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副主任委員鄭貞茂與

證期局局長王詠心於 1 月 11 日率領證期局

相關人員視察期交所，期交所向主委報告期貨市

場整體發展概況、近期重大業務及未來發展方向

等。主委並就期貨市場法人參與、法規鬆綁及因

應 Basel III 期交所申請成為合格結算機構等議題提

問，期望進一步協助期貨市場各項業務順利發展。

主委對期交所在業務面、商品面及策略面等

積極表現予以肯定，另主管機關亦讚賞期交所榮

獲 FOW 2017 年「全球年度交易所」大獎，期許

期交所持續提供市場高效率、全方位之服務。

金管會顧主委視察 肯定期交所表現
文╱陳嫺瑩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   金管會主任委員顧立雄（前排中）、副主任委員鄭貞茂（前排右三）與證期局局長王詠心（前排右二）於今年 1月 11日率領證期
局相關人員視察期交所。

Global Investor 雜誌特別報導 
期交所獲 FOW 2017 年「全球年度交易所」大獎

期
交所以過去一年創新及投入締造驚人之

佳績，成為第一個榮獲 FOW「全球年度

交易所」大獎的區域型交易所。主辦單位 FOW

係為國際衍生性商品統計權威機構，FOW 於今

年 1 月 出 刊 的 全 球 投 資 人（Global Investor）

雜誌「2017 年 FOW 國際獎項特別報導」中，

對期交所榮獲唯一全球首獎進行專題報導。

FOW 在該報導指出，期交所在商品創新及國

際合作方面表現亮眼，繼 2016 年 6 月推出首檔

匯率選擇權且為全球首檔離岸人民幣匯率選擇權

商品；11 月推出歐元兌美元、美元兌日圓兩檔

文╱陳浩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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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期貨和國際合作之境外指數商品－印度 Nifty 

50 期貨，更於 2017 年 5 月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合作推出新臺幣計價之美國標普 500 期

貨及美國道瓊期貨，擴展其境外股價指數商品線。

在資訊系統方面，期交所自行開發之第 5

代交易系統上線後，不僅使得尖峰處理容量大

幅提升至兩倍，由原每秒撮合 24,000 筆提升至

48,000 筆，並將延遲時間縮短為原來的四分之

一。此外，期交所新推出之盤後交易，於上線後

首月交易量即占日盤比重達 6％。期交所綜合商

品研發、資訊提升至國際業務拓展等整體表現突

出，超越國際各大交易所，獲評審青睞拿下「全

球年度交易所」殊榮，不僅是對臺灣期貨市場的

肯定，更進一步提升臺灣資本市場國際知名度及

能見度。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代表期交所領取
FOW 2017年「全球年度交易所」獎座。

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TAIFEX

FOW 網站及 Global Investor 雜誌特別報導摘錄

The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is the first second tier regional 

exchange to take home the 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 award 

after an astonishing year of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During the 

judging period, the exchange launched its first currency options 

contract, the world's first exchange traded offshore USD╱RMB 

options, a suite of FX futures, Nifty futures and Taiwan dollar 

denominated S&P 500 and DJIA futures. It also comple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inhouse built trading system doubling 

capacity to 48,000 order per second and cutting latency to a 

quarter of what it was previously and began an after-hours trading 

session with volumes of 6% of total trading volumes within a month of launch.

 

資料來源：Global Investor雜誌（2017年 12月╱2018年 1月）第 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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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舉行新春團拜 
期許期貨市場狗年再創佳績

期
交所於今年 2 月 21 日上午 10 時舉行新春

團拜，由董事長劉連煜率總經理邱文昌、副

總經理周建隆及林志成、協理陳錫琪及楊朝舜等

期交所首長，向期貨公會秘書長盧廷劼等貴賓與

期交所同仁恭賀新春，期許臺灣期貨市場狗年旺

旺來福、福杯滿溢、法喜充滿、一切順利，開創

成長新局面。

劉董事長在團拜致詞時表示，感謝主管機關

的支持，及期貨業者與期交所同仁的努力，去年期

交所推出夜盤交易，上市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普

500 期貨，今年 1 月推出英鎊兌美元期貨及澳幣兌

美元期貨，為市場注入新的成長動能，致去年期貨

市場交易量創下歷史新高，總交易量達 2.66 億口，

日均量達 108.01 萬口，成長近 10％。期交所去年

繳出亮麗成績，但是來自於國際的競爭日益增加，

劉董事長表示壓力亦是助力，國內期貨市場仍有很

大成長空間，期許期貨市場今年更上一層樓，新的

一年將持續與期貨業者通力合作，推動商品多元化

與制度國際化，目前重點發展目標為推出原油期貨

及接軌國際之相關交易結算制度等。

盧秘書長隨後致詞時，期交所近年來努力推

出多項新商品與新制度，期貨業者的業務隨之成

長，去年繳出不錯的成績。今年期貨業將持續與期

交所一起努力推動新商品上市，提供交易人更多交

易選擇，共同驅動期貨市場進一步成長，同時亦將

針對期貨商品特性，加強風險控管，以維持整體交

易市場之安全與穩固。最後，期許未來一年期交所

與期貨業者繼續攜手合作，帶領臺灣期貨市場邁向

另一高峰。

文／廖進和（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   期交所舉行新春團拜，由董事長劉連煜 (左三 )、總經理邱文昌 (右三 )、副總經理周建隆 (右二 )、副總經理林志成 (左二 )、協理陳錫琪 (右
一 )、協理楊朝舜 (左一 )及期貨公會秘書長盧廷劼 (中 )與期交所同仁一齊恭賀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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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 
匯率期貨　隆重上市

期
交所於 1 月 22 日盛大舉辦「英鎊兌美元及

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上市慶祝典禮」，包括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外

交部歐洲司科長吳宜侃、澳洲在台辦事處副代表

徐佩儀（Ms. Eliza Chui）、英國在台辦事處處長

辛格曼（Mr. Mandeep Singh Gill）、期貨公會理事

長糜以雍以及期貨商、證券商董事長及總經理等

逾百位貴賓親臨祝賀，冠蓋雲集。上市典禮在輕

快活潑具有歡慶意義的英式傳統吉格舞蹈精彩演

出下揭開序幕，並由貴賓共同揭開「英鎊兌美元

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上市成功」大型氣球，隨

即飄出眾多色彩繽紛的氣球與彩帶，在熱鬧氣氛

中歡慶 2 項新商品上市。

金管會鄭副主委致詞時表示，英鎊及澳幣不

僅在臺灣外匯市場中為交易量前五大標的，在海外

留學市場中，澳洲及英國也是學生最嚮往留學的

第 2 名及第 4 名，可以想見市場對英鎊及澳幣的

需求逐日提高。英國自宣布脫歐以後，即積極推動

法規鬆綁及發展金融科技，以維持倫敦金融中心之

角色，尤其與金管會在基礎建設等融資上均有密切

交流；至於澳洲則是維持經濟正成長近 30 年，並

積極發展金融科技，設立監理沙盒。因此，期交所

此次推出英鎊兌美元、澳幣兌美元兩項匯率期貨商

品，不僅可提供民眾避險，也可讓金融機構連結此

兩項商品，提供交易人更好的服務。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致詞時表示，期交所持

續推動商品多樣化及制度接軌國際。在商品多樣

化方面，匯率類商品為期交所「三足鼎立」商品

發展策略其中之一，期交所考量臺北外匯市場外

幣對外幣交易量前五大標的為人民幣、歐元、日

圓、英鎊及澳幣，為適切提供市場避險需求，於

2015 年 7 月上市第一檔匯率期貨－人民幣匯率期

貨，並陸續推出人民幣選擇權及歐元、日圓匯率期

貨，其中因人民幣匯率選擇權為全球首檔以人民

文╱謝怡昇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   期交所「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上市慶祝典禮」由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右四）、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左二）、外交
部科長吳宜侃（右二）、英國在台辦事處處長辛格曼（Mr. Mandeep Singh Gill,右一）、澳洲辦事處副駐台代表徐佩儀（Ms. Eliza Chui,
左一）、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右三）及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三），共同啟動慶祝儀式，祝賀新商品上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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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期貨市場 2017 年表現亮眼。為感謝全體

同仁的辛苦奉獻，期交所於今年 1 月 19 日

晚間假板橋凱撒大飯店，舉辦歲末聯誼會。

包括總統府資政吳榮義等期交所前任董事

長、金管會顧主委立雄、副主委鄭貞茂、證期局

局長王詠心、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期交所董

監事及交易業務、結算業務、紀律三大委員會委

員等貴賓均到場與期交所同仁聯歡，會中並由董

事長劉連煜頒獎表揚年度績優經理人及同仁。

期交所舉辦歲末聯誼會
文╱蔡德曠 （期交所管理部組長）

▲ 期交所於「歲末聯誼會」表揚年度績優經理人（左圖）及績優同仁（右圖），由董事長劉連煜頒獎予以肯定。

幣計價之離岸人民幣匯率選擇權商品，因此獲得

FOW 2017 年「全球年度交易所」獎之最高榮譽。

1 月 22 日再上市英鎊及澳幣兩檔匯率期貨後，匯

率類商品增加至 8 項，不僅匯率類產品線更加完

整，亦可發揮群聚效果。

另外，在制度接軌國際方面，期交所 22 日

同步推出「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新制，

目的是為防範因市場發生程式交易致錯誤下單或

胖手指或委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所造成之盤中

價格異常波動情事，且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OSCO）及美國期貨業協會（FIA）亦建議交易

所應建置價格穩定機制。該新制上線初期先適用

於臺股期貨及小型臺指期貨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含

跨月價差），未來將逐步增加適用之商品，將可

進一步強化期貨市場價格穩定。

▲ 金管會副主委鄭貞茂（左）及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右）於「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上市慶祝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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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交所代表團赴泰國參加 1 月 25 日至 26 日

舉辦之第 21 屆期貨市場協會（AFM），本

次年會主要議題包括泰國金融業的發展現況、亞

太地區交易所之發展現況及展望、全球交易所面

臨的機會與挑戰等。期交所黃定容經理亦受邀擔

任其中兩場座談會與談人，除介紹期交所商品成

功經驗，亦就新興市場交易所之發展現況分享其

見解。會議期間，期交所代表會晤泰國期貨交易

所、河內證券交易所、印尼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交

易所等代表，就我國推動南向政策之機會及可行

方向交換意見；此外，亦與甫簽署雙邊合作暨資

訊交換備忘錄（MOU）之白俄羅斯商品交易所代

表 Mr. Aliksandr Bashliy 就雙方未來之合作方向進

行初步意見交流。

期交所赴泰國參加 AFM 年會
文╱陳君鐸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期
交所於今年 1 月 30 日舉辦歲末記者聯誼會，

董事長劉連煜於會中表示，臺灣期貨市場

去年在新商品及夜盤交易注入新動能之下，期交

所交易量再度創下歷史新高，臺灣期貨市場交易

量達到 2 億 6,570 萬 5,669 口，日均量為 108 萬

104 口，較 2016 年成長 9.05％，連續第四年突破

2 億口的交易量。

由於近年優異表現，期交所於去年 12 月榮獲

FOW 2017 年「全球年度交易所」國際首獎的肯

定，成為第一個獲此國際首獎的區域型交易所。

FOW於近期出版得獎特別報導以「贏者全拿」（The 

Winner Takes it All）肯定期交所過去一年在商品

創新、資訊科技、夜盤交易及國際合作等各方面

的努力。

劉董事長表示，展望今年，期交所仍將不斷

努力於商品面、制度面及資訊面等各項業務，以

達到「活絡期貨交易，服務實質經濟，美好社會」

的目的，包含持續推出匯率期貨、國外指數期貨

及原油期貨等新商品、編製人民幣匯率期貨指數、

分階段實施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擴大夜

盤交易適用商品、規劃建置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機制以及提供期貨商主機共置服務等，

另將延續「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及「落實金融

業回饋社會」理念，規劃一系列公益活動，以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

劉董事長展望新年新目標
期交所歲末記者聯誼會

文╱謝怡昇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  期交所經理黃定容（右二）於第 21屆期貨市場協會（AFM）
年會期間與 AFM主席 Mr. Chris Sturgess（左二）及 AFM秘
書長Ms. Krisztina Kasza（右一）合影。

▲  劉董事長於歲末記者聯誼會展望新年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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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鼓勵法人機構從事期貨交易，進行避險

及增益，以提升法人機構在期貨市場之

參與比重，期交所於 2015 年創設「期貨鑽石

獎」，舉辦三屆以來，金融業熱烈迴響，期交

所持續舉辦「第 4 屆期貨鑽石獎」，活動期間

自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

第 4 屆活動辦法與第 3 屆主要差異有 4

項，包含為鼓勵期貨經紀商推廣我國期貨市場

商品予外資，特增設「期貨經紀商外資交易量

鑽石獎」；針對對我國期貨市場發展有貢獻或

足為表率者之外資或上市櫃公司等增設特別貢

獻獎；匯率類商品造市績效鑽石獎整合分類為

期貨自營商及銀行業兩大類；另酌予調整每一

獎項之名額，以提高本獎項之獲獎殊榮。

本屆活動針對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

人、期貨自營商、期貨經理事業、期貨信託事

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銀行業、保險業及證

券業等設置交易量鑽石獎，其中期貨經紀商、

期貨交易輔助人、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業另

設置交易量成長鑽石獎；在期貨信託事業及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部份，亦設置基金鑽石獎，餘

獎項尚包含匯率類商品造市績效鑽石獎及法人

機構特別貢獻鑽石獎等，合計 22 種獎項，60

個以上獎額，詳情請參見期交所網站。

期交所「第 4 屆期貨鑽石獎」活動展開
表揚對期貨市場貢獻卓越之期貨商、期貨
交易輔助人及法人機構
文╱廖進和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
交所於 1 月 22 日推出英鎊兌美元匯率期貨

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期交所於此二商品

上市當日起，針對國內自然人、法人機構與期貨經

紀商推出獎勵活動，藉以提高市場對英鎊兌美元匯

率期貨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之認識與參與。

在自然人方面，對此二新商品皆各設計三項

抽獎活動，包含上市首日時時抽及首週日日抽，

另尚有上市首季月月抽，當月每成交 5 口就有 1

次抽獎機會，每月抽出 5 名，每名 3 仟元獎金。

另期交所為鼓勵法人機構善用匯率期貨避險

與增益，凡法人機構向期交所報名參加本活動，

其日盤日均量達不同門檻將可享手續費折減 6 成

與 8 成；夜盤則所有交易口數皆享手續費折減 6

成之優惠。此外，在期貨經紀商部分，設置之獎

項包含交易獎、實動帳戶獎、業務員獎等，活動

辦法請上期交所網站查詢。

英鎊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交易
獎勵活動起跑
文╱黃筠芸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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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 2018 年第 1 季五大交易獎勵活動
熱烈舉辦中

為
鼓勵期貨業者、法人機構及一般交易人踴躍

參與臺灣期貨市場交易，期交所第 1 季舉

辦包括「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法

人機構」、「夜盤交易」、「匯率期貨」及「國

外指數期貨」等共五大交易獎勵活動（說明如下

表），相關內容可上期交所網站右下方「獎勵補

助活動」專區查詢。

文╱鄭醒華 （期交所交易部研究員）、矯恒杰、謝怡昇、黃筠芸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對象 獎勵內容

夜盤獎勵：每月每成交 1,000 口、5,000 口，可分別獲得「月月抽加碼獎」、「月月抽爭霸獎」

抽獎機會，中獎者各可獲得 2 萬元、5 萬元獎金。總計有 33 個中獎名額。

匯率期貨獎勵：每月交易前 200 名者，可獲全家便利商店 100 元購物金。另每成交達一定口數，

可獲 1 次 iPad Pro 或 iPhone X 之抽獎機會，每月共計 4 名。總計有 612 個中獎名額。

國外指數期貨獎勵：依商品別每成交達一定口數，可獲 1 次 3 千元獎金或 iPhone X 之抽獎機會，

每月共計 32 名。總計有 96 個中獎名額。

獎勵標的：包含國內股價指數期貨、臺指選擇權、股票期貨、ETF 期貨、ETF 選擇權、匯率類

商品、國外指數類商品及黃金類商品。

獎勵方式：當月交易獎勵標的之日盤、夜盤日均量達所訂標準者，分別給予手續費折減。另夜

盤占日盤之日均量達一定比率者，再進一步提供日盤進階折減誘因。

日盤獎勵：各 FCM 及 IB 當月日盤日均量與活動基期（2017 年）日盤日均量相較，成長達 2%

以上者，依日盤月交易總量給予手續費折減 5% ～ 16%。

夜盤獎勵：

1. 各 FCM 及 IB 當月夜盤日均量與活動基期（2017 年 7 至 12 月）夜盤日均量相較，成長達 2%

以上者，依夜盤月交易總量給予手續費折減 5% ～ 25%。

2. 夜盤交易量前 12 名之期貨經紀商業務員、前 50 名之期貨交易輔助人分公司經理人及業務

員設有相關獎項。

匯率期貨獎勵：當月各 FCM（含所屬 IB）之交易量成長、新增實動帳戶及持續交易帳戶達標準

者，該公司可依獎項別獲頒不等之獎金。

國外指數期貨獎勵：當月 FCM（含所屬 IB）之交易量及實動帳戶成長達標準者，該公司及業務

員可依獎項別獲頒不等之獎金。

法
人
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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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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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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