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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期貨 On-Line 模擬交易競賽活動辦法 

一、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 

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 

二、 協辦單位 

經濟日報 

經期交所核准取得參賽資格之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以下簡稱 IB） 

三、 活動目的 

為協助期貨業者開發潛在客戶，並增進客戶對於期交所上市之期貨與選

擇權商品暨相關交易結算流程之認識及運用，特舉辦本活動。 

四、 參加對象 

年滿 20 歲且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之自然人，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從未開立國內期貨帳戶者。 

(二) 101 年(含)以後初次開立國內期貨帳戶者。 

五、 競賽期間 

102 年 9 月~11 月，分為 3 個競賽期間，各競賽期間成績獨立計算，參

賽者可參與不同競賽期間，惟需個別報名。 

(一) 競賽期間 1：102 年 9 月 2 日~9 月 30 日。 

(二) 競賽期間 2：102 年 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 

(三) 競賽期間 3：102 年 11 月 1 日~11 月 29 日。 

六、 競賽時間 

期交所公告之交易時間。 

七、 競賽商品 

(一) 臺股期貨(限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二) 小型臺股期貨(限週契約、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三) 股票期貨(限期交所每月公告之造市標的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四) 臺指選擇權(限週契約、最近月及次近月契約)。 

八、 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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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由業者向期交所提出申請，並取得參賽資格 

期貨商及 IB 總公司需於 5 月 10 日(週五)前，填具申請表(附件 1)，

向期交所提出申請，並於 5 月 31 日(週五)前建置完成各該公司網站

首頁之活動專區，與期交所競賽活動專區進行連結後，始取得參賽

資格。 

提出申請業者之活動專區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本競賽活動辦法 

2. 競賽報名 

3. 開始競賽 

4. 虛擬交易所操作教學 

5. 各業者辦理 102 年期貨 On-Line 模擬交易宣導活動場次(詳期交所

「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 102年期貨On-Line模擬交易宣導

補助辦法」) 

(二) 再由參賽者透過已取得參賽資格之業者進行網路報名 

參賽者需透過已取得參賽資格之期貨商或 IB 活動網頁進行報名，並

填寫相關基本資料，完成開立模擬交易競賽帳戶後，始得參與競賽。 

各競賽報名期間為： 

1. 競賽期間 1：102 年 7 月 1 日~9 月 30 日。 

2. 競賽期間 2：102 年 7 月 1 日~10 月 31 日。 

3. 競賽期間 3：102 年 7 月 1 日~11 月 29 日。 

（註：參賽者僅限於 1 家期貨商或 IB 開立 1 個模擬交易競賽帳戶。） 

 

九、 競賽獎項及內容 

(一) 業者獎 

1. 分為期貨商組及 IB 組分組競賽。 

2. 參賽人數 

以各期貨商及 IB 分配參加期交所「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

102 年期貨 On-Line 模擬交易宣導補助辦法」之場次乘以 50 人，計

算各業者參賽人數，明細詳附件 2。 

3. 競賽成績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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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2 年 9 月 

依下列 i~iv 項目分數加總後，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第 3 位四捨

五入)。 

i. 宣導場次達成情形＝(截至該競賽月底，獲配場次之實際辦理

場次/獲配場次)*100 分*20%，各業者之獲配場次全數辦理完

成可得 20 分。如實際辦理場次超過獲配場次，每增辦 1 場加

1 分，本項最高以 35 分為上限，惟增辦場次不予補助，且增

辦之營業據點不得與已辦理完成宣導之營業據點重複。 

ii. 報名情形＝ (截至該競賽月底競賽報名人數 /獲配參賽人

數)*100 分*20%，以 20 分為上限。 

iii. 交易情形＝(該競賽期間交易天數達 15 天，且總交易口數達

30 口以上之參賽人數/獲配參賽人數)*100 分*30% ，惟參加

最後結算之口數不列入交易口數計算，本項以 30 分為上限。 

iv. 報酬情形＝(截至該競賽月底，期末報酬率達 10%以上之參賽

人數/獲配參賽人數) *100 分*30%，以 30 分為上限。 

(2) 102 年 10、11 月 

依下列 i~iii 項目分數加總後，計算至小數點第 2 位(第 3 位四捨

五入)。 

i. 報名情形＝ (截至該競賽月底競賽報名人數 /獲配參賽人

數)*100 分*35%，以 35 分為上限。 

ii. 交易情形＝(該競賽期間交易天數達 15 天，且總交易口數達

30 口以上之參賽人數/獲配參賽人數)*100 分*35% ，惟參加

最後結算之口數不列入交易口數計算，本項以 35 分為上限。 

iii. 報酬情形＝(截至該競賽月底，期末報酬率達 10%以上之參賽

人數/獲配參賽人數) *100 分*30%，以 30 分為上限。 

4. 獎項 

各競賽期間，前三名之期貨商及 IB 各分別可獲得新台幣 6 萬元 、

5 萬元 、4 萬元獎金及獎狀 1 只。 

(二) 交易人獎 

1. 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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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參賽者參與本競賽，各競賽期間交易天數達 15 天，總交易口數

達 30 口以上(參加最後結算之口數不列入交易口數計算)，且期末報

酬率達 10%以上，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2. 獎項 

(1) 特獎：每月 2 名，各可獲得新 HTC One 旗艦機 32G 手機 1 支。 

(2) 頭獎：每月 4 名，各可獲得 Apple iPad mini 32G Wi-Fi 1 台。 

(3) 普獎：共 250 名，各可獲得經濟日報 3 個月份。  

十、 模擬交易競賽之特殊規則 

模擬交易競賽之交易與結算規則，與現行國內期貨相關規則相同，另專

屬本競賽之特殊規則如下： 

(一) 原始投資金額 

各競賽期間原始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100 萬元。(由系統自動給定新台

幣 100 萬元為原始投資金額，所有模擬交易成本、保證金及交易損

失均由此支應)。參賽者需先登入個人競賽帳戶，點選「帳戶出入

金」，將銀行帳戶之新台幣 100 萬元撥轉至台幣保證金帳戶，完成

入金後始可交易。 

(二) 交易成本（交易稅同現行規定） 

1. 期貨：手續費每口新台幣 150 元。 

2. 選擇權：手續費每口新台幣 100 元。 

(三) 交易方式 

參賽者經由期貨商或 IB 活動專區連結至期交所線上虛擬交易所進

行網頁下單，或下載「Taifex 下單機」進行下單。 

(四) 盤前(8：30~8：45)下單 

依期貨市場 8：45 集合競價開盤價格與數量，模擬見價、見量成交。 

(五) 盤中(8：45~13：45)下單 

依期貨市場逐筆成交價量，及委買、委賣價量，模擬見價、見量成

交。 

(六) 保證金 

1. 以期交所公告之保證金收取標準為主，並以 SPAN 計算保證金。 

2. 低於維持保證金，將發出追繳通知，且需於 2 小時內補足至原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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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或自行選擇部位進行砍倉。2 小時後，若持續低於維持保證

金且仍於交易時間內，系統將以市價單就損失最多之部位依序砍

倉，直到回復至原始保證金水準為止；若交易時間已結束，系統將

於次交易日開盤時，以市價單將帳戶所有部位全數帄倉。 

3. 若保證金低於原始保證金 25%以下，系統將以市價單將帳戶所有

部位全數帄倉。 

十一、 得獎注意事項 

(一) 業者組競賽隊伍如遇總分相同，則依序比較下列項目分數高低決定

名次，若比較至最末項分數仍相同時，則以抽籤決定： 

1. 9 月：(1)交易情形；(2)報酬情形；(3)宣導場次達成情形；(4)報名

情形。 

2. 10、11 月：(1)交易情形；(2)報酬情形；(3)報名情形。 

(二) 交易人獎項同一月份特獎與頭獎得獎者不可重複。 

(三) 本活動之得獎公司及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公布其公司名稱及得獎

者姓名於本活動網站(得獎者姓名將進行部分隱藏處理)。 

(四) 如有因填寫資料不實或不正確致主辦單位無法通知得獎者時，主辦

單位不負任何責任。 

(五) 若得獎者資格不符或因填具之資料與本人持有之身分證件不符時，

其獎項不予頒發且不予遞補。 

(六) 為維護得獎者權益，避免他人冒領獎項，獎金一律開立抬頭為得獎

公司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支票一律寄送至得獎公司總公司地址。

另寄送獎品至得獎者報名時所提供之地址，主辦單位不接受其他指

定地址及收件人。另交易人獎普獎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將其姓名

及地址提供予經濟日報，以利送報作業。 

(七) 依所得稅法規定，如得獎者屬自然人且獎金或獎品總價超過新台幣 2

萬元，或得獎者屬公司法人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扣繳 10%所得稅，

並由主辦單位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如本競賽交易人獎項得獎者領取

之獎品總價超過新台幣 2 萬元，應於主辦單位通知得獎之日起 15 天

內，繳交獎品總價之 10%現金於主辦單位指定帳戶，作為扣繳 10%

所得稅之用，並應於主辦單位通知得獎之日起 1 個月內領取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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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視同放棄。 

十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本虛擬交易所系統供應商之員工不得參加本

活動。 

(二) 本活動若因故無法進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

停活動之權利。 

(三) 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並

保留變更競賽活動辦法及獎金、獎品內容之權利。 

(四) 如有任何因電腦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登錄

或傳輸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損毀之情況，致使

參加者無法參加本活動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參加者亦不得

因此提出任何異議。 

(五) 如本虛擬交易所系統因任何因素，導致價格錯誤、延誤、撮合機制

失效，主辦單位得視情形，宣布某特定期間交易無效，成績不列入

計算，參賽者成績回復至主辦單位指定之競賽期間特定日收盤後狀

態，以該收盤後狀態繼續進行競賽。 

(六) 參賽者應遵守期貨市場相關法令及期交所規章。若參賽者有操縱期

貨市場嫌疑或異常交易等舞弊情形，為保障競賽之公帄，主辦單位

除依相關規定辦理外，另將視情況取消參賽者競賽資格並剔除帳

號，且追回已領取之獎項並保留求償權利。 

(七) 有關本次競賽活動參賽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將依中華

民國相關法律規定，並供主辦單位、提供該參賽者活動網頁之期貨

業者，及經濟日報於本次活動及未來辦理相關業務推廣使用。 

(八) 客服專線 

1. 活動辦法相關問題：(02)2369-5678 期交所交易部萬小姐(分機

116)、謝小姐(分機 132)、徐小姐(分機 204)、楊小姐(分機 258)及矯

先生(分機 121)。 

2. 系統設定及模擬交易相關問題：(02)2552-6004；客服信箱：

sim-service@taifex.com.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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