理的目標變得可行，

今年在期交所5月15日

推出夜盤交易後，群益

金鼎證券由夜盤與國際接軌，獲得市場的

熱烈反應，另透過一系列的FinTech創新，

如線上開戶、edda帳戶綁定、手機期貨超

光速下單、期貨雲端程式化策略、基金配

置，提供投資人最佳的感受。2017年下半

年北韓動蕩、FED升息等議題，導致市場波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二)頒發「證券業交易量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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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大增，期權保護資產、擴增利潤的重要性

不言可喻，可以期待的是，在國際化的投資

浪潮之下，群益金鼎證券將不斷推出期權理

財方案，以饗投資人！

第3名／元富證券
豐富商品種類　

讓獲利更安全

董事長陳俊宏：期交

所近年來深耕國內外市

場，除將商品多元化，並

建立一整套高效能的服務

平台，強化期貨市場價格

發現和避險的功能，讓證券商及投資人有更

多的選擇和組合，得以更靈活、穩健地進行

交易。感謝期交所持續的努力，豐富更多商

品，降低不可控制的變數所產生的損失，讓

獲利越來越安全可期；也相信有更多的期貨

商品和市場，將有助於元富證券團隊，再創

佳績。

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中國信託銀行
以完善的雙向報價

為期貨市場盡一份心

總經理陳佳文：本行

相當榮幸在今年獲得期交

所人民幣期貨造市績效鑽

石獎第1名的殊榮，近年

來隨著中國大陸逐步放寬

資本管制，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加劇，本行

致力於提供期貨市場參與者最準確的市場價

格與最佳的雙向報價，尤以今年初新增的盤

後交易時段造市業務，肩負起臺灣最佳外匯

交易銀行與臺灣最佳衍生性商品機構的自身

期許，本行堅持在每個交易時段與市場情況

下，提供臺灣人民幣匯率期貨市場最完善的

雙向報價服務，為臺灣的匯率期貨市場盡一

份心力。

第2名／中國建設銀行臺北分公司
持續努力　

提高國際能見度

行長李勇龍：感謝期

交所以及銀行、壽險、產

險、投信投顧、證券、期

貨、票券等7大金融產業

公會與同業，對於本行

各項業務的支持；感謝知名教授在內的產官

學界專家評委，對本行造市績效的肯定。能

在嚴格的評選中連續3屆獲此殊榮，本行備感

榮耀。持續發揮在臺陸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

優勢是本行的使命與責任，未來本行仍將秉

▲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二)頒發「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
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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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合作共贏的宗旨，與臺灣金融同業一起努

力，截長補短，團結協作，共同支持臺灣金

融市場建設，活絡臺灣人民幣離岸市場，提

高臺灣金融市場的國際能見度，共創合作發

展的新格局。

第3名／彰化銀行
維護市場流動　

活絡期貨市場

董事長張明道：期交

所甫推出大小美人期貨契

約，本行即擔任造市者角

色，秉持深耕臺灣、服務

在地金融的精神，創造

流動性的附加價值。自人民幣期貨業務開辦

以來，主管機關與期交所給予高度重視與支

持，且對於業務推廣不遺餘力，經過這幾年

來的努力，期交所的人民幣期貨已趨於成熟

且具規模，擁有相當程度的國際競爭力。本

行作為期貨造市者，將持續秉持維護市場流

動性之信念，竭力促進期貨市場活絡，期能

繼續為臺灣金融市場盡一份心力。

永豐金證券

透過多種策略　

提供良好造市報價

董事長陳惟龍：期

交所於2015年推出美元

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後，

成交量穩居全球之冠，

目前人民幣的報價機制

更趨國際化與市場化，市場參與者對於人民

幣之相關投資工具需求日增，永豐金證券透

過多種交易策略建立造市機制，能夠獲得嘉

績，深感榮幸。永豐金證券將持續努力，以

更積極的作為，提供良好造市報價，以期在

人民幣匯率期貨領域創造契機。

凱基證券

扮演好造市者角色　

提供市場充足流動性

董事長許道義：隨著證券國際化的程度

日益提昇，2015年期交所推出第１檔與匯率

連結的新商品－人民幣匯率期貨，凱基證券

藉由過去之造市經驗，積極參與並扮演造市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頒發「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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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持續提供市場

充足的流動性，在此也特

別感謝期交所持續推出具

國際競爭力之商品，促進

臺灣市場的多元性，凱基

證券會持續扮演好造市者的角色，並持續提

供人民幣匯率期貨良好的流動性。

中國銀行臺北分公司

不斷創新　

提供兩岸更完善的金融服務

行長蔡榮俊：中銀臺

北是在臺人民幣清算行，

中國銀行有著豐富的跨境

人民幣業務經驗以及遍及

全球的服務通路，是在臺

人民幣業務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中銀臺

北成立5年來與臺灣金融同業全面合作，不斷

創新人民幣產品。2015年以來中銀臺北積極

參與期交所人民幣匯率造市，再次榮獲「人

民幣匯率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是期交所對

中銀臺北在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者所取得成

績的肯定和表彰，中銀臺北將一如既往，在

產品開發、通路建設、風險內控和洗錢防制

等方面不斷提昇，更好地為兩岸民眾提供金

融服務。

人民幣匯率選擇權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凱基證券
用專業提供合理報價

與良好交易流動 

董事長許道義：在人

民幣匯率期貨推出後，期

交所又接連上市人民幣匯

率選擇權，凱基證券藉由

台股指數選擇權之造市經

驗，積極參與人民幣選擇權之報價，並在此

項業務上獲得第1名之殊榮，凱基證券透過演

算法交易提供市場合理的選擇權報價，並持

續在盤後交易時段提供良好之流動性，在此

特別感謝期交所對新商品的耕耘，讓業者有

持續奮鬥的目標。

第2名／中國信託銀行
持續努力

發展多元匯率衍生性商品

總經理陳佳文：期交

所近年來商品標的越趨完

善，對於匯率衍生性商

品，中國信託持續參與市

場及支持主管機關推廣相

關業務，並深感榮幸能參與其中。本行積極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二)頒發「人民幣匯率選擇權造市績
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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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全行資源，全力發展人民幣選擇權造市

業務，致力於維持市場流動性，並促進市場

活絡。此次中國信託榮獲人民幣匯率選擇權

造市績效鑽石獎，感謝期交所對於本行造市

業務的肯定。未來期望能持續協助期交所匯

率衍生性商品多元發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服

務，為臺灣期貨市場作出貢獻。

第3名／群益期貨
因應市場投資避險需求　

接受造市挑戰

董事長孫天山：自從

去年6月27日期交所推出

人民幣匯率選擇權商品。

在臺灣期交所推行以匯率

類為標的的選擇權，應

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加上今年以來美元兌

人民幣匯率變動相當劇烈，應有相當投資或

是避險的需求。群益期貨將與期交所共同努

力推動人民幣匯率選擇權，持續做好造市工

作，讓投資人對於商品流動性更有信心，繼

而成交量才會有機會成長。拿到這個獎項，

也代表群益的責任越來越大，群益期貨願意

持續接受造市工作未來的挑戰。

歐元兌美元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凱基證券
以豐富造市經驗　

提昇歐元兌美元期貨流動性

董事長許道義：在日益多元的外匯商品交

易環境中，臺灣投資人對歐元兌美元期貨交

易的需求也日漸增加，

期交所推出歐元兌美元

期貨，提供臺灣投資人

更方便的交易管道。凱

基證券藉由人民幣匯率

期貨之造市經驗，積極提供歐元兌美元期貨

合理的流動性，並獲得歐元兌美元期貨造市

績效鑽石獎第1名，非常感謝期交所對凱基

證券的肯定。

第2名／永豐金證券
歐元兌美元期貨交易活絡　

建立優質造市機制

董事長陳惟龍：期

交所自2016年11月7日

推出歐元兌美元期貨以

來，交易熱烈，交易量

持續加溫，且目前臺灣

外匯市場歐元兌美元之交易情況活絡，可滿

足市場避險及交易需求，永豐金證券秉持

研究及精進多元化策略，並建立優質造市機

制，能夠獲得此項殊榮，代表努力有被看

見。永豐金證券將持續參與，並以更積極的

態度提供良好的造市報價，以期在匯率期貨

市場作出貢獻。

第3名／元大證券
持續發揮造市功能　

為期貨市場成長盡一份心力

董事長賀鳴珩：期交所推出的歐元兌美

元期貨，契約特色在於規模小，相較銀行提

供的外匯衍生性商品交易門檻低、資金運用

效率高，且採取集中市場交易公開競價、資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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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透明度高，對進出口貿

易業者、外幣資產持有者

等投資人特別能提供避險

及交易管道。未來，元大

證券將積極響應並發揮造

市角色，以吸引更多投資人投入資本市場，共

同推升市場活絡度，進而帶動市場成交量。

群益期貨

跟隨期交所腳步　

再創期貨市場新佳績

董事長孫天山：外匯

市場是全球交易規模最大

的市場，也是連結金融產

業與實體經濟間的橋樑。

非常感謝期交所持續擴展

匯率類的期貨產品，提供期貨商更多的業務

機會，群益期貨也跟隨交易所的腳步，積極

參與歐元兌美元期貨的造市業務，透過造市

報價縮小造市商品的買賣價差，吸引更多投

資大眾以合理的價格進入市場，增加市場流

動性，有越多參與者進入市場後，便能活絡

市場。未來，群益期貨仍將持續精進報價系

統，提供穩定的造市報價，為活絡期貨市場

貢獻心力。

美元兌日圓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

第1名／元大證券
投入更多成長能量　

壯大臺灣期貨市場

董事長賀鳴珩：期交

所觀察到臺灣外匯市場現

況，發現歐元兌美元及美

元兌日圓交易皆具規模，

因此帶動相關避險、交易

需求，為滿足市場多元需求，並使臺灣期貨

市場的匯率類產品線更加完整，去年陸續推

出人民幣商品、歐元兌美元期貨及美元兌日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頒發「歐元兌美元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Spotlight 期貨鑽石獎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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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期貨。元大證券身為市場龍頭，致力為

資本市場提供更多發展能量，因此持續協

助期交所造市推動美元兌日圓期貨商品交

易量。對於獲獎的肯定，元大證券認為，

接下來惟有持續投入資本市場、提昇期貨

市場發展規模，才能讓臺灣的資本市場不

斷成長、茁壯。

第2名／永豐金證券
深耕完善造市機制　

提供良好報價

董事長陳惟龍：

自2016年11月7日美

元兌日圓匯率為標的

之期貨在期交所掛牌

以來，交易量持續加

溫，目前臺灣外匯市場美元兌日圓已具交

易規模，可因應國內外市場最近資訊及市

況變化之交易需求，永豐金證券持續積極

發展多元化策略並建立完善造市機制，能

夠獲得如此肯定，深感榮幸。永豐金證券

將持續參與，並在穩健經營中，提供良好

的造市報價機制，以期在匯率期貨市場作

出貢獻。

第3名／群益期貨
積極參與造市　

同步推動期現貨業務成長

董事長孫天山：群

益期貨致力成為亞洲區

域型最佳期貨商，在滿

足客戶一站式服務下，

協助掌握全球創造財富

的機會。臺灣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國家，匯

率對於廠商的影響頗大，因此有良好的匯率

避險尤其重要。為此，外匯類商品是群益期

貨積極發展的業務項目，因此除了積極參與

匯率類期貨造市業務，更踏入現貨市場，推

出外幣保證金業務，期貨與現貨市場相輔相

成，相信必能對國內的外匯市場作出貢獻。

感謝期交所以及主管機關對於新商品、新

業務的開放與支持。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中)頒發「美元兌日圓期貨造市績效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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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

作好造市者　

合力共創臺灣期貨市場榮景

董事長許道義：外

匯期貨交易業務為凱基

證券今年發展之重點，

藉由過去深耕證券市場

的經驗，凱基證券積極

參與美元兌日圓期貨之造市，並在此項商

品上獲得績效鑽石獎，特別感謝期交所積

極開發各種國際性之交易標的，讓業者有

充足的避險管道與流動性去創造更完整的

交易市場，凱基證券會持續扮演好造市者

的角色，並持續與期交所合作，共創臺灣

期貨市場的榮景。

法人機構特別貢獻鑽石獎

第1名／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秉持穩健投資原則　

謀求勞工朋友退休福祉

局長蔡豐清：勞動

基金運用局從事國內股

票投資，以獲取穩健報

酬為首要目標，藉由以

避險為目的之期貨操作

來降低股票價格的波動風險。未來我們將

持續秉持穩健投資原則，因應金融市場變

動，彈性調整投資策略，靈活運用衍生性

金融商品，期以專業化經營，追求基金長

期穩健收益，降低投資風險，謀求勞工朋

友退休生活福祉。

第2名／中華郵政
力求永續經營　

回饋客戶的信任

董事長王國材：

中華郵政公司身為國

內主要機構投資法

人，參與國內股票市

場多年，首要目標為

獲取穩健報酬，並適時運用期貨降低股

票績效波動，爰從事以避險為目的之國內

股票相關的期貨商品交易，並藉由期交所

提供的優質服務平台及舉辦的各類教育訓

練，以精進投資人員的專業知識及操作技

術，進而提昇整體資金運用績效。本公司

將秉持初衷積極參與，期能透過穩健操作

增加收益，以永續經營的理念，回饋廣大

客戶對郵政的信賴。

▲ 總統府資政暨期交所前董事長吳榮義(中)頒發「法人機
構特別貢獻鑽石獎」予領獎代表。

Spotlight 期貨鑽石獎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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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期貨鑽石獎」得獎名單

事業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基金/法人機構

期貨業

期貨經紀商交易
量鑽石獎

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4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5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
交易量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自營商
交易量鑽石獎

1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法銀巴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4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經紀商
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

1 華南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
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

1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
經理事業

期貨經理事業
交易量鑽石獎

1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
信託事業

期貨信託基金
鑽石獎

1 康和多空成長期貨信託基金

期貨信託事業
交易量鑽石獎

1 康和期貨經理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

股票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鑽石獎

1 富邦大中華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元大新興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平衡型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鑽石獎

1 復華中國新經濟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3 統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基金/法人機構

銀行業

銀行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

保險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

1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

證券業交易量
鑽石獎

1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

1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業
(造市者)

人民幣匯率
期貨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3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人民幣匯率
選擇權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歐元兌美元
期貨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兌日圓
期貨造市績效
鑽石獎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機構 特別貢獻鑽石獎
1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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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34

期交所、Eurex及FIA聯合舉辦

▲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右二)及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二)蒞臨研討會致詞，FIA亞太區主席Bill Herder(左一)及歐
洲期貨交易所亞太區負責人Roland Schwinn(右一)擔任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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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7年FIA臺灣研討會

第二場座談：

交易所如何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保有競爭優勢？

。

第一場座談：

掌握臺灣衍生性商品市場未來

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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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簡化有價證券抵繳標的

增刪作業程序介紹

可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標的範圍

簡化公告作業程序 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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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同一期貨商同一身分期貨交易人

不同帳戶間部位移轉作業

緣由

適用範圍

部位移轉前期貨商應確認事項

申請時間

生效時點

效益

41.indd   37 2017/10/21   上午 02:27:20



38

Features

電子支付蓬勃發展

無現金社會來臨

電子支付蓬勃發展
金管會採開放政策

電子支付與電子票證之差異性

功能 電子支付 電子票證

是否記名 必須記名 不一定要記名

是否可轉帳 可 不可

業者 專營業者有歐付寶、橘

子支、國際連、智付

寶、台灣支付

兼營業者有22家金融機
構(截至2017年1月)及
電子票證業者一卡通

悠遊卡、一卡通、

愛金卡(icash)、
遠鑫電子票證

(Happy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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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業者爭相競逐

電子票證業者加入

未來發展

O2O趨勢：行動支付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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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

生活行為模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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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金融科技之影響

管理挑戰

企業面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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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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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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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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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金融科技這個名詞只有20多年的歷史，

但根據Douglas W. Arner的150 YEARS OF 

FINTECH報告指出，打從一百多年前金融科技就已

產出，報告敘述金融科技發展可分為3個階段，從

1866年到1967年是金融科技1.0時代，此階段可溯

源自橫跨大西洋電纜於1866年在倫敦與紐約之間

鋪設成功，促使電報、電話、廣播等科技逐步將

整個世界串連起來，並經由上述科技擴展金融產

業版圖；而自1967年至2008年則為金融科技2.0時

代，此時代是溯源到1967年6月27日英國約翰．謝

菲爾德－巴隆(John Shepherd-Barron)發明自動提

款機，讓人們可不需要到銀行也能領到帳戶內的

錢，提供了一個便利的非臨櫃金融服務，也為下

一階段時代的到來奠定基礎。

2008年則邁入了金融科技3.0時代，此時在經

歷了次貸風暴以及金融危機後，人們對傳統金融

體系產生信任危機，再加上隨著大數據分析、人

工智慧、行動通訊、雲端計算、社群網絡、物聯

網、生物辨識及區塊鏈等資訊技術的進步，消費

者可取得服務或接觸管道發生結構性變化，皆促

使金融科技在支付、募資、借貸、保險、匯兌、

財富管理等領域有相當大的發展。

相關應用的發展趨勢

隨著金融科技日趨成熟，阿里巴巴旗下支付

寶、騰訊旗下微信錢包、蘋果Apple Pay、三星

的Samsung Pay與谷歌推出的Android Pay等支付

平台已逐漸融入到每個人的生活中，人們購物僅

要拿出手機滑個幾下即可完成交易，無現金交易

已在日常生活中日漸普及，且即便是小額消費亦

可無現金交易，金融科技對提供服務的方式，以

及消費行為皆已帶來重大的改變。

另群眾募資也開啟了小額投資人的創投之

路，過去想創業的人不但需有好的創意，更還要

能找到資金提供者才能將想法付諸行動，但現在

有好的創意皆可透過群眾募資來尋求有興趣的小

額投資人共同出資，這樣很容易就可讓這些創新

得以實現，且即便是小額投資人也可擁有機會投

資，群眾募資也有點像是預售的概念，資金需求

者在募到資金後的義務，就是要把所生產的物品

按照約定的價格和數量，如期的提供給當初資金

資助者。

全球Fintech發展趨勢

(Fintech) Fina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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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金融產業的改革

此外，過往人們想要貸款，就得到銀行填

寫一堆文件並等候銀行審核通知，其繁瑣的文件

與冗長的處理時間限制了借貸的發展，然時至今

日，人們已可透過P2P(點對點，Peer-to-Peer)借

貸來即時媒合借款人和放款人，且有別於傳統銀

行是以貸款資金來賺取利差，P2P貸款則是以收

取服務費為其主要收入。另為有效控制借貸壞帳

風險，P2P貸款更會透過大數據分析來推算每個

人的信用評分，P2P貸款在善用大數據分析的情

況下，即能藉由篩選出資金豐沛的放款人及信用

記錄良好的借款人，作為後續優先的服務對象。

又以往須經由繁瑣文件往來才能進行核保

及理賠，金融科技也漸改變這一切，已促使消

費者在保險上有更好的服務、更便利及更個人

化的選擇。新時代的保險已應用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慧、雲端計算及區塊鏈等多項技術來

產製不同的保單，其更利用上述技術完成後續

的核保、理賠與打擊詐欺，形成一種以個人因

素作為實際定價依據的保險服務，提供個人所

需專屬的保單，使人們能更方便地選購保險產

品、投保與提出理賠。

原本人們進行跨國銀行兌換貨幣須繳納一

定的手續費及耗費相當的時間，現在國際P2P匯

兌服務公司運用P2P與區塊鏈等技術，讓客戶略

過銀行，即時就可將帳戶內的錢轉匯到海外帳

戶，且國際P2P匯兌不受銀行營業時間限制，任

何時間都可進行匯兌，比赴銀行臨櫃辦理更省

時省力，此外，國際P2P匯兌手續費甚至可能僅

是透過傳統銀行的1%。

為降低投資風險及提昇獲利價值，在財富管

理方面也已開始利用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等技

術，目前已有業者導入聊天機器人，並應用區塊

鏈、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來改善客戶體驗。此

外，透過對所有的交易記錄、社群網絡狀態等數

據進行統計與歸納後，即可將消費者的相關行為

進行大數據分析與雲端計算，並經由人工智慧來

預測消費者下一步的消費需求，或提供下一步的

消費建議。

金融科技促進金融產業變革，亦使金融營運

策略大為改觀，更改寫資本市場運作、金融交易

行為與風險控管等模式，以目前應用面的發展趨

勢來看，包括支付、募資、借貸、保險、匯兌、

金融科技之演進

資料來源：artesia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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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等服務，皆已漸由實體金融服務轉為虛

擬服務，未來更多的服務也都可以藉由生物識別

如指紋、聲調、虹膜、靜脈、臉部等來作身分辨

識後，接著就能透過行動通訊經物聯網來完成。

資金面的發展趨勢

資金促使金融科技發光發熱不言可喻，近年來

金融科技發展快速，金融科技這10年發展與過往最

大不同的地方是出現了許多非傳統金融業的科技業

參與其中，也改變了金融業的生態。

根據KPMG Pulse of Fintech Q4 2016調查報

告指出(圖1)，全球金融科技之投資金額由2010年

的90億美元逐年攀升，並於2015年達到高峰，光

2015年的總投資金額即達470億美元，但這波金

融科技資金狂潮在2016年遇上資本寒冬，2016年

的總投資金額僅有247億美元；另KPMG Pulse of 

Fintech Q2 2017調查報告指出(圖2)，2016年僅

於第2季突破15億美元，其後投資金額又明顯逐

季萎縮，直到2017年第2季資金額才稍有反彈。

KPMG報告也說明即便全球金融科技投資金額

由2015年的467億美元下滑到2016年的247億美

元，但247億美元的投資金額相對於2015年以前

仍是相當可觀且值得重視。

依據該報告，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資總

額較2015年衰退幅度達46.8%，其主因是購併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的投資金額由2015年

的340億美元，降為2016年的110億美元(圖3)，

不過KPMG報告說明在創投的投資金額由2015年

的127億美元成長至2016年的136億美元(圖4)，

表示全球的金融科技投資發展趨勢已漸轉由創

投主導。

另根據PwC Global FinTech Report 2017調查

指出，全球新創公司過去4年累積投資金融科技

之金額已達400億美元，且全球82%金融業計劃

未來3到5年內將會加強與科技業合作發展金融科

技，願投入金融科技資金的前3大領域分別是大

數據分析、行動通訊、人工智慧。

展望

金融科技已將過去傳統金融業的應用領域逐

漸轉為多元樣態，其趨勢更在結合大數據分析、

行動通訊、人工智慧、雲端計算、社群網絡、物

聯網、生物辨識及區塊鏈等技術下，發展出各式

各樣的新應用服務；金融科技一直在改寫金融產

業的規則，去仲介化、去實體化更是金融科技的

發展趨勢，為協助臺灣金融科技發展，金管會金

圖2：2010年至2017年第2季
金融科技公司之併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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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0年至2016年
全球在金融科技公司之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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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辦公室於2016年發布金融科技發展策略

白皮書，並從金融服務、創新研發、人才培育、

風險管理、基礎建設等5大面向，分析金融科技

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內現況，以作為臺灣未來5年

國內金融科技政策目標與推動策略，期能達成創

新數位科技打造智慧金融之願景。

期交所也與銀行、證券、壽險與產險公

會、證交所、櫃買中心、集保結算所、財金資

訊、聯徵中心及聯卡中心共同捐助成立「金融

科技發展基金」，並由臺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

會委由資策會執行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基地」

（FinTechBase），一同攜手協助打造臺灣金融科

技新格局；對金融業來說，金融科技提供前所未

有的絕佳機會讓企業轉型，金融業可從個人化、

行動化、互動式的面向思考，運用金融科技的關

鍵技術，努力建置發展，以成為未來金融產業的

致勝者。

圖4：2010年至2016年
全球新創金融科技公司之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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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2010年至2016年
全球金融科技之併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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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can

印度多種商品交易所
與湯森路透合作編製印度商品
價格指數

維也納證券交易所
引進T7交易系統

INE計劃年底前推出
中國原油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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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E
計劃推出比特幣期貨

河內交易所
推出首檔期貨契約

瑞士證券交易所
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店頭市場
商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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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can

澳洲交易所
計劃於今年底完成以區塊鏈技
術升級結算系統之評估

泰國期貨交易所
推出實物交割的黃金期貨

杜拜DGCX
將推出伊斯蘭黃金現貨商品

41.indd   52 2017/10/21   上午 02:27:30



53

河
內證券交易所成立於2005年3月，總部位於

越南河內市，為越南胡志明證券交易所成立

後，第2家成立之證券交易所。目前所經營業務包含

股票、政府債券、未上市股票及衍生性商品等4個市

場。在衍生性商品市場部分，河內證券交易所甫於

今年8月10日在越南推出該國第1個期貨契約(VN30

指數期貨契約)。

文／王仲華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MCX
計劃推出鑽石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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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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業務規則」第105條條文、「結算會員違約之分擔比例及處理程序」第

2條條文

公告日期：2017年8月21日

公告文號：台期結字第10600025280號函

概要說明：為使我國期貨市場財務安全防衛機制與國際接軌，依專家學者意見，在不修正期

貨交易法第49條之前提下，建議由臺灣期貨交易所於「業務規則」中訂定非違約

結算會員分攤違約金額上限，並由臺灣期貨交易所擔負結算交割順利進行之最後

後盾，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為可行之作法，爰修正「業務規則」第105條

第1項第5款規定，訂定非違約結算會員之分擔限額，並參照我國證券市場及國際

結算機構作法，由臺灣期貨交易所擔負最終結算交割責任。其次，參酌國際結算

機構訂定其他結算會員分擔限額之作法，除考量單一結算會員違約事件外，因近

年來偶發之重大金融事件，國際結算機構考量發生單一結算會員違約後，可能發

生連續性結算會員違約事件，故亦訂有多家結算會員違約時之分擔限額，爰增訂

「業務規則」第105條第2項規定，明定我國期貨市場遇單一及多家結算會員違約

時，其他結算會員之分擔限額。又考量我國期貨市場規模及處理違約事件之時效

性，爰增訂「業務規則」第105條第3項規定，明定單一結算會員違約發生日起20

個交易日內之期間為冷靜期間；如在冷靜期間同時發生其他結算會員違約時，則

以最後發生之結算會員違約日為基準，計算冷靜期間之終止日。本次同時配合增

訂「結算會員違約之分擔比例及處理程序」第2條第2項規定，作為試算非違約結

算會員共同分擔差額限額之依據。本次修正條文自公告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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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正「證券商、期貨商電子憑證交付作業要點」第2點至第4點條文

公告日期：2017年8月29日

公告文號：臺證輔字第1060016147號公告

概要說明：鑒於期貨交易人及證券投資人申請電子式交易，須經期貨商及證券商辨認身分後，始

得交付電子式交易密碼，並依據該密碼交付憑證，已能符合憑證交付之身分驗證程

序，無須再交付憑證下載密碼進行重覆驗證，考量期貨商與證券商作業實務，以及期

貨交易人與證券投資人憑證下載之便利性，爰臺灣證券交易所修正旨揭作業要點第2點

至第4點規定，以電子式交易密碼取代原規範之憑證下載密碼交付程序，以及配合修正

電子式交易密碼應辦理事項。本次修正條文自公告日起實施。

(3)修正「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國內期貨交

易登記作業要點」第1點條文、表1-1-1、1-1-2、1-3-1、表2-1、表5-1

公告日期：2017年9月22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0028880號函

概要說明：第一上市(櫃)、興櫃公司買回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或第二上市(櫃)公司買回臺灣存託憑

證，依旨揭作業要點申請辦理登記時，該公司應檢附登記目的聲明書，說明登記目的

係為投資或買回股份，爰臺灣證券交易所修正前開登記作業要點第1點規定；如第一上

市（櫃）、興櫃公司及第二上市（櫃）公司開立證券交易帳戶係為買回臺灣證券交易

所有價證券者，不得用於其他用途，如有投資需求者，該公司應另行開立投資專戶。

又依「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目前僅大

陸地區證券、銀行及保險主管機關核准之合格機構投資者(QDII)得來臺從事證券投資或

期貨交易，非屬上述合格機構投資者之大陸地區投資人不得來臺投資或交易；為防止

陸資透過外資帳戶來臺投資或交易，華僑及外國人投資我國有價證券或從事國內期貨

交易應確實遵守相關法規，以避免因誤解或不熟悉而違反規定，爰於申請登記表聲明

事項增列不得投資或交易之身分別；再者，香港及澳門申請人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

例」第4條規定者，應檢附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準用外國人或華僑回國投資及結匯相

關規定，爰修正旨揭作業要點之相關申請登記表，包括表1-1-1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投

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期貨交易申請登記表、表1-1-2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國內有價

證券或從事期貨交易申請登記表、表1-3-1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更名申請登記表、表2-1境

內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期貨交易申請登記表、表5-1原QFII分戶身分

申請補辦為主戶登記表。本次修正條文及附表，定自2017年9月25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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