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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活 動 要 聞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從Global Investor集團董事Mr. William Mitting(右)手中接下「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及
「Exchange of the Year, Asia-Pacific」獎座。

期交所勇奪FOW 2017年「全球年度交易所」殊榮

期
交所於國際獎項評比中再傳捷報，以優異表

現，取勝共同入圍角逐的各區域年度交易

所，勇奪FOW 2017年國際獎項之最高榮譽「全球

年度交易所(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最大

獎，這是期交所繼今(2017)年9月獲得2017「亞洲

資本巿場獎項」之「年度交易所」獎項後，再度

於國際舞台，大放異彩。

12月6日在倫敦舉行的FOW 2017年國際獎

項頒獎典禮中，期交所首先取勝香港、新加坡及

日本等亞洲主要交易所，獲頒亞太區年度交易所

(Exchange of the Year, Asia-Pacific)獎項，之後，

更再與歐洲、美加、中南美等各區域年度交易所

得主，分別為歐洲區之歐洲能源交易所(EEX)、美

加區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中南美區之巴西

交易所(B3)，競逐「全球年度交易所」獎項。因期

交所商品研發、資訊科技乃至國際合作之卓越成

就，成功脫穎而出，贏得此殊榮。

期交所劉董事長受獎時，受到所有與會人士

歡呼喝采，劉董事長致詞時表示期交所得獎，絕非

僥倖，期交所從商品多樣化、到國際業務拓廣，再

到系統效能提昇，不僅帶動巿場持續維持一定規模

成長，更大幅吸引國際，外資比率達到歷來新高。

此外，期交所並展現了其雖身為區域型交易所的地

位，且在各大型交易所環伺的全球市場中，扮演不

容忽視之舉足輕重的地位。臺灣期貨巿場近年來的

蓬勃發展，展現了無限潛力及商機，全球投資人不

僅應持續關注，更應積極參與臺灣資本市場。

FOW成立超過30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為

國際肯定之期貨與選擇權研究統計機構。FOW國際

獎項係由全球衍生性商品領域專業人士組成之委員

會進行評選，深受全球各大衍生性商品交易所、結

算機構、銀行、期貨商及資訊公司之認可與重視。

FOW每年分別於9月在亞太及中東、非洲等區域選

出一家年度交易所，年底時再於各區域交易所得

主中，包括歐洲、美加、中南美及亞太地區，再遴

選一家交易所，頒予最高榮譽獎-「全球年度交易

所」，以表彰在商品研發、資訊科技及國際合作中

整體表現最為卓越者，本次期交所能夠獲評審委員

青睞，擊敗強勁的競爭對手，不啻肯定期交所對臺

灣期貨巿場的耕耘，成果豐碩，亦具有一定國際指

文／陳浩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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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勇奪FOW 2017年「全球年度交易所」殊榮

標意義，象徵期交所具有國際級交易所的地位。

劉董事長演講時也表示，期交所榮獲「全球年

度交易所」大獎，主要歸功與多家國際交易所策略

聯盟推出國際合作商品，建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之

連結，包括與日本交易所(JPX)及印度國家證券交易

所(NSE)合作推出TOPIX及NIFTY50指數期貨，更與芝

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攜手上巿美國標普(S&P 500)及

美國道瓊指數期貨；另一方面將行銷觸角也擴展全

球，授權德國交易所(DBAG)於海外地區行銷期交所行

情資訊等。此外，期交所致力提供交易人更多元化的

商品，在過去一年來推出全球首檔人民幣匯率選擇權

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此外，更

與國際接軌成功推出夜盤交易。而提昇交易效能之第

5代交易系統也適時推出，凡此均有助提昇期貨市場

之整體表現。臺灣期貨巿場近年來的蓬勃發展，展現

了無限潛力及商機，全球投資人不僅應持續關注，更

應積極參與臺灣資本市場。

期交所榮獲FOW 2017年「亞太區年度交易所」得獎感言   (劉董事長代表致詞)

Thank you FOW, everybody.
It’s a great honor for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to receive the “Exchange of the Year, Asia-Pacific” award. I would like to thank 
FOW and Global Investor for recognizing our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organizing such a wonderful event.
Over the past year, TAIFEX has made several breakthroughs and reached new highs, including the listing of the first RMB FX 
options; a number of new foreign index futures, such as the NIFTY 50, Dow Jones and S&P 500; upgrading our IT systems; and 
successfully launching an after-hour trading sessio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 more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with a variety of products, a highly efficient system 
and mor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We welcome all investors around the world to join TAIFEX, which has unlimited potential, meaning unlimited chances.
Thank you.

期交所榮獲FOW 2017年「全球年度交易所」得獎感言   (劉董事長代表致詞)

Unbelievable!
Thank you, everybody.
It’s my great honor and pleasure to stand on this stage for the second time to receive the “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 award.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highest appreciation to FOW and Global Investor once again for acknowledging our efforts and 
performance.
While Confucius once said that “Pride hurts, modesty benefits”, I still want to say that it is fair for us to receive the award of 
“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 This is becaus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has worked so har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utures market.
From my personal perspective as a scholar researching securities law in the U.S. in my early days, I came to realize that because 
of the scale of local market, Taiwan needed to reach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future growth.
Therefore, with such international exposure, when I took office in September 2014, I outlined a roadmap for TAIFEX, a regional 
ex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to become more globally relevant. We had to bring greater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to Taiwan 
and the Asian derivatives markets, and to make foreign products more accessible to Taiwan investors. Through tie-ups with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 hope Taiwan has outstood itself, and made a differenc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As I said moments ago, Taiwan is a marketplace full of wonder and potential. It took us twenty years to walk this fa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rive at full speed to create our next excellence. You will find your great chances with us.
Last but not least,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in Taiwan and in Taiwan’s capital market.
Thank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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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參與「2017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金
融總會於11月11日在臺中市民廣場與臺

中市政府共同主辦「2017年金融服務愛

心公益嘉年華」活動，宣導金融知識及慈善公

益活動中，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代表捐贈善款

予臺中市之弱勢團體或社福機構。期交所在本

次園遊會中，除提供摸彩禮品予金融總會作為

抽獎禮品外，並共襄盛舉認養園遊會金融教育

區2個攤位，活動中發放文宣資料，協助民眾建立期

貨及選擇權基礎概念，了解期貨市場最新相關資訊。

另設置有獎徵答遊戲及FB尚讚-大小美人拍照有禮活

動與民眾互動，活動當日現場民眾熱烈參與，攜老扶

幼加入有獎徵答的排隊行列，達到協助民眾建立期貨

及選擇權基礎觀念及了解期貨市場最新相關資訊等寓

教於樂之目的。

他商品，首先豐富匯率類商品線，將推出英鎊期貨

及澳幣期貨，另將再努力擘劃新增「第四支腳」－

商品類期貨及選擇權，目前已推出黃金期貨及選擇

權，另將研議推出原油期貨。

除持續專注發展期貨業務外，期交所不忘善

盡社會責任，在負責人座談會中，期交所持續發揮

愛心，繼去年度高雄場負責人座談會捐贈高雄市

文／鄭醒華 (期交所交易部研究員)

▲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中)出席「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捐贈儀式，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一)代表捐贈善款予臺中市之弱勢團體或社
福機構。

期交所舉辦期貨商負責人座談會  邀請視障團體演出

期
交所於今年11月10日於臺中市舉辦年度

「期貨商負責人座談會」，會議由董事

長劉連煜親自主持，與會者包含中部地區之期

貨商及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之總公司

負責人及分公司經理人。劉董事長表示，期交

所過去兩年已規劃穩健的「三足鼎立」商品發

展策略，未來將在既有國內股價指數類主力商

品的堅實基礎之上，繼續發展匯率類商品及其

文／宋裕文 (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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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巿場之國際能見度及知名度，有相當助益。

在招商活動方面，本次期交所透過與新加坡

主要的外資機構進行一對一的會晤交流，瞭解其

參與我國期貨市場所需要之協助，並聽取其對我

國期貨市場之建議，期能提昇外資參與度，吸引

更多潛在市場參與者參與臺灣期貨市場。

▲ 期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右一)在FIA Asia年會上分享期交所在面臨全球競
爭下之成功經驗。

期交所赴新加坡參加第13屆FIA Asia年會暨辦理招商

為
推廣新商品、新制度並吸引外資積極參與

臺灣期貨市場，期交所於11月28日至30日

參加在新加坡舉辦之第13屆美國期貨業協會亞

洲年會，並由副總經理蔡蒔銓率隊於當地招商，

會中協同臺灣多家期貨商拜會新加坡當地外資機

構，推廣臺指期貨及選擇權等商品外，並宣傳今

年上線之夜盤交易及各項國際指數商品和介紹相

關新制度。

本次年會共吸引超過25個國家及

600名期貨業專業人士與會，期交所副

總經理蔡蒔銓擔任FIA Asia年會區域交易

所座談之與談人，分享臺灣期貨市場成

功經驗及未來發展策略，包括交易量持

穩於2億口之上、外資參與臺灣期貨市場

比重提高、資訊高效能及巿場管理高效

率等。期交所亦於FIA展覽會設攤，與亞

洲主要交易所及潛在交易人進行面對面

交流，積極拓展我國期貨市場，對提升

茂林國小及竹滬國小等南部地區之弱勢兒少表演團

體後，今年臺中場負責人座談會邀請百合花樂團演

出。該樂團團長陳慧芳女士為重度視障人士，其憑

藉著無比的毅力，從事表演工作及販售百合花維持家

計，其勤奮向上的精神，感動人心。期交所期望透過

善盡公益責任，讓愛心傳播到需要關懷的角落。

文／陳彥惇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左一)捐助視障團體百合花樂團，百合花樂
團團長陳慧芳女士(中)回贈感謝花束。

▲ 期交所董事長劉連煜於「2017年度期貨商負責人座談會」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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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期貨夜盤上線　越夜越美麗」
理財講座   吸引逾200位交易人參加

為
協助交易人了解最新的夜盤商機及商品特性，期交

所與東森財經台於11月4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102

廳共同舉辦「期貨夜盤上線 越夜越美麗」理財講座，吸引

逾200位交易人熱烈參與。本場講座由東森

財經台主持人楊世光擔綱主持，運通投顧總

經理葉俊敏、群益期貨協理林昌興及凱基期

貨協理顏呈賢等財經專家主講。

期交所為提供交易人更多元之交易及

避險管道，自今年5月15日推出夜盤交易，

掛牌商品包含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及

臺指選擇權、臺版美國道瓊期貨、標普500

期貨及已掛牌的6項匯率類商品。因期貨夜

盤交易時間涵括歐美股匯市交易時段，因

此當國外重要經濟金融數據發布或有重大

事件發生時，可提供即時因應最新市場情

勢預作避險之管道。

文／楊玳驊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 期交所與東森財經台於11月4日共同舉辦「期貨夜盤上線 越夜越美麗」
理財講座。

期交所參加FIA Expo 2017  行銷臺灣期貨市場

期
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率隊參加10月17日於美國芝加

哥舉辦之全球期貨業年度盛會「FIA期貨暨選擇權展

覽會」。會中期交所設攤參展，蔡副總經理受邀擔任「亞

文／陳浩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 期交所副總經理蔡蒔銓(右一)於2017年FIA期貨暨選擇權展覽會期間，
擔任「亞洲交易所論壇」之與談人。

洲交易所論壇」與談人，介紹期交所近期

發展成果，拓展海外商機。

FIA Expo 2017吸引數千位來自全球期貨

業界人士與會，以及逾百家期貨交易所、期

貨商及資訊廠商參展。期交所透過參展，面

對面服務外資客戶，大力推廣期交所各項已

取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及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核發相關許可之各項商

品，並宣傳今年推出的新商品及新制度，包

括美國標普 500 期貨與道瓊期貨兩檔境外指

數期貨新商品及夜盤交易；此外，本次並參

與論壇，與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馬

來西亞及泰國交易所代表就亞洲市場商機及

未來發展分享經驗並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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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交所與聯合晚報於12月12日在臺北國際會

議中心合辦「2018必備投資策略」理財講

座，推廣期交所匯率類、商品類期貨，總計吸

引逾200位交易人參與。本次講座邀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資深副總經理汪濟平主講「2018經濟

及金融市場展望」、臺灣銀行貴金屬部副理楊

天立主講「2018全球貴金屬投資策略」及凱基

期貨副總經理許庭禎主講「黃金期貨及匯率期

貨攻略」。

透過講者精闢的演說，在場觀眾對於期交

所匯率及商品類等期貨與選擇權商品有進一步

了解。

為
使從業人員了解期交所即將於2018年1

月22日上線之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機

制，期交所於今年11月21日至12月21日期間，

在臺北、桃園、新竹、臺中、彰化、雲林、嘉

義、臺南、高雄及宜蘭等地舉辦15場宣導說明

期
交所為鼓勵博、碩士研究生撰寫以期貨

與選擇權為主題之學位論文，舉辦「105

學年度博碩士期貨與選擇權論文獎學金獎助活

動」，共有29位研究生獲獎，包括5名博士、24

名碩士，每名各可獲3萬元、2萬元獎學金。相

關得獎名單已公告於期交所網站。

此外，為鼓勵期貨與選擇權等衍生性商

會。宣導主題除「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外，尚包

含「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資通安全宣導」及

「夜盤交易制度及交易概況」等。本次新制度宣

導說明會預計有700位以上之專(兼)營期貨商及期

貨交易輔助人從業人員報名參加。

品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期交所自2008年起發行

「期貨與選擇權學刊」，廣徵期貨、選擇權與衍

生性商品之中、英文學術論文，並自2014年起由

編輯委員會自每年刊登之文章中票選1至2篇頒發

「最佳論文獎」。今年度最佳論文由刊登於第9卷

第2期逢甲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劉炳麟及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賴雨聖兩人合

著之「臺灣50 ETF之期貨避險績效」獲獎。

期交所辦理2017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新制度宣導說明會

「105學年度博碩士期貨與選擇權論文獎學金」及「期貨

與選擇權學刊」第9卷最佳論文獎   得獎名單出爐

文／鄭醒華 (期交所交易部研究員)

文／鄭醒華 (期交所交易部研究員)

文／黃筠芸、矯恒杰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與聯合晚報合辦「2018必備投資策略」講座

▲ 期交所與聯合晚報合辦「2018必備投資策略」理財講座，由聯
合晚報副總編輯王茂臻(左二)擔任主持及引言人，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資深副總經理汪濟平(左一)、臺灣銀行副理楊天立(右二)及
凱基期貨副總經理許庭禎(右ㄧ)等3位專家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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