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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第 3 季人民幣匯率期貨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 

壹、 主辦單位：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本公司) 

貳、 活動目的：為鼓勵造市者及具報價能力之法人機構積極參與本公司人民幣

匯率期貨報價及交易，特舉辦本活動。                

參、 活動期間：自 104 年 7 月 20 日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得視市場狀

況調整活動時間。 

肆、 獎勵對象：本公司人民幣匯率期貨造市者(無頇報名)及欲從事人民幣期貨

報價之法人機構，其中法人機構自即日起向本公司報名（報名

表如附件），並提供交易帳號及代表公司進行雙向報價之交易

員名單一名。 

伍、 獎勵標的：本公司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RTF)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

期貨(RHF) 

陸、 活動方式： 

一、 報價獎： 

(一) 獎勵標準：同時對 RTF 及 RHF 進行報價，並符合以下規定符合上述

者 

1. RTF 及 RHF所有月份契約，平均每個契約每日買賣雙邊報價時

間達 4 個小時以上； 

2. 買賣報價之價差不得高於： 

報價契約 價差 

近月、次近月及第 1季月、第 2季月契約 30 ticks 

第 3季月、第 4季月契約 40 ticks 

3. 買進及賣出申報數量 RTF 不得低於 25 口，RHF 不得低於 5 口； 

4. RTF 及 RHF當月交易量合計達 500 口以上。(7 月份交易量為所

列標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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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價成績計算：  

1. 計算原則：提供雙向報價時間愈長、買賣報價價差愈小、買賣申

報口數越高者成績愈高。 

每日報價成績= (Σ當日各月份人民幣匯率期貨契約之報價單維持

秒數(秒)×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1
×買賣申報口數權數2

)  

每日平均報價成績=Σ(每日報價成績)/當月交易天數 

2. 報價成績計算範例： 

例：某造市者於 104/7/28 人民幣匯率期貨報價情形與當日成績計算如下： 

 

(三) 獎項：申請擔任本公司 RTF 及 RHF之造市者，及報名核准之機構法

人於活動期間符合獎勵標準，每月成績前 5 名依序頒發下列獎項3：

(104 年 7 月份獎勵金為所列標準 60%、交易量為所列標準 50%) 

                                                 
1
 買賣價差 ticks＝(賣價－買價)/0.0001，買賣價差 ticks 權數表如下： 

買賣價差比例  

權數  近月、次近月及第 1 季

月、第 2 季月契約 
第 3 季月、第 4 季月契約 

A≤8ticks  A≤12 ticks  6  

8 ticks<A≤15 ticks  12 ticks<A≤20 ticks  4  

15ticks<A≤22 ticks  20 ticks<A≤30 ticks  2  

22 ticks<A≤30ticks  30 ticks<A≤40ticks  1  

 
2
 買賣申報口數權數表如下： 

   買賣申報口數 
權數 

RHF RTF 

11 口以上 31 口以上 2 

6 口至 10 口 26 口至 30 口 1 

 



3 

 

第一名：新台幣 25 萬元整。 

第二名：新台幣 20 萬元整。 

第三名：新台幣 18 萬元整。 

第四名：新台幣 15 萬元整。 

第五名：新台幣 12 萬元整。 

       為第一名者，當月成交口數頇達 1,200 口；第二名者，當月成交口數

頇達 1,000 口；第三至五名，當月成交口數需達 500 口。若未達前述最

低成交口數，則依實際符合之最低成交口數所對應之最高名次發放獎

金。 

二、 成交加值獎：獲頒報價獎之得獎人，且依當月獎勵標的合計成交量達

1,000 口以上者，按其交易量排名，再頒發下列獎額：(104 年 7 月份獎

勵金為所列標準 60%、交易量為所列標準 50%) 

第一名：新台幣 15 萬元整。 

第二名：新台幣 12 萬元整。 

第三名：新台幣 8 萬元整。 

三、 交易員獎：於活動期間內每月獲頒報價獎前三名之造市者其所屬交易

員，依名次可獲頒下列獎額： 

第一名：新台幣 5 萬元整。 

第二名：新台幣 3 萬元整。 

第三名：新台幣 2 萬元整。 

四、 達陣獎：若達報價獎獎勵標準，但未獲報價獎或報價成交加值獎者，

其 RTF及 RHF 交易量合計達 500 口以上者，各可獲得新台幣 10 萬元

獎金4。(104 年 7 月份獎勵金為所列標準 60%、交易量為所列標準 50%) 

 

 

 

 

 

                                                                                                                                                                  
3
 獲頒報價獎之成績相同時，則依先達成者決定名次順序，其他獎項之標準亦相同。 

4
 達陣獎依報價成績排名，至多取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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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則 

一、經查如屬安排之交易量，其交易量不予列入成績之計算外，參加者之交

易若有不合法規規定者，本公司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依相關市場管理

規定辦理。 

二、本活動得獎者之獎金以支票頒發，如得獎人屬自然人且得獎獎金超過新

台幣 20,000 元或屬公司法人者，由本公司代為扣繳 10%之所得稅。 

三、得獎者應於本公司通知領獎後 1 個月內領取獎金，逾期視同放棄。 

四、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本公司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並得依實際狀

況修改、增加或刪除其內容。 

五、本辦法內容若有任何異動，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告並於即日起生效，不另

行個別通知。 

六、本活動相關訊息及公告，請參考本公司網站 www.taifex.com.tw。 

七、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公司交易部邱瑜明小姐 

    電話：2369-5678#136  E-Mail：megchiu@taifex.com.tw。 

http://www.taifex.com.tw/
mailto:megchiu@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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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 

人民幣匯率期貨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報名表 

 

 

機構名稱  

交易帳號 期貨商：                        帳號： 

交易員姓名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傳真：＿＿＿＿＿＿＿＿  

聯絡 e-mail：＿＿＿＿＿＿＿＿  

 

公司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有關本交易獎勵活動之相關訊息，請參考本公司網站公告 www.taifex.com.tw 或洽 臺灣期

貨交易所  交易部  邱瑜明小姐   電話:2369-5678 分機 136          傳真:2369-3689                   

E-mail：megchiu@taifex.com.tw 

＊請將填具完成之報名表傳真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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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第 3 季人民幣匯率期貨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 

參加機構聯絡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因本人所任職之公司向  貴公司申請「104 年度第 3 季人民幣匯率期

貨法人機構報價獎勵活動」（以下簡稱獎勵活動），而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

人資料。 

        本人同意  貴公司就本人個人資料之蒐集範圍為本人之姓名、電話及        

E-mail，蒐集時間由本人提供之日起至獎勵活動結束後 5 年止。 

本人知悉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本人之個人資料行使查詢或

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及請求補充或更正之權利，另於 獎勵活動結束後 5

年，本人得請求  貴公司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