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
拉梅德，金融世界最有影響力的

人物之一，他推出了國際貨幣市

場（IMM），也開啟了期貨的新紀元。他

獨特的人格魅力，加上聰明、敏銳、衝

勁十足的個性，讓他從難民到巨富。而

這傳奇的一生，將藉由本書讓讀者一窺

究竟。

第一篇：西伯利亞特快車

在西伯利亞某處一輛呼嘯的列車

上，我上了關於「策略」的第一課。那

時我8歲，眼睛正朝父親肩頭那邊瞧著，

他全神貫注下著一盤棋，對手是個陷入

沉思的老人。

「將軍！」老人用意第緒語突然叫

道，他的騎士吃下父親的士兵，抵住父

親的國王。

回首1940年末這一情景，一切不太

真實。兩個男人下著棋，優閒思考著每

一步，彷彿占有世上所有時間，只關心

眼前的棋局。然而事實上，我們是一車

難民，為了逃脫納粹的追捕，為了生

存，正在與時間賽跑。

我是家中的獨子，父母都是意第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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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校的教師，住在別列斯多克第七法

斯托斯卡大街的一所房子。別列斯多克

位於波蘭東北部，以出產紡織品和成衣

出名，比鄰俄羅斯，大約在波蘭首都華

沙和立陶宛首府維爾諾（現在的維爾紐

斯）的中點。

父母告訴我在海參崴有船橫渡大

洋，開往日本、中國、澳洲、美國。他

們沒有告訴我的是到達那兒的機會微乎

其微。我們迫切需要的是一張過境簽

證，一張允許難民離開蘇聯借道日本前

往其他地方的紙片。

一連幾週，每天父親都偷偷摸近

（立陶宛的）科夫諾，混在幾百名猶太人

中來到日本領事館前。最後，我們終於

從日本駐立陶宛總領事杉原千畝的手

中，拿到了這張過境簽證。

我們花了兩週的時間從莫斯科搭火

車到海參崴，然後搭上一艘木頭老爺船

抵達日本京都以北的小港敦賀。渡海的

痛苦被徹底的歡樂取代，我們自由了，

從波蘭到了立陶宛和俄羅斯，最後又來

到日本。

我們拿到了美國簽證，乘「平安丸」

輪船離開，前往最終目的地紐約。這裡

有源源不斷的驚奇、不受抑制的力量、

無窮無盡的冒險，這裡是美國的脈搏，

這裡就是自由。我熱愛紐約，但芝加哥

的學校邀請父母擔任終身意第緒語教

師，我們又一次收拾行囊，前往風城。

1952年6月，我進了法學院，我成

了用功的學生，跟其他法律系學生一樣

加入讀書小組。伴隨法律課業而來的是

經濟壓力，我需要一份工作。當時，美

里爾－林區－皮爾斯－菲納－比恩律師

事務所正在尋找一名跑單員。

我來到了北富蘭克林街110號的這

幢大樓，門前的名字清楚地寫著：芝加

哥商業交易所。我從沒聽過芝加哥商業

交易所，也許該律師事務所在這裡從事

商事法業務？然後我根據指示上二樓，

看到從未想過的景象。交易員的叫喊、

身體和雙手和動作俘虜了我的心，那片

場地有一種生命的力量，既神奇又激動

人心。

我為西格爾（當時交易所的理事

長、美林場內經紀商的主管）跑單時

期， CME交易的商品有雞蛋和洋蔥。早

上我去CME，下午則到法學院。法學院

最後一個學年開學時是1954年，我做了

一個對我一生產生深遠影響的決定，我

希望成為會員，這樣我就可以做交易

我根據指示上二樓，看到從未想過的景象。

交易員的叫喊、身體和雙手和動作俘虜了我的心，

那片場地有一種生命的力量，

既神奇又激動人心。



了。一個會員的席位費是3,000美元，我

向父親保證畢業時會去當律師，要求他

借錢給我買一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的會員資格。早上我交易雞蛋

和洋蔥，下午我學習稅法和遺囑法。

第二篇：市場之美

1955年，參加律師考試後不久，我

發現客戶很難正確唸出我的姓氏，決定

把梅拉姆多維奇改成更美國化的梅拉梅

德。我在拉薩爾街上開了一間小辦公

室。合夥人梅斯特跟我在法學院是同一

個讀書小組，我們的公司稱為梅斯特與

梅拉梅德事務所，但一開始業務進展很

緩慢。此外，我的交易情況變糟，再次

陷入虧損。

隨後五年，我是律師兼商品交易

者，但我永遠不能在兩方面取得成功。

律師生涯賺到的錢少得可憐，而期貨交

易往往在我開始採取行動時，價格走勢

已與我原來預期不同。雖然一開始我的

商品交易做得並不成功，但我將它看做

學徒訓練。

當我在1954年購買會員席位，CME

只是三流市場，總共有500個會員，大約

只有一半會員進行交易。交易廳由三個

交易場組成，但只有兩個交易場在使

用：一個交易雞蛋，一個交易洋蔥。

1957年，市場操縱者因為臆測洋蔥

將短缺，把洋蔥價格推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洋蔥農場主沒有以高價賣出來避

險，反而仿效所謂的「德州式避險」

（Texas hedge）：以投機心態在期貨市

場建立多頭部位。結果泡沫破裂，價格

跌到比裝洋蔥的麻布袋還不值錢。由於

農作物虧損、期貨交易又賠錢，激怒各

地的洋蔥農場主，他們要求國會做出懲

罰。

幸運的是，我成為全職交易員的時

候，CME已經採取步驟改變發展方向。

1961年開始交易豬腩期貨契約。1965年

上半年，近九成的交易量來自豬腩期

貨。CME在1964年開始交易活牛期貨契

約，在期貨交易史上，這是第一次引入

不可儲藏的產品， CME打破期貨契約標

的必須能夠儲存的傳統。

我認為CME迫切需要制度改革。我

和盟友伯克斯想出的戰略是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修改第109條規則的法定人數要

求，把60％改為20％或100名會員。由

於伯克斯的努力，我們獲得120個代理投

票權。1961年6月，CME的年度會員大

會召開了，這次會議人數達到法定要求

（包括到會人員及委託代理投票人），我

向會員提出動議，而大會以洪亮的贊同

聲通過。

到了1964年，我的法律業務可說無

所不包。在這之前我與梅斯特拆夥，找

了新的合夥人克拉維茲。我盡力兼顧法

律和交易業務，但我知道如果打算成為

交易員的話，必須待在交易場中。1965

年一天早上，我走進克拉維茲的辦公室

便說：「我要走了。」我說，「我打算

做個全職交易員。」

我是所謂的場內自營商（local），只

為自己的帳戶交易，場內另一種交易商

是經紀人，他們代表客戶買賣，並對每

筆交易收取佣金。由於雙重交易是被允

許的，所以絕大多數經紀人也同時為自

己交易，但經紀人的交易量遠低於自營

商的交易量。場內自營商就是造市者

（Market Maker），為交易所內的買賣提

供必要的流動性。

期貨交易者進行投機買賣已是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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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慣，但我希望自己不只是從事投機的

交易商，於是我開辦自己的結算公司。

交易場內的每一筆買賣都必須透過結算

公司結算，後者賺取一些服務費。每個

買家和賣家都必須向自己的結算公司報

告，每天交易結束後，結算公司把數據

呈交給交易所的中央結算所，如果買方

與賣方提供的數據一致，交易就算結

清。期貨市場最獨特的一點是基於無負

債的系統，所有交易都採用「逐日結

算」。

自從四年前修法改法定人數規則

後，就沒有任何會員主導的意見可以挑

戰理事會。一些會員決定推動理事會通

過最基本的原則：全民公投。開會時間

在1966年12月中的一天，會員們在交易

大廳擠成一團，在我演講過後，會員以

壓倒性多數通過全民公投規則。1967年

1月，我以最高票入選理事會。

我們是美國第二大商品交易所，但

CME在期貨市場占有率只是全國的6

％。我的願景是一個模範交易所，我希

望從黑板交易的系統解放出來。於是，

我們引入技術對黑板紀錄拍攝快照，之

後並引進由費蘭提－普克電子公司生產

的第一塊自動報價板。

資訊是市場的靈魂，我以兩種方法

來應付這條法則：提供資訊來幫助交易

員，以及發布資訊來建立CME的形象。

1969年CME成了第一家成立公共信託基

金的交易所，目的是在結算會員之一發

生倒閉的時候保護客戶資金，這在美國

的交易所中是獨一無二的。

我將期貨交易所看成不同產品之間

競爭生存的生態系統，失去競爭力或無

法找到生存利基的期貨契約會像物種一

樣消失，但我對貨幣市場的關注還是源

於當時的事件。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

學家傅利曼大力主張浮動匯率的優點，

我個人的貨幣交易專家兼好友柏爾克是

我們一群人中第一的試圖涉足貨幣交易

的人，但他發現幾乎不可能。

布列敦森林協議到當時仍然有效，

該協議由杜魯門總統和多數西歐國家的

領袖代表簽署，將世界主要貨幣和美元

掛勾，在各貨幣和美元之間建立狹窄的

波動區間，而且美元以美國政府保證的

價格和黃金掛勾。因此官方貨幣匯率被

人為固定，不受公開市場買賣報價的左

右。

由於銀行將貨幣市場侷限在商業用

途，即使看出明顯獲利機率，但「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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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商業理由」買賣外匯，所以個人都

被排除在遠期市場交易之外。這讓我思

索：為什麼不為每個人創造一個貨幣市

場？

革命性想法在其被注意之前所需要

的，是透過絕對可信賴的人認可和證

明。我們的權威人士就是芝加哥大學自

由市場經濟學家傅利曼。我和傅利曼連

絡，幾週後便收到回信。但正如他指出

的，固定匯率機制的存在，不可能讓貨

幣期貨有成功的機會，只要布列敦森林

體制生效，就不會有足夠的生意。

1971年8月，尼克森總統宣布美國

不再遵守其保證用外國持有的美元來兌

換黃金，震驚了國際金融界。黃金窗口

的關閉，改變了美國國民的心理和行為

方式。更重要的是，商業活動也需要一

個市場來規避風險。1971年12月，主要

工業國的財政部長聚集在華府，丟棄了

布列敦森林協議，並允許世界主要貨幣

對美元的波動擴大到官方匯率上下2.25

％。

國際貨幣市場IMM（International

Monetary Market）這個名字說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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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市場於1972年5月16日正式開幕，金融期貨新紀元誕生了。



重點，它不僅僅交易外匯，還將交易各

種金融期貨產品。我們創立了向公眾出

售席位的規定。為了財務完整性，創造

「直到最後一滴血」規則：如果任何結算

會員公司發生違約，所有其他財務補救

都被耗盡，沒有補上的違約金額將在結

算會員之間分配，這使得CME的結算所

成為世界上最穩固的結算所之一。

國際貨幣市場於1972年5月16日正

式開幕，金融期貨新紀元誕生了。在

IMM步上軌道後，我決心要將IMM放到

歐洲企業和貨幣的版圖上。我們到歐洲

進行兩週的旅程，但此行讓我們明白既

知的事實：美國和外國銀行都不相信

IMM。我絞盡腦汁，突然找到答案，我

必須發明一種辦法將IMM和現貨市場結

合，答案就是套利。

我為IMM創造了一個被稱為B類結

算會員的機制，在該機制中，B類結算會

員只能和一家選定的銀行進行貨幣套

利，而不能做其他任何業務。B類套利者

隨後在這家銀行開設帳戶，以進行其自

身的現貨市場活動，而其IMM套利交易

則透過他的B類公司進行。IMM將向銀行

公布所有套利者在交易所的交易活動，

確保所有B類公司的全部持有貨幣部位和

其在銀行的現貨部位平衡。

1974年，我們有了擴張市場基礎的

第一個機會，美國將放棄禁止人民擁有

黃金的古老法律。如果我們能建立芝加

哥黃金定價機制，等黃金期貨交易變成

合法的時候，IMM將占得先機。1975年

IMM開始進行黃金交易，但我們並非獨

家，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同時開始黃

金交易。

第三篇：未來異於既往

如果要我選出IMM歷史上一個重大

轉捩點，那必定是1976年8月31日，當

天墨西哥披索貶值50％。除了芝加哥國

際貨幣市場的會員，沒有人能為墨西哥

披索提供報價。突然間IMM的披索市場

成為全球貨幣價格的焦點，金融界第一

次認識期貨市場的巨大價值。

IMM在金融期貨的成功註定使它受

到模仿，1975年，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CBOT）準備模仿IMM的策略。紐約證

券交易所在1978年成立紐約期貨交易所

NYFE。總之，「占得先機」的箴言牢不

可破。如果想在期貨獲得勝利機會，你

得快點將你的想法實施。

鮑爾斯和我都感覺到下一個方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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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綁在利率上的期貨產品，他推薦90天

期美國國庫券期貨契約。但國庫券契約

有個難題：交易的傳統理念使人覺得，

買進一定要低於賣出的報價才能獲利，

這與利率交易卻是南轅北轍。因為殖利

率和價格成反向關係，買進高於賣出的

報價是正常的。如此一來，交易員的思

維必須反向而行，我判斷會員們可能會

放棄。

曾是銀行家的安特曼想出解決方

案：交易IMM指數，指數是實際短天期

國庫券殖利率和100％的差額。我們不僅

將IMM指數概念用於短期國庫券，還用

在定期存單和歐洲美元合約上，安特曼

的點子變成全世界期貨利率交易的標

準。1976年1月，IMM短期國庫券的開

市鐘聲響起，開創利率期貨交易的時

代。

到1970年代中期我已經能肯定一件

事，農業不可能代表未來，金融卻可

以。CME的大多數會員和我站在同一

邊，但不是全部。IMM是一個獨立的交

易所，一旦CME的會員賣掉他們在IMM

的席位，便不再是IMM的會員。隨著更

多CME會員從他們的IMM席位獲利，不

屬於IMM的會員人數也在增加，而敵意

也在加深。到1975年6月，我相信如果

放任不管，最終將導致CME分裂。

我提出的方案旨在達到兩個目標：

團結和獨立。在一個團結的CME裡創造

部門分力的結構，CME和IMM要合併，

CME就是合併後的交易所，IMM將成為

CME的金融市場部，會員維持他們在這

個部門的單一席位。

10月初，CME和IMM理事會同意特

別委員會提出的重組方案，合併案通過

後，IMM得以成為併入CME，成為一個

分部。1976年1月，新的CME理事會選

出後，大家推舉我成為重組後的芝加哥

商業交易所的首任理事長。從世代交替

的1965年起就開始領導CME，我帶領

CME有12年了。1977年來臨之前，我決

定離開理事長的職務。但理事會沒有人

希望我這麼做，於是他們一致通過，創

立特別顧問這個職位，這是我往後14年

擁有的身分。

到1985年為止，我的職責之多，使

「特別顧問」的頭銜甚至引起誤會，於是

CME修改規則，規定特別顧問成為執行

委員會主席，這個職位反映了我在CME

的真正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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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幾乎不

讓任何事打擾我在市場的交易。我沈溺

其中有兩個理由，第一，交易中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是了解市場的節奏。其次，

交易是我收入的主要來源，發明IMM並

沒有任何紅利和版稅所得。

在CME任職期間，我總對報酬的事

加以回絕，然而CME的成長和CME理事

長的責任巨幅增加，嚴重影響我的交易

能力。20年來堅持只拿象徵性車馬費的

我不得不妥協。之後理事會批准，將我

擔任特別顧問的年薪訂在50萬美元，交

易所理事長的年薪為25萬美元。

在歐洲美元成為IMM的王牌期貨契

約前，有個巨大的障礙。問題在於交割

機制。短期國庫券和定期存單之所以能

夠交割，是因為它們是實物工具，而歐

洲美元只是一種利率。你無法交割利

率，你可以用現金方式支付買賣時的利

率差。

如果CME能推出歐洲美元利率合

約，它將首先實現現金交割制度。1974

年，當我考慮是否要支持成立CFTC時，

「有個機構可以頒布聯邦交割法令」的想

法蹦了出來，如果此法可行，那麼CME

就能推出股票指數期貨。1981年，期貨

市場第一個透過現金交割的合約，也就

是CME的歐洲美元合約，受到全世界矚

目。

我推出股票指數期貨上的終極合約

策略：S&P 500股票指數期貨。我們決

定用S&P指數時，這些指數是否屬於公

共領域仍存在巨大分歧，但我不習慣冒

不必要的風險，我準備為S&P指數使用

權付個合理的價錢，我們和標準普爾公

司的高層敲定合約，S&P期貨契約上市

後不久便超過其他合約。

歐洲美元合約是CME第一個現金交

割的產品，而S&P則代表第一個現金交

割的指數合約。一旦我們開始了在指數

大道上的旅程，就通向那些人們從來沒

想過的合約，以及在以前根本不可能的

交易量。這個推論又讓我發現會員數量

的問題。CME的會員不夠多，再加上

CFTC準備取消對選擇權的限制，將使期

貨交易所的產品種類有倍增的潛能。

答案就是為CME建立新的市場部

門，一個指數和選擇權市場部，也就是

今天所稱的IOM。在我的腦海中，一個

新的市場部門意味的一棟新的CME大

廈，是我稱之為「讓CME得到世界級地

位的最後一塊拼圖」。根據財務顧問馬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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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不讓任何事打擾我在市場的交易。

我沈溺其中有兩個理由，第一，

交易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了解市場的節奏。

其次，交易是我收入的主要來源。



斯的說法，出售資本資產的收入是免稅

的，而S&P期貨就是一種資產。如果

CME為交易S&P期貨創造一個新的市場

部門，出售新的會員資格為這個市場創

造收入是免稅的，這筆錢足夠用來蓋一

座新的CME大廈。1983年11月，在新任

CME理事長莫尼森主持下，我的CME拼

圖中最後一塊也完成了。

CFTC這個聯邦機構從1976年成立

開始，麻煩便接踵而至。根據該委員會

的法律條文規定，國會必須每隔幾年就

其命運做出裁定，這使得該機構與員工

成了「遊說份子」。在人們看來，想獲得

更多聯邦資金，CFTC還不夠重要。

就在指數產品推出前，國會推行對

期貨交易全面徵稅。由於害怕政府的管

制日益增強，我找到一個解決辦法。這

個辦法源於CFTC法規的第三條，當初

CFTC成立的法源中允許成立一個自立監

管組織──全國期貨商公會NFA，我說

服參議員杜爾，要對非會員公司層出不

窮的問題進行監管，期貨業比CFTC更為

勝任。

1981年9月，CFTC批准成立NFA。

位於芝加哥的NFA於1982年8月開始運

行，是現存唯一註冊的期貨公會。該機

構的效率和安全的管理紀錄，為NFA贏

得國會、CFTC和美國其他監管機構的讚

譽，並成為全球相同監管機構的楷模。

對我來說，NFA是期貨行業進入成年階

段的重要標誌。

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LIFFE）

1982年開張，芝加哥每個人為之鼓掌，

就像諺語說的，模仿是最好的讚揚。我

盡我所能幫助LIFFE的主要創新者巴克

謝爾建立這個新事業，設想的藍圖是兩

家交易所可以統治全世界的金融期貨生

意，但不久就意識到事情不會這樣發

展。

倫敦幾世紀以來是歐洲甚至歐洲以

外地區金融中心，和時區有很大程度關

係。對亞洲的參與者來說，倫敦時區使

LIFFE每天開盤時間剛好趕上亞洲工作

時間的尾巴，使LIFFE對亞洲銀行家和

其他參與者有極強的吸引力。

LIFFE的優勢讓我寢食難安，但問

題還沒完，有什麼能阻止亞洲市場不用

類似的金融交易所和相同的歐洲美元期

貨來吸引參與呢？在1983年當時，唯一

的答案就是和一家遠東地區的交易所聯

合起來，分享金融期貨業務。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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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的前景令人擔憂，日本的政策

又有礙我們發展，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

新加坡。

1984年9月，CME和SIMEX開始了

業務聯繫，我們制定了非常嚴苛的財務

保障體系，1995年霸菱銀行倒閉時，這

套MOS系統使CME躲過這家倫敦銀行金

融災難的打擊，確實令人自豪。

在我們和SIMEX談判之際，芝加哥

期貨交易所帶著新點子「店頭市場指數

期貨」回到舞台，這個市場現有唯一著

名的指數是由那斯達克（Nasdaq）提供

的。芝加哥交易所搶到使用它的權利，

我們則說服標準普爾創造一個新的店頭

股票指數。接著爆發CME的「標準普爾

店頭指數SPOC」和CBOT的「那斯達克

指數」之爭。

第四篇：機構、市場、心靈

1986年5月，也就是國際貨幣市場

IMM誕生14年後，芝加哥大學著名財金

教授莫頓．米勒對金融期貨給予極高評

價，稱其為「過去20年來意義最重大金

融創新。」

自1730年大阪白米交易所成立以

來，有組織的期貨市場已經存在，儘管

這些市場已逐漸遠離農業起源，擺脫實

物交割的束縛，有一樣東西卻始終保持

不變：公開叫價。我尋求的答案非常容

易：在正常交易時段結束後，利用電子

交易延長期貨和選擇權的交易時段，從

而使CME市場24小時都能交易，並與公

開叫價融為一體。

為了讓CME的會員接受電子交易系

統的引入，我們的計畫必須包括三個要

素。首先，必須找到值得信任的專家加

入隊伍，幫助我們獲得技術。第二是消

除會員對電子交易的恐懼。最後一個要

素是如何提交？我發現路透集團非常願

意跟我們合作開發電子交易系統，這會

使他們成為盤後交易時段期貨報價的唯

一提供者。他們同意免費為CME建立該

系統並維持正常運作，按交易費用一定

比例收取佣金。

CME的宣告帶來整個國際期貨行業

的地震，GLOBEX的出現引發電子交易

系統的熱潮，它不僅代表一個已經成為

現實的創意，也代表期貨市場權威的官

方認可－－自動化是期貨市場必不可少

的附屬物。

1987年股市大崩盤，我們的市場成

為反對指數期貨論點的犧牲者。這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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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子交易延長期貨和選擇權的交易時段，

從而使CME市場24小時都能交易，

並與公開叫價融為一體。



主要來自兩種期貨市場操作策略：指數

套利和三巫日（triple witching，譯注：

指數期貨、指數選擇權及個股選擇權三

個金融衍生性商品的季度合約同時到

期。每年會發生四次，在到期日的最後

交易時段內平倉，使交易量放大，市場

波動加劇）。

除了那些支持徹底廢除指數期貨的

人，還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

為，我們對這種到期日現象無能為力，

建議保留目前的「星期五收市」做法。

第二種觀點支持在結算前的第三個星期

四停止交易，結算改在其後到的隔天早

上。

紐約證交所的專家都支持第二種觀

點，芝加哥大多數專家則支持目前的處

理方式。於是我成立特別委員會，從經

濟學家、范德堡大學史托爾教授提供的

數據和分析來看，我們最後的結論是：

紐約證交所的觀點可能是正確的。

於是我們建議修改結算程序，1987

年6月獲得聯邦監管機構批准後，CME

和NYSE共同實施這次變革，對部份到

期合約修改結算方式，結算價格根據第

二天早上NYSE的特別開盤價而定。自

那以後，幾乎全球所有交易所對股票指

數相關產品的結算，都採用這種程序。

在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風暴

中，美國金融界顯然沒有準備好應付歷

史上最慘烈的股市崩盤。10月19日早上

6點半，我車上的電話響了，紐約證交所

主席約翰．菲倫告訴我，有大量賣單聚

集在NYSE，準備打壓市場。

S&P期貨市場在中部標準時間早上8

點半開盤，多頭和空頭的價格同時確

定，價格並不妙。用CME術語來說，市

場下跌超過2,000點。10點半，CME的

管理訊息系統總監匯報說由於交易量巨

大，「紅色狀態」緊急結算程序已經啟

動。接下來的四小時，我們努力與市場

力量對抗。收盤鈴聲在下午3點半響起，

我感到至少痛苦可以暫停。

對於這次股災，前後大概出現了77

份報告和研究。讓我感到滿意的是，沒

有一份報告把期貨市場當作市場崩盤的

元兇。最全面的報告之一來自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財金講座教授羅爾進行的獨

立研究。

1990年六月，CME和NYSE達成一

致意見，決定共同設立相互協調的斷路

器以及能讓混亂市場得以喘息的股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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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器。在將近三年的痛苦、相互指責和

反思後，87年的大股災終於告一段落。

股市崩盤並沒有摧毀我們，反而讓我們

的市場獲得前所未有的公信。期貨市場

已經被看作是美國金融服務業一個平等

的夥伴，它代表CME歷史上極富意義的

轉折點。

CME的活動範圍不再限於芝加哥，

而是借GLOBEX的飛毯遍布全世界。那

時我已經說服CME理事會將GLOBEX的

概念轉型成一個全球系統，這樣就可以

邀請世界上其他主要交易所加入我們的

系統；路透社願意為我們設計一個精密

的GLOBEX架構。

在我心中，CME和CBOT的戰鬥毫

無意義，只是耗費鉅資而已。CBOT已

經花費2,500萬美元開發Aurora系統，我

們與路透社達成協議，無論成本多寡，

他們將負責該系統。當CBOT開發系統

費用高得難以承受，他們會了解與我們

合作的價值。由於法國期貨交易所

（MATIF）加入GLOBEX，我想是時候走

出和CBOT和解的第一步。雖然整個過

程比我預想的要長，卻達成巨大的成

果：CME、CBOT、MATIF和路透社間

達成協議，成立了GLOBEX公司。

1989年12月，我辭去全國期貨商公

會主席的職務。1990年3月，在CME理

事會一次會議中，我宣布決定在年底退

休。

離開CME舵手的位置時，我非常滿

意。成立GLOBEX是我最後的貢獻，我

想我已為會員們在跨進21世紀邁出堅實

的一步。另一個衡量標準是會員資格價

值的顯著上升，1969年當初值10萬美元

的會員資格，到我退休那天，累計的價

值已經達到150萬美元。

讚譽接踵而至，理事會給我榮譽理

事長的稱號，《芝加哥論壇報》在1990

年3月23日的社論標題是「里歐．梅拉梅

德，金融期貨之父」，給了我最高評價：

「有些人可能會說，把梅拉梅德稱為金融

奇才和預言家還為時過早，但毫無疑問

他使自己聲名遠播，而芝加哥也因此獲

益。」

（本文摘錄自左岸文化《期貨教父梅

拉梅德——從難民到巨富，我的投機人

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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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CME舵手的位置時，我非常滿意。

成立GLOBEX是我最後的貢獻，

我想我已為會員們在跨進21世紀邁出堅實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