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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於證券期貨市場之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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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內稽內控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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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此2017年的歲末年終之際，期交所頻傳捷報。首

先是，在12月5日，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超越去

年全年交易量；接著，期交所在12月7日，拿下FOW

今年「全球年度交易所」大獎，這是全球唯一由單

一交易所獲得之大獎，也是臺灣資本市場史上首度

獲頒的交易最高榮耀。

成功並非偶然。所有在期貨業第一線推動業務的

從業人員、期貨市場參與者應該不難發現，期交所近年

來加快腳步推動新商品及新制度上的努力。過去兩

年本人有感於期交所需與國際有更廣泛地連

結，擘劃「三足鼎立」商品發展策略－即

在既有國內股價指數類主力商品的堅實基

礎之上，發展匯率類商品、國際板—國

外股價指數類商品，效益持續擴展；同

時，今年5月15日上線夜盤交易，架構起

幾近全天候的交易平台，使臺灣期貨交

易得與國際交易時間接軌。相關努力不

僅提供臺灣期貨市場更多元、更完善

避險管道，更因貼近市場需求，相關

制度上線即為市場挹注動能，使得今

年以來累計交易量於12月5日超越去

年全年的2.42億口，並連續第4年站穩

2億口高峰之上。

期交所連獲國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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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期交所的積極努力獲國際矚目，以優異

表現，12月6日在倫敦舉行的FOW 2017年國際獎

項頒獎典禮中，期交所先勝出香港、新加坡及

日本等亞洲主要交易所，獲頒「亞太區年度交

易所」獎項，之後，再取勝歐洲、美加、中南美

等各區域年度交易所得主(分別為歐洲區的歐洲

能源交易所、美加區的芝加哥商業交易所、中南

美區的巴西交易所)，勇奪FOW 2017年最高榮譽

「全球年度交易所(Global Exchange of the Year)」

最大獎。

很多人問，期交所如何能獲此一殊榮？我

想，今年9月期交所獲得另一個FOW「亞洲資本巿

場獎項」之「年度交易所」獎項，評審的評語可

知其關鍵所在---「臺灣期貨交易所近年來以瘋狂

的速度創新研發深獲評審讚賞」及「充分展現區

域交易所在全球仍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期交所拿下臺灣資本市場首次交易所的最高

榮耀，歸功於近兩年多來快速與多家國際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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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推出東證期貨及NIFTY 50期

貨，更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攜手上巿臺版美

國標普500期貨及美國道瓊期貨；另一方面，將行

銷觸角擴展全球，授權德國交易所(DBAG)於海外地

區行銷期交所行情資訊等。同時，期交所致力提供

交易人更多元化的商品，包括推出全球首檔人民幣

匯率選擇權及歐元兌美元期貨、美元兌日圓期貨。

此外，更與國際接軌成功推出夜盤交易，提昇交易

效能的第5代交易系統也適時推出，凡此種種均有

助提昇我國期貨市場之整體表現。

期交所從商品多樣化、制度國際化、國際業務

拓廣，再到系統效能提昇，這種瘋狂式創新，不僅

帶動巿場持續維持一定規模的成長，更大幅吸引外

資的參與，交易比重達到歷來新高，展現雖身為區

域型交易所的地位，在各大型交易所環伺的全球市

場中，仍扮演著不容忽視之舉足輕重的地位。

本次獲首獎，不僅是屬於期交所的榮耀，也是

臺灣整體期貨市場的榮耀。在參與此一國際頒獎典

禮之難得機會，本人藉於英國倫敦領獎現場發表得

獎感言時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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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希

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蒸蒸日

上，持續在全球衍生性商品市場中發光發熱。

已然邁入全球頂尖交易所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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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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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活 動 要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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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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近
年來國際上出現數起法人程式錯誤下單或胖

手指事件，例如2013年12月韓國HanMag證券

程式錯誤下單等，造成鉅額損失。為因應前述錯誤

下單、胖手指及盤中委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等事

件，亞洲主要交易所如香港交易所(HKEx)、韓國交

易所(KRX)、日本交易所(JPX)及印度國家證券交易

所(NSE)等，陸續於近年推出價格穩定措施，以防

範盤中價格異常波動風險。

為加強市場價格穩定，同時使我國期貨市場制

度與國際接軌，提升我國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期

交所預計於2018年1月22日推出期貨市場動態價格

穩定措施。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介紹

一、運作方式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係期交所針對於適用該措

施之商品，訂定即時價格區間(期交所在逐筆撮合

交易時段會不斷計算即時價格區間，即時價格區間

將隨成交價漲跌上下調整)，針對適用商品之每一

筆「新進委託」逐一進行檢核，並且依照該筆委託

單進入交易系統時之委託簿狀況，試算該筆委託的

可能成交價格。

在檢核時，若買進委託之可能成交價格高於

期交所訂定之「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將退回該

筆買單；若該筆委託為賣出委託，其可能成交價

格低於期交所訂定之「即時價格區間」下限，則

將退回該筆賣單。

若因1.新進買進(賣出)委託遇委託簿相對方無

賣出(買進)報價；2.新進買進(賣出)委託部分口數成

交後，剩餘口數與委託簿賣出(買進)報價無成交可

能等狀況，導致無法試算出可能成交價格時，則

將改以該筆買進(賣出)委託之「委託價格」是否高

(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決定是否退單。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只會對造成價格大幅上漲的新

進買單或造成價格大幅下跌的新進賣單，進行退單，

對於交易人以較低價格委託買進及較高價格委託賣

出，不會退單。另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檢核僅於新進委

託進入系統前檢核，如委託已通過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檢核進入委託簿，後續將不會再進行檢核。

二、第一階段適用商品

亞洲主要交易所如香港交易所(HKEx)及韓國交易

所(KRX)等，於近年推動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該等交

易所於推動初期僅先適用於最主要商品及月份，主

要係考量主要商品重要性最高，若發生價格異常事

件將對整體市場造成極大影響，故期交所推動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亦採此作法，先行適用於最主要商品

及契約月份，之後再推展至其他商品，以下為第一

階段適用商品及月份：

三、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之計算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及下限之計算公式如下：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基準價＋退單點數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基準價－退單點數

上述公式包含基準價及退單點數兩項元素，分

別說明如下：

(一)退單點數

退單點數係於盤前計算完成傳送予市場，盤中

為一固定值不會變動，其計算公式如下：

夜盤日均交易量(口)

37,562

67,844

86,530

69,535

商品
適用之

契約月份

適用之

跨月價差

臺股期貨、

小型臺指期貨

最近、次近

交割月份契約

最近與次近月

之跨月價差

 註：鉅額交易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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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1月22日上線
文／吳阿秋 (期交所交易部經理)、陳柏璋 (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例如：假設臺股期貨最近交割月份於盤中

10:00:00、10:00:01、10:00:02、10:00:03、10:00:04時點

計算基準價時，前一筆有效成交價分別為10,550點、

10,551點、10,552點、10,553點、10,554點，若臺股期

貨最近月契約之退單點數，依前一日加權指數收盤

10,550點計算為211點(=10,550×2%)，則即時價格區間

上限及下限如下圖：

 

 

由上圖可知，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及下限將隨基

準價漲跌上下調整，且因基準價原則上採計算基準

價時點之「前一筆有效成交價」，故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實際運作時，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及下限將隨市

場成交變動而調整，另期交所會檢核成交價，若成

交價不符合檢核標準，將改採市場即時報價資訊調

整基準價(即有效委買委賣中價)，故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之運作具有隨市場行情變動自動調整功能。

  (三)適用交易時段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於逐筆撮合時段，不

適用於集合競價時段。以第一階段適用商品，日盤

逐筆撮合時段為8:45～13:45，夜盤逐筆撮合時段為

15:00～次日5:00，另盤中若因資訊異常暫停交易，則

恢復交易之集合競價亦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例如：假設11月15日加權指數收盤為10,500

點，則11月15日盤後交易時段及11月16日一般交易

時段，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之最近、次近交割

月份退單點數為210點(=10,500×2%)，臺股期貨、小

型臺指期貨之最近、次近交割月份跨月價差退單點

數為105點(=10,500×1%)。

(二)基準價

基準價原則上採計算基準價時點之「前一筆有

效成交價」，成交價需符合一定檢核條件，以避免

因成交價異常，導致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計算有

所偏離。基準價選取順序如下：

1.採「前一筆有效成交價」：為避免因成交價

異常，導致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計算有所偏離，

該成交價需符合一定檢核條件。

2.若無前一筆有效成交價，採「有效委買委

賣中價」：期交所將依計算基準價時點的委託簿

資訊，經過一定條件過濾計算有效委買價及委賣

價，再取兩者的簡單算術平均作為有效委買委賣

中價。

3.若無前一筆有效成交價及有效委買委賣中

價：期交所將參考標的指數價格、指數成分股除息

影響點數及國內外相關商品價格等，計算適當的基

準價。

商品 月份 退單點數計算公式

臺股期

貨、小型

臺指期貨

最近、次近

交割月份

最近之加權指數收

盤價×2%

最近與次近月

的跨月價差

最近之加權指數收

盤價×1%

前一筆

有效成交價

1 2 3
有效委買

委賣中價

由期交所

訂定

10761
10762

10763
10764

10765

10550
10551

10552
10553

10554

10339
10:00:00    10:00:01      10:00:02       10:00:03      10:00:04

10340
10341

10342
10343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時
間
軸

基準價及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變動圖

42.indd   11 2017/12/12   下午 09:49:39



臺
灣
期
貨
雙
月
刊

12

Features
焦 點 透 視

  (四)不同委託條件之處理

期交所現行可接受之委託條件為當盤有效

(ROD)、立即成交否則取消(IOC)及立即全部成交否

則取消(FOK)等。對於各委託條件之處理，若為ROD

及IOC委託條件，買進(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未高

(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之口數可成交，高(低)

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之口數退單；若為FOK委託

條件，若買進(賣出)委託有任一口可能成交價格高

(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則整筆委託退單。

四、遇特殊市況之處理

考量市場發生重大事件時，市場價格波動也會

放大，國際採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交易所，如芝加

哥商業交易所(CME)、韓國交易所(KRX)及歐洲期貨

交易所(Eurex)等，於發生特殊市況時，均訂有可彈

性放寬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之作法，故期交所參採國際作法，於動態價格

穩定措施亦設有相關量化及質化指標，透過放寬即

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等方

式，因應特殊市況所造成之波動。

  (一)量化指標

期交所系統設有可衡量市場波動之指標，當

發生重大事件時，可能導致市場波動，倘波動相關

指標盤中達預設標準時，將自動放寬即時價格區間

上、下限。

例如：假設11月20日加權指數收盤價為10,000

點，11月21日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次近交

割月份契約之退單點數為200點(=10,000×2%)，臺股期

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次近月跨月價差之退單點數

為100點(=10,000×1%)。

若11月21日盤中，發生國際重大政經事件，致波

動相關指標於上午10:00達預設標準，期交所自動放

寬退單點數為原標準之2倍，即臺股期貨、小型臺指

期貨最近、次近交割月份契約之退單點數調整為400

點(=10,000×4%)，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次

近月跨月價差之退單點數為200點(=10,000×2%)。

(二)質化指標

若國內、外發生特殊事件(例如戰爭、重大天

災、突發性政治、經濟、金融等事件)，期交所得

放寬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

舉例來說，若11月21日盤前，臺灣發生重大事

件，經期交所研判該事件可能造成市場波動明顯上

升，決定當日暫停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前述放寬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或暫停動態價

格穩定措施等作法，期交所均將即時發送相關電文予

市場，以利交易人掌握資訊。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範例說明

範例1－限價買進委託之可能成交價未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單式月份)

	假 設 加 權 指 數 前 一 營 業 日 收 盤 價 為 1 0 , 0 1 2 . 3 4

點，臺股期貨 ( TX )最近月退單點數為200 .2468點

(=10,012.34×2%)。

	若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0點，則即時價格區

間上限為10,200.2468點(=10,000+200.2468)。

	若交易人以10,010點ROD限價委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

契約。

	依當時委託簿(如右圖)試算，可能成交價為10,001點7

口、10,002點3口、10,003點5口，該筆委託不會退單。

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201 8

… …
10005 15
10004 12
10003 5
10002 3
10001 7

15 9999
22 9998
13 9997
10 9996
10 9995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00.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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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及盤中委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等事件，所

產生之價格異常波動風險，期交所參採國際作

法，即將推出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藉

以強化市場價格穩定功能，提升我國期貨市場

國際競爭力。 

展望

近年來，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如芝加哥商

業交易所、歐洲期貨交易所、韓國交易所、香

港交易所及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等，均陸續推

動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以防範因錯誤下單、胖

範例2－限價買進委託之可能成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單式月份)

	 假設加權指數前一日收盤價為10,000點，TX最近月退單

點數為200點(=10,000×2%)。

	 若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0點，則即時價格區

間上限為10,200點(=10,000+200)。

	 若交易人以10,400點ROD限價委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契

約。

	依當時委託簿(如右圖)試算，可能成交價為10,001點10
口、10,300點2口、10,400點3口，故10,001點10口成交，
剩餘5口因可能成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退單。

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600 10
10500 10
10400 3
10300 2
10001 10

5 9999
2 9998
3 9997
10 9996
10 9995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00

範例3－市價賣出委託之可能成交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單式月份)

	 假設加權指數前一日收盤價為10,000點，TX最近月退單

點數為200點(=10,000×2%)。

	 若基準價為有效委買委賣中價10,000點，則即時價格區

間下限為9,800點(=10,000-200)。

	 若交易人以IOC市價委託賣出15口TX最近月契約。

	依當時委託簿(如右圖)試算，可能成交價為9,999點5口、

9,750點3口、9,700點7口，故9,999點5口成交，剩餘10
口因可能成交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5 10
10004 10
10003 7
10002 5
10001 10

5 9999
3 9750
7 9700
10 9650
5 9600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800

範例4－部份口數無法計算可能成交價，且委託價低於即時價格間下限(單式月份)

	 假設加權指數前一日收盤價為10,000點，TX最近月退單

點數為200點(=10,000×2%)。

	 若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9,998點，則即時價格區間

下限為9,798點(=9,998-200)。

	若交易人以9,400點ROD限價委託賣出15口TX最近月

契約。

	依當時委託簿(如右圖)試算，其中10口可能成交價為

9,997點，5口無可能成交價，故9,997點10口可成交，剩
餘5口因委託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5 10
10004 10
10003 3
10002 2
10001 7

10 9997
2 9150
3 9100
5 9050
7 9000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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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於證券期貨市場

金
融科技(FinTech)無疑是當前金融業最熱門

議題之一。FinTech是Financial Technology

的英文縮寫，定義是：運用科技讓金融服務

變得更有效率的經濟行業。隨著科技的進步，

FinTech在證券期貨市場的各種創新服務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尤以人工智慧(A I )與區塊鏈

(Blockchain)最受矚目。

人工智慧

由DeepMind公司所開發人工智慧圍棋程式

AlphaGo，在今(2017)年5月以3:0擊敗世界排名

第1的圍棋棋手柯潔，讓人工智慧的發展震驚全

球。更令人驚訝的是，時隔不到半年，DeepMind

打造了一個比AlphaGo更厲害的圍棋程式AlphaGo 

Zero，它具備自我學習的能力，從零開始自我訓

練，只花3天就以100：0打敗舊版的AlphaGo，成

為史上最強大的圍棋棋手。AI的發展速度已遠遠

超越過去人類的預期，專家原本預測電腦要在圍

棋上贏過人類，至少還要數十年。

近2年在大數據及物聯網技術的加持下，

AI的發展突飛猛進，而五花八門的AI應用亦不

斷推陳出新，像是Tesla電動車的自動輔助駕駛

(Autopilot)及蘋果iPhone X推出Face ID等，都讓

市場見識到AI的無限商機。

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今年10月發布

明(2018)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預測，這十大科

技趨勢分別為：人工智慧基礎、智慧應用程式

及分析、智慧物件、數位分身、從雲端到邊際

運算、對話式平台、沉浸式體驗、區塊鏈、事

件驅動以及持續性的適應風險與信任。十大科

技趨勢的前三項都是人工智慧的運用及創新，

足見人工智慧的重要地位，Gartner副總裁David 

Cearley表示「人工智慧將成為未來5年科技廠商的主

要戰場」，未來絕對會有很多AI的技術應用在證券

期貨市場。

目 前 A I 在 證 券 期 貨 市 場 的 發 展 與 應 用 ， 主

要 著 重 在 身 分 辨 識 認 證 、 法 遵 及 金 融 監 理 科 技

（Regulation Technology, RegTech）、機器人理財

(Robot Advisor)等面向。

身分辨識認證

身分辨識認證是利用生物辨識（Biometric）技

術，包含指紋、臉部、聲紋、虹膜、靜脈等獨一無

二的特徵，作為客戶金融交易認證的主要方式，藉

以取代傳統的密碼。生物辨識以虹膜辨識準確度較

高，虹膜大約有244個特徵點，相較臉部80 個特徵

點，以及指紋的20～40 個特徵點，都高出許多，但

資料來源：Gartner

2018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預測

Top 10 Strategic
Technology Trends 
for 2018 

AI Foundations

Digital Twins

Blockchain Event-Driven Continuous Adaptive 
Risk and Trust

Cloud to 
the Edge

Conversational 
Platform 

Immersive 
Experience

Intelligent Apps 
and Analytics

Intelligent Things

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
Source:Gartner
◎2017 Gartner,Inc.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Gartner is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Gartner, Inc. or its affilites. PR_31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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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與應用
文／高隆樺(期交所資訊規劃部代經理)、戴志傑 (期交所資訊規劃部專員)

因成本較高，實際應用並不多，目前以指紋辨識

應用最為普及。國內已有多家證券商及期貨商採

用生物辨識技術做身分認證，提供用戶使用指紋

辨識登入證券下單App。

法遵及金融監理科技

法遵及金融監理科技(RegTech)是指運用科技

來有效率地執行監理、監測各項金融服務是否符

合法規。RegTech依不同角色有不同定義，在企業

可視為法規遵循科技，在監管單位(如金管會)則

稱為金融監理科技。RegTech蒐集各種金融監理制

度與法規，運用大數據、AI、雲端運算等技術，

對大量公開及私有資料進行跨市場自動化分析，

可幫助企業及監管單位管理資安、交易安全及法

令遵循等問題。

近 年 來 R e g T e c h 的 發 展 逐 年 升 溫 ， 根 據

FinTech Global統計資料，過去5年全球對監理科技

公司的投資成長了38.5%，去(2016)年共有70家公

司獲得約6.78億美元的投資，創下歷史新高，其

中以英國推動監理科技最為積極。

目前RegTech在證券期貨市場已有一些實

際的應用，例如那斯達克交易所(NASDAQ)運用

RegTech強化在北歐市場的監理工作，上海期貨

交易所在去年推出AI市場監控平台，德意志銀行

則是運用AI將行員與客戶的交談錄音透過關鍵字

檢索，快速地確認是否有違法情事發生。

機器人理財

機器人理財是一種線上財富管理服務，在

沒有傳統理專的規劃下，提供自動化、以演算

法為基礎的投資組合建議。機器人理財一般會

遵循下列流程：一、先透過KYC問卷了解客戶

所處人生階段、收入水平、投資經驗及風險偏

好等；二、根據客戶所屬族群提供投資組合建

議；三、客戶可依建議自行下單，或由該平台

自動為客戶進行投資組合管理，最後，再隨市

場變化調整投資組合。

機器人理財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快速發展，

其中以美國的Betterment及Wealthfront公司最為

知名。根據KPMG報告指出，預計2020

年美國機器人理財的資產管理規模，

將達2.2兆美元。

因應這波機器人理財熱潮，國內

業者也紛紛加入，目前已有多家業者

推出機器人理財服務，例如富邦證券

的「富邦理財機器人」，復華投信的

「強勢通」及「低點通」，大拇哥投

顧的「TAROBO」等，另外基富通也將

推出「理財機器人」市集，讓各種智

能理財工具，都可以在該官網上架，

幫忙投資人理財。

2012年至2016年全球法遵及金融監理科技之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單位：美元)

RegTech Investments, 2012-2016
(USD, number of deals)

資料來源：FinTech Global

184.6m
234.0m

582.9m
CAGR：
38.5%

597.3m
678.4m

Total Invested Amount          Number of Deals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32

45

69
7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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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案例一：

以人工智慧分析及選股的指數股票型基金

過去在共同基金市場，AI的策略大多數是

應用在避險基金，而今年AI的應用則出現了重

大的突破。美國EquBot公司於10月18日推出全

球第一檔人工智慧基金(AI Powered Equity ETF, 

AIEQ)。

該基金充分運用IBM人工智慧平台Watson

的認知及大數據處理能力，每天分析大量訊

息，AIEQ的技術就像是眾多分析師一起從事大

量股票研究分析工作，但不會有人類的偏見與

情緒，每日分析超過100萬份監管機構的申報

資料、季刊、新聞及社群媒體報導，同時利用

公開的財務資料，如10-Ks(年報)、10-Qs(季報)

及當前的市場預測數據，建立6,000多家美國上

市公司的預測金融模型，再使用這些模型來選

擇預期具有最低風險及最大收益的30～70檔股

票做為投資組合，同時尋求整體投資組合波動

最小化。

AIEQ推出時日尚短，操作績效仍有待觀

察，不過，AIEQ的發行已引起同業的關注，

像是Horizons ETF管理公司亦於今年11月1日在

加拿大多倫多證交所推出ACTIVE A.I. GLOBAL 

EQUITY ETF，主要以北美掛牌的一籃子 ETF 作

為投資工具。

人工智慧案例二：

瑞穗金融集團的股票人工智慧交易服務

根據彭博資訊今年9月報導，日本第三大

銀行瑞穗金融集團將於近期開始向日本及亞洲

地區的法人客戶提供人工智慧交易服務，這項

服務可預測日本股價未來一小時的變動，找出

最理想的下單時機。

瑞穗初期會先鎖定日股Topix指數的500檔

股票，之後再將範圍擴大至東京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1,000家公司股票，該公司計劃在今年年底

將這項服務推廣至所有客戶。

瑞穗的人工智慧平台使用約5,000個資料

點，包括目標公司的訂單資訊、歷史股價、新

聞反應、匯率及商品價格變動，找出股票走勢

的可能變化，如此可讓客戶在最佳時機大量交

易股票、降低成本及減少市場衝擊。

人工智慧案例三：

Nasdaq交易所運用機器學習技術來強化北歐市

場的監理工作

Nasdaq交易所於今年9月宣布，已在其北

歐市場(斯德哥爾摩、哥本哈根、赫爾辛基、冰

島)成功運用機器學習技術來提昇監理市場的

能力。Nasdaq在其市場監控科技中加入機器學

習，分析市場異常事件及跨市場資訊，藉由歷

史事件與採樣資料找出新的關聯性，以預測各

種可能的市場弊端，從而強化Nasdaq北歐市場

的監理機制。Nasdaq表示，下一階段會將機器

學習技術整合至其全球交易所及監管機構客戶

的產品中。

Nasdaq的監控技術可自動對潛在的弊端或

失序交易進行檢測、調查和分析，預期將會大

幅提昇北歐市場監理組織的整體效率，有效降

低成本。

區塊鏈

目前最火紅的虛擬貨幣「比特幣」背後的

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區塊鏈有多

夯？英國一家上市公司On-line Plc，在今年10

月26日宣布將公司名稱增加一個字變為On-line 

Blockchain Plc，消息公布後當天股價上漲19%，

隔天10月27日再暴漲394%，兩天的成交量超過

該公司一整年成交量的16倍，由此可見區塊鏈

對全球投資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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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採用分散式帳本技術，由多個節

點共同記帳及驗證交易，可保證紀錄不被篡

改，具有去中心化、加密安全性、資料不可

竄改的特性。目前全球區塊鏈有三大主流技

術，包含金融機構區塊鏈聯盟R3 的Corda平

台、Linux基金會推動的開源區塊鏈專案超級

帳本(Hyper ledger) 及創立於加拿大的乙太坊

(Ethereum) 區塊鏈。這三大組織各擁優勢，彼

此競爭也合作，例如R3就在去年將Corda的程式

貢獻到Linux基金會旗下的Hyperledger專案。

現行區塊鏈的效能，還無法滿足集中市場

的證券或期貨交易，因此區塊鏈目前的應用多

在結算流程，以及發行市場的股權交易。然而

隨著硬體處理效能逐年提昇及軟硬體技術的革

新，預期很快就會看到區塊鏈在集中市場交易

的應用。

在證券期貨市場，所有金融交易的處理都

必須被監控，因此未來區塊鏈的營運模式，將

因應市場特性而逐漸有所改變，例如匿名制將

被實名制取代、非許可制將會改為許可制，如

此才可追蹤交易人的每一筆交易，目前Corda

及Hyperledger皆已支援實名制、許可制方式存

取。

區塊鏈案例一：

Nasdaq交易所私募市場區塊鏈解決方案Linq

Nasdaq交易所於2015年12月30日宣布，區

塊鏈新創公司Chain採用Nasdaq的私募市場區塊

鏈解決方案「Linq」，成功地發行該公司的股

份。Chain是第一家使用Linq技術完成私募證券

交易的公司，透過Linq這項創新的技術，可將

其結算時間由現行3天縮減為10分鐘內完成，大

幅減少結算風險，同時也省去發行者繁複的行

政流程，有效降低資金成本。目前Linq已正式

上線，並且可讓私人企業使用。

區塊鏈案例二：

使用於證券結算的加密貨幣－SETLcoin

高盛集團「證券結算加密貨幣」於今年7月

獲得美國專利商標局核發的專利，其概念是設

想了一個結算證券交易的系統，使用內置的加

密貨幣SETLcoin，可以代表股票、債券或是比特

幣、萊特幣等虛擬貨幣。前述各項交易資產皆

可轉換成等值的SETLcoin資產，且可在P2P錢包

系統上進行交易。高盛開發的這項技術，提供

幾近即時的結算功能，免除了傳統結算技術引

發的風險，理論上藉此技術可省略交易所和清

算公司等中介角色。

區塊鏈案例三：

DTCC使用區塊鏈進行信用衍生性商品結算

美國證券集中保管結算公司(DTCC)在今年10

月表示，該公司已完成可處理高達11兆美元信用

衍生性商品結算的區塊鏈早期版本。DTCC是全

球最大的金融交易後台服務機構，負責全美大部

份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的保管與結算。

這項計畫於今年1月首次公開，為達成這個

目標，DTCC與IBM、區塊鏈聯盟R3及新創公司

Axoni合作，將信用衍生性商品的結算流程轉移

到Axoni開發的區塊鏈分散式帳本系統中，其規

模之大，在區塊鏈領域無人能及。DTCC目前已

完成區塊鏈的早期版本，並規劃於明年第一季

正式上線，如果這個大規模的應用成真，將是

區塊鏈實務應用的重大進展。

展望

綜觀上述各項應用，可體認到FinTech的發

展已勢不可擋，預期在未來的10年，FinTech將

會改變整個金融產業。金融科技的發展令人振

奮，也充滿挑戰，我國證券期貨業者若想在這

一波金融浪潮取得先機，唯有緊跟金融科技脈

動，持續投入資源累積技術與能力，方能成為

市場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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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鍾丹丹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行政營運長)

數
據與資料分析，是指透過建立審計分析模型

對數據進行核對、檢查、重新驗算、判斷等

作業，對存放於資訊系統中數據之現實狀態與理

想狀態進行比較，從而發現審計線索，搜集審計

證據的過程。此外亦可將隱沒在一堆看來雜亂無

章的數據資料將有用的信息集中、萃取和提煉出

來，以找出其內在規律。在實務應用上，數據與

資料分析亦可協助企業管理階層作出判斷，以便

採取適當行動。

資料分析應用三大階段

從資料分析於審計工作之演進，基本上分

為數位自動化(Digital Automation)、預測性的

分析(Predictive Analytics)及認知科技(Cognitive 

Technology)等三大階段。

數位自動化

此階段主要係以數位自動化方式整理相關資

料，提供現時資訊分析與解讀，如現在市場、業務

及相關財務報表分析，意即對歷史資訊的分析。

預測性的分析

現階段可以將上階段透過以數位自動化方式，

將相關資訊彙整後，可協助企業管理階層作出判

斷，以便採取適當的行動，亦即透過資料分析可以

協助對未來決策的擬定。

認知科技

未來趨勢為透過認知科技將人思考及判斷邏輯

設定於應用軟體中，何謂認知科技，去年曾經有國

際棋士與電腦對弈，結果電腦打敗人腦，這就是認

知科技的應用，已非01，而是將人思考及判斷邏輯

設定於應用軟體，故未來有可能，當客戶開戶時，

給予其額度時，非僅就其提供相關財力證明來判

斷，而是電腦可依其對外可連接資訊，包括開戶人

的其他資訊，如消費習慣等，以及未來經濟環境預

測，乃至於未來期貨市場交易量等，綜合資訊判斷

後，給予適當的額度。

內稽內控應用四面向

以目前數據與資料分析於期貨商內稽內控之相

關應用，可以分為業務面、內控面、系統面及財務

報表面等4個面向進行。

業務面

一、分析期貨收入來源

可就國內外期貨收入分析其相關費用之攸關

性，如此可確認收入及費用之完整性，也可以加強

分析其市場之走向及業務發展方向。

二、分析個別交易手續費收入金額

因為期貨手續費並無標準費率，每個客戶都

有可能有自己適用的費率表，所以透過個別交易

數據與資料分析
於期貨商內稽內控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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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篩選出是否有過高、過低或異常之情形。

三、公司員工交易分析

員工之交易檢查有無違反公司之規定，可就公

司端已有之現成相關報表及檢查機制，若透過統計

資料分析，可以追查至更細的項目，如交易員自身

是否操作與其客戶相同之標的，或反向之操作，交

易之時序等。

內控面

一、業務員經手交易分析

篩選業績高或業績突然遽增業務員之交易，分

析交易來源客戶，下單方式等資訊，驗證其是否有

代客戶保管印鑑及下單等情事，亦可查驗是否有冒

用客戶帳戶下單等徵兆，以評估是否有需採取進一

步查核。

二、系統內客戶連絡資訊檢查

比對是否有客戶連絡資訊，如連絡地址、電

話、email等與公司員工相同或相近，不同客戶連絡

資訊相同或相近時，應先排除親屬之情形，檢查其所

屬業務員及交易內容是否有異常，通常作此類交易之

確認，必須先阻斷公司對客戶之各種通知訊息。

系統面

一、就防呆、防錯及限額等安全機制

就歷史發生、公司曾經發生或近期業界發生錯

帳交易之情形，比對現有系統設計是否能防止或有

效降低錯誤發生率，或有其他補償性控制，可降低

錯帳風險。

二、自動交易功能

在自動交易功能中，如自動區間操作，自動停

損等，其處理邏輯設計之確認，是否會有意外狀況

時，其會自動觸發錯誤交易，而違反當初預期的目

的，所以可以清查所有可用之自動交易功能，不限

已掛在線上運作的，確認自動交易功能是否經嚴謹

測試，由業務人員參與，模擬各種極端狀況下皆

能作出正確反應。

三、法遵規定

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範，如禁止開戶規定，公

司員工開戶規定等，在系統限制中，是否會有人為

疏失或蓄意即有可能會違反相關規定，就此應可透

過系統限制部分，是否已於系統設計已經有完善的

設計，並有效運作。若無，則是否依賴其他人工之

控制機制並有效運作。

四、一般業務設定調整

是否會有客戶各類交易適用手續費費率，或

各種臨時放寬限制之功能，有不當授權未經適當授

權，即予以更動，故應透過系統去確認相當授權是

否適用運作，可以透過虛擬的交易測試其運作。

財務報表面

一、經紀手續費收入

可與相關交易所資料勾稽確認相關交易存在

性。另者因為期貨手續費並非標準費率，故應可

從分析個別交易手續費金額，可以用商品別、客

群、月份等資料分析是否有過高或過低之情形。

二、自營部位價值及損益驗算

亦可透過系統連結外部資訊，驗算其目前留

存部位價值及相關之損益。

以上僅就四大面向，就期貨商內控及內稽於

數據與資料分析之應用舉例說明，當然各期貨商可

就自己內部系統運作思考其應用範圍，並不限於以

上所舉之例子。

資訊環境管控四面向

最近又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即為流程機器人

(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2020年東京

奧運，各式各樣的機器接待員也已經開始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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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日本已經有許多接待櫃台都已經由機器人取

代原來的接待秘書，而這些機器人，並非只是一般

制式的接待與問答。筆者曾經在日本開會時，親身

體驗過，機器人除了接待、宣讀當日開會之內容，

甚至可以和它聊天，在聊天的過程中，完全感受不

到你是與機器人聊天，而目前已逐步發展到用機器

人來協助平常作業上許多制式的工作流程。例如：

會計部在審閱相關的費用文據及相關核准流程的確

認，如核決權限等，是否符合相關內部控制規範，

以及與客戶簽署的合約是否符合公司的規範，機器

人都可以協助審閱其基本條款，若有例外時，會由

人工作二次審閱，如此可以大幅減少相關作業的時

間並節省人力，當我們開始大量使用自動化的作業

時，對資訊環境的管控需求將大幅增加，以下分存

取控制、變更管理、系統開發及運作管理等四大面

向進行分析。

存取控制

一、  就應用層而言，對使用者帳號之管理，對新進

人員之帳號授權是否符合其工作層級、對離職

員工是否立即刪除其帳號，若為業務所需，必

須繼續使用一段期間時，是否區隔在一獨立空

間並予以監管；就權限而言，是否確認其工作

職位與內容，就電腦權限，授予適當的權限，

另者對密碼之安全性控管，是否定期修改及保

密措施是否確實落實。

二、  就系統層，如系統程式、參數及資料庫之存

取權限及限制，是否都有相關之管理辦法及

落實執行，相關之稽核是否亦由相關專業人

員執行。

三、  網路安全機制，包含網路架構配置，各個安全

機制及規則之訂定，網路安全相關軟體配置之

妥適性，若有變更，其相關之管理是否有效管

理其變更之必要及有效性。

變更管理

程式修改與新增功能應特別注意風險，以下

5點為須留意的地方。

一、  透過新增功能，變更系統邏輯或重要參數

時，其可以直接影響之後所有交易，造成交

易資料錯誤，所以在執行相關稽核工作時，

必須特別注意其新增或變更功能，是否有正

式依據與授權以及相關之妥適性。

二、  是否有造成取消或繞過即會產生控制機制的

後門，可能會產生控制的漏洞，所以若有任

何新增與變更功能，可能會影響既有控制設

計時，是否會有風控、稽核等單位參與意

見，意即是否有機制在受理變更及進行設計

時，便可判斷有影響資料處理邏輯、內控機

制，還是只是單純功能改善優化，因為一般

出問題都是肇因於其後有意識到相關變更會

影響控制，在新增與變更功能後，是否實質

造成控制設計的變動？是否會增加風險，則

風控與內稽在實地抽樣審查相關的意見都應

納入。

三、  測試交易未於隔離區域執行或於非交易日

執行之測試交易未清除，可能會造成流入

正式交易而產生錯帳，所以是否設立相關

測試作業規則、執行與記錄，是否有謹慎

考量防止誤入或交易之問題，例如是否為

利用非交易日於正式區域進行模擬測試，

並復原環境參數及清除測試資料，均應列

入正式檢查項目。

四、  交易功能設計是否有設計限額、防錯機制或

相關機制設計程式可自行關閉或防堵任何繞

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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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時實務上會因便宜行事，而未執行標準

程序即進行修改，造成錯誤，通常源於程

式上線權限，未能獨立控管並授予程式開

發人員可自行上架，所以必須執行最終執

行程式上線與進館的權限，是否確實由程

式開發人員以外的人員控管，並且必須自

系統異動軌跡，抽樣逆查其是否均有對應

之正式異動授權。

系統開發

就系統開發而言，對每家公司都是件大事，

必須透過完善計劃及效益分析，相關執行方式與

流程，事前評估工作、進行中的校對、工作完成

驗收與使用者流程的確認，必須透過完整的專業

管理控制方能達到相關效益，並作好相關風險的

控管。

運作管理

一、  環境控制，機房必須設定門禁才能確保所有

運作確實執行，當然環境中相關空調、不斷

電系統等及消防設備是否正常運作，都是保

持其資訊環境作業運作之基本要件。

二、  意外與災害應變機制，鑒於所有資料都保存

於電腦中，因此相關資料備份、系統備援以

及應變措施相關作業都是非常的重要，任何

突發事件發生是否都能予以處理，排除相關

狀況以維護資訊安全，當然模擬演練，更是

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模擬演練，當事件發

生時，方能從容不迫的應變。

三、  系統運作監控，批次作業管理以及異常處

理，更是每日必須執行的工作，主要係維持

資訊作業之順暢。

四、  網路安全及異常處理，目前駭客盛行，網路

安全相對非常重要，如此方能確保所有網路

交易的安全性以及作業正確性，並確保公司

所有資產的安全。

展望

人工智慧以及流程機器人議題非常夯，前者也

就是我前面所提的認知科技，後者是作業流程自動

化，屆時所有的運作會更加透明及自動化，精準度

與風險管理的力度也相對的提高，許多運作的效率

也會大幅提升，期貨市

場交易的多樣化，期貨

商扮演的角色，可能會

有不同的面貌，當然面

臨的挑戰將會與現在截

然不同，所以在此，建

議我們都必須關注這些

脈動，動態調整所有的

管理，方能享受迎接人

工智慧與流程機器人時

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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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證券與期貨市場之不法操縱行為包含

價格操縱(Price Manipulation)、內線交易

(Insider Trading)、囤積或壟斷(Corner)、擠壓軋空

(Squeeze)、沖洗買賣(Wash Trades)或操縱結算價

(Banging the Close或Marking the Close)等類型，

除此之外，美國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亦對於交易人進行無成交意願之買入或賣出委

託，並於成交前取消該買入或賣出委託之交易模

式，列為禁止之交易行為。

以下將就2009年發生於美國的影響指標開盤

揭示價事件進行案例說明及探討，此案即屬明文禁

止之交易行為態樣，

案件概要

2009年3月11日及31日，一家位於美國紐約州

之農產品期貨及選擇權自營交易公司(Bunge Global 

Markets, BGM)，其旗下所屬之兩名交易員透過美國

芝加哥交易所集團(CME Group)之Globex電子交易

平台，針對當時2009年5月到期黃豆期貨(Soybean 

Futures)契約之交易，涉有於盤前時段以大量明顯

高價買單或低價賣單試圖拉高或壓低指標開盤揭示

價(Indicative Opening Price, IOP)，並誤導市場其他

接收同一資訊之交易人之情事。

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於2011年

公布之調查報告，2009年3月31日，同樣透過美國

CME Group之Globex電子交易平台，交易黃豆期貨

之多位交易人向Globex控制中心反應，他們同於盤

前時段之黃豆期貨委託買價或委託賣價皆已優於最

近一次揭示之指標開盤揭示價數檔，但其價格卻皆

未反映於指標開盤揭示價上，經Globex控制中心檢

視發現確有此事後，轉請CME Group市場監理部門

向該等委託之接單期貨商進行確認，隨後透過交易

資料之回顧與檢視後發現，3月31日日盤盤前時段

(06:00~09:30)之上午7點31分至7點44分期間，BGM

公司持續以顯著高於市場其他參與者之買價進行一

連串的委託，其單筆委託口數皆為500口之大額委

託，且於該時段總委託筆數高達101筆。

該等開盤前之委託筆數及口數皆顯著較其他

參與者高，且主要提供黃豆需求及供給者間避險管

道之黃豆期貨交易，因為BGM公司之委託已造成該

商品盤前時段指標開盤揭示價之大幅變動，為避免

造成市場其他衝擊，美國CME Group市場監理部門

便洽BGM公司詢問該等連續數筆且高價之大量買進

委託單，是否係出於實際或避險需求而進行之委託

行為。BGM公司接獲美國CME Group市場監理部門

之洽詢後，竟隨即刪除所有委託買單，造成指標開

盤揭示價之瞬間下降，隨後經美國CME Group市場

監理部門進一步詢問後，BGM公司所屬交易員承認

相關委託買進行為並非是為了實際持有黃豆期貨之

未沖銷部位而執行，該等盤前時段之數筆大額委託

買單僅是為了確認黃豆期貨在特定價位之供應量，

其並無意使該等委託單成交，所以後來他們才在市

場開盤前取消了該等委託。

國外期貨市場操縱行為
—影響指標開盤揭示價案例

文／熊紹強 (期交所監視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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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市場監理調整方向

為了瞭解BGM公司於2009年3月31日之黃豆

期貨盤前時段大量委託並刪單行為是否僅屬單一

事件，美國CME Group市場監理部門進一步檢視

BGM公司過往之交易紀錄後發現，BGM公司於同

年之3月11日盤前時段亦有相同之交易行為，該行

為不僅發生於黃豆期貨盤前時段，透過多筆且顯

著高於其他參與者之買進委託，進而拉抬該商品

之指標開盤揭示價後，隨後全數刪除該等買進委

託單，使得指標開盤揭示價迅速下跌；BGM公司

亦透過多筆且顯著低於其他參與者之賣出委託，

進而壓低該商品之指標開盤揭示價後，隨後全數

刪除該等賣出委託單，使得指標開盤揭示價瞬間

上升，美國CME Group市場監理部門透過上述之

交易行為檢視，認為該等買進或賣出委託是屬不

具成交意願之委託行為，的確已對市場其他參與

者之市場行情判斷造成不利的影響。

美國CME Group認為，BGM公司之相關委託

行為已嚴重影響了黃豆期貨契約於Globex電子交

易系統開盤前時段之指標開盤揭示價格，這項

開盤前之價格資訊不只是作為Globex電子交易系

統使用者之交易參考資訊，同樣的資訊亦納入

交易所的市場數據(CME Market Data)中，而一旦

納入交易所之市場數據後，該資訊將成為可被廣

為利用的金融資訊，就如同美國彭博資訊公司

(Bloomberg)和路透(Reuters)所傳播之金融資訊，

將被不特定之多數交易人接收，BGM公司藉由盤

前時段顯著優於一般委託價格之買進或賣出委託

行為，不僅可能得以探測黃豆期貨在特定價位之

供應量，同時如果這樣的行為使得開盤價格因此

上漲或下跌，BGM公司將不公平地獲取其他交易

人無法獲得的資訊。

違法事實

根據美國商品交易法7 U.S.C. 6c(a)(2)(B)之規

定，任何直接或間接以任何手段造成商品價格揭

露之虛偽交易皆是不合法；另依美國商品交易法

7 U.S.C. 13(a)(2)之規定，交易人不得直接或間接散

布足以誤導任何善意第三者或任何影響市場交易

價格之虛偽訊息，本案BGM公司所屬交易員執行

的黃豆期貨契約委託並不具有履行意願，但這些

委託單已導致指標開盤揭示價格所反映出來的價

格不真實，並使CME Group記錄下這些不真實的價

格，且將之傳遞給其他Globex電子交易系統之使

用者，相關交易行為遭CFTC認定確有違法事實。

後續處置

根據美國商品交易法，違反上述法令係屬於

可處1,000,000美元以下罰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之重罪，由於相關違法行為已屬明確，BGM公司

遂而選擇承認其違法事實，並進行庭外和解且同

意下列各項條件：

‧ 放棄針對此案的抗辯權

‧ 出席關於此案之任何後續聽證會

‧ 若有必要，出席任何關於此案之民／刑事法

院傳喚

‧ 不允許BGM所屬人員針對此案之作出任何抗

辯陳述

‧ 立即停止於任何交易時段進行本案相關之違

法行為

‧ 接受550,000美元之罰款，並自事實發生日起

加計一年期國庫券利息計算至裁罰日

結論

隨著交易科技與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新型態

的交易態樣也應運而生，不同於以往多為透過連

續高價買進或連續低價賣出期貨及其相關現貨，

進而影響交易價格之行為，本案例所涉及之交易

態樣是透過一連串的無成交意願之買進或賣出委

託及刪單行為，意圖探測其他市場參與者無法得

知之優勢訊息，同時誤導其他參與者對於市場資

訊的判斷，該新型態樣與傳統操縱行為不同。本

案交易行為判定違法之案例，可作為未來我國相

關單位處理類似案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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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 2016年作的

問卷調查，國際間交易所雖多使用專屬網路

架構，也加裝層層安控系統，仍有高達53%比例曾

經歷過駭客攻擊。美國證管會所做的資安檢查，亦

顯示高達88%的經紀商曾經歷過駭客攻擊。不僅如

此，過去幾年歐美、亞洲主交易所及結算機構，面

臨過駭客攻擊，使資通安全一題已成為現今證券期

貨市場最關注的議題。

證券期貨市場駭客攻擊案例
交易所及結算機構

‧ 2011年，香港交易所停止7家公司的盤中交易，當

時適值此7家公司發布期中報告，發布消息網站卻

遭駭客入侵，致投資人無法收到相關資訊。

‧ 2011年，歐盟碳交易市場遭駭客入侵，除了5千

萬個碳排放權(EUAs)遭竊，也造成交易停擺1個星

期。

‧ 2012年，多家美國交易所，包括NASDAQ遭駭客阻斷

服務攻擊(DDoS)，造成委託單進入市場發生問題。

2014年，沙烏地及華沙交易所亦遭到相同攻擊。

‧ 2012年，芝加哥交易所(CME)舉發了1名內部原籍大

陸的工程師，指其盜取交易所程式碼，該名員工盜

取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成立交易所。

‧ 2013年，CME ClearPort平台遭駭客入侵，雖然所提

供之交易及結算服務未中斷，然ClearPort相關客戶

資料已受到損害。

‧ 2013年，尚未受規範之日本比特幣交易所Mt. Gox

遭駭客入侵，駭客試圖引發比特幣大賣空。

證券期貨業者

‧ 2010年，1家俄羅斯公司(BroCo Investments, Inc.)

駭入數個線上經紀商之帳戶，經由這些帳戶陸續買

賣若干股票，操縱影響多達100家上市公司之交易

價格後，再經由自己開立的綜合帳戶同時下反向

單，獲利了結。

‧ 2010年， D.A. Davidson & Co.因未妥善保護客戶資

料，資料庫未建置適當之安全防護機制，致遭國際

駭客採SQL Injection方式攻擊，竊走約20萬客戶資

料，該公司直到駭客向其勒索才發現客戶機密資料

被竊。

‧ 2014年，1名居住在紐約的蘇聯駭客駭入數家經紀

商交易人帳戶，利用這些交易人身分開了一些可

完全掌控之帳戶，經過買賣股票，致被駭帳戶損

失，自己獲利。其中還包括多次賣出選擇權再以數

倍市價買回之交易，導致包括Fidelity、 E*trade、 

Scottrade及Schwab損失超過美金100萬元。

‧ 2015年，摩根史丹利開除自家財務顧問，並控告

其竊取35萬個客戶資料，在網路上販賣。

相關媒體機構及其他

‧ 2013年，駭客駭入美國媒體新聞Associated Press 

Wire的推特帳戶，發布白宮遭到恐攻消息，導致道

瓊指數瞬間下跌143點。

國外證券期貨市場駭客攻擊實例
—從強化資通安全到洗錢防制

文／黃蕙菁 (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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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名烏克蘭人，駭入美國Marketwired等3

家主要多媒體新聞公司網站，偷竊尚未公開企業

盈餘資訊，再出售給另外30名交易人，以為交易

的依據，長達5年時間，獲取高達上億非法所得。

‧ 2016年，3名中國大陸交易員駭入兩家知名美國

法律事務所的電腦系統的伺服器，安裝惡意軟

體，再以負責重要商業併購案的合夥人為主要

目標，透過竊取他們的電子郵件，鎖定目標公

司非公開的併購信息。這兩家法律事務所經手

規模數十億美元的併購談判，3名中國大陸交易

員在至少5家上市公司宣布將被收購之前購買了

它們的股份，僅英特爾收購Altera案，就為他們

賺取了140萬美金。

‧ 2017年，美國證管會Edgar系統於2016年間被駭

客入侵，尚未公開之企業營收資訊遭竊取，並被

駭客用以交易牟利。

綜合歷來資安事件，駭客影響交易市場或竊取

資料之管道相當多元，類似國內2017年初DDoS之

攻擊，國際間早已發生多起。IOSCO曾將業者提供

之資安威脅樣態彙整並予以歸類統計，其中駭客駭

入業者相關系統以竊取帳戶或毀損資料等之案例，

高居資安威脅樣態首位，而企業內部員工截取盜用

敏感資訊及放置定時炸彈以破壞資料庫之案例，則

高居第3及第4位，內賊實與駭客同樣危險。

有鑑於交易人身分被竊，帳戶被駭客盜用事

件屢屢發生，美國證管會及證券業監管局(FINRA)

訂定了「線上交易應行注意事項」，包括使用公

共網路、熱點等線上交易應注意之原則，以供交

易人參考。

資安易忽略之環結

有關第三方委外廠商及供應商之管理，FINRA

提醒業者應落實審查評估，選擇資安控管標準與自

身相符之廠商，切勿僅以價格作為選擇之依據，且

評估審查應為持續。雙方合約一經終止，應立刻刪

除其系統使用權及資料存取權。另雲端資源因容易

使公司或非公司系統界限模糊，故對雲端服務供應

商之管理應更為嚴謹。

有關駭客資訊分享，FINRA極力建議加入國際

資安資訊分享中心，如FS-ISAC，以取得相關同業資

安威脅案例，作為自家風險及弱點評估之依據。FS-

ISAC為一非營利機構，為全球性金融服務資訊分享機

構，會員超過7,000個，隨時接受全球會員上傳之資

安事件或威脅，經專家分析後，提供解答或建議方

案，並同時分享給其它會員，即使是免費會員，亦可

收到來自該中心最緊急之資安訊息。美國財政部、國

土安全局等單位均極力鼓勵所轄業者加入該機構，俾

取得第一手之資安防駭訊息。

有關購買資安保險之概念在國內較為陌生，然

高達72%之FINRA會員有購買資安相關保險，這些業

者均表示資安保險雖是新興業務，然種類愈來愈多，

且價格漸趨平易。承購資安保險，除可彌補公司被駭

所造成的損失外，保險公司亦可評估業者尚未考量到

的風險，並定期檢查相關資安機制。  

洗錢防制

證券及期貨市場是很好的洗錢管道，除如國外

透過低交易量的股票或遠月份衍生性商品操作案例

外，舉凡高買低賣、看似無意義或不為獲利的(重覆

性)交易等，都有可能是從事洗錢或規避稅負。

美國證券期貨業近年來因未切實遵循洗錢防制

規定而遭處分案例不勝枚舉。FINRA懲處名單中，有

兩家線上經紀商案例特別值得一提，其中一家接受來

自高風險國外客戶開了4個DMA(Direct Market Access)

帳戶，此高風險客戶再駭入另一家線上經紀商之客

戶帳戶，多次透過自己帳戶賣出，被駭帳戶買入之方

式，牟取獲利，造成被駭帳戶之鉅額損失。

另外一家線上經紀商情形類似，因接受來自高

風險洗錢國家之客戶開戶，此高風險客戶順利駭入另

一家線上經紀商之交易人帳戶，成功的將自己帳戶內

交易量極低之股票，透過抬高價格後，賣給了被駭帳

戶，前後獲取了高額之利益。這兩家經紀商均違反了

FINRA 洗錢防制規定，亦即未針對業務特性，建立有

效洗錢防範機制及執行程序，亦未建立執行客戶身份

辨識之程序，導致交易人帳戶被駭及公司的損失。故

洗錢防制與資安防駭經常也是一體的兩面，落實洗錢

防制，同時也可強化資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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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與MCX
合作推出印度大宗商品指數

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和印度多種商品

交易所(Multi Commodity Exchange, MCX)合作推

出6檔印度大宗商品指數，包括基本金屬指數、

金銀指數、黃金指數、銅指數、原油指數及大

宗商品綜合指數。其中大宗商品綜合指數為一

廣泛的市場綜合指數，成分涵蓋11種印度大宗

商品，包括原油(權重35.2%)、黃金(權重22.2%)

及銀(權重11%)等，每種成分商品之權重則由其

流動性及在印度現貨市場之規模所決定。

湯森路透的全球指數業務負責人Stephan 

Flagel表示，和MCX合作推出一系列印度的大宗

商品指數將有助提昇市場的透明度及流動性，

並提供機構法人作投資決策時的重要參考指

標。MCX表示，綜合指數的成分標的篩選條件

包括：商品之產量水準及進口數據、過去3年

的平均每日週轉率及至少1年在集中市場的平

均每日週轉率高於5億印度盧比。此外，指數

成分將每年進行檢視及調整。

文／陳彥惇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印度MCX
推出黃金選擇權

印度多種商品交易所(Mu l t i  Commod i ty 

Exchange, MCX)獲得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

之核准，推出黃金選擇權商品。此黃金選擇權

  印度國際交易所
推出WTI原油期貨及Brent原油期貨

印度國際交易所( I n d i a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xchange, India INX)取得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SEBI)

同意，於今(2017)年10月20、31日分別推出

WTI原油期貨及Brent原油期貨，二契約規模

皆為100桶，並採美元計價，最後結算價則

分別使用杜拜黃金及商品交易所(Dubai Gold 

and Commodities Exchange, DGCX)所掛牌之

WTI原油期貨及Brent原油期貨於到期日之

收盤價。India INX表示，兩檔原油期貨之推

出，可提供國際間原油市場參與者一個直接

的避險管道。

India INX係孟買證券交易所(Bombay Stock 

Exchange, BSE)於今年1月在印度古吉拉特國際

金融科技城(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

City, GIFT City)所成立之子公司，旗下商品包

含Sensex股價指數期貨、股票期貨、匯率類

期貨及貴金屬期貨等，交易時間分兩盤，分

別為4:30至17:00，17:00至隔日2:30，單日交

易時間長達22小時。India INX自今年1月成立

至10月底，總交易量約43萬口，日均量約為

2,110口。

文／羅銘達 (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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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標的為MCX掛牌、契約規格1公斤之黃金

期貨契約，而每個到期月份之黃金選擇權契約

均有至少31個履約價格序列可供交易，其中包

括價內及價外各15個及1個價平序列，交易人有

權於到期時要求以實物進行交割。一般認為，

印度當地提供以黃金進行貸款之銀行、交易商

或珠寶商等均可藉由買進該黃金選擇權契約進

行避險。

印度政府於2015年2月首次開放大宗商品

之選擇權交易，而2年前SEBI與大宗商品市場之

主管機關合併，亦加速推動大宗商品之選擇權

交易。此外，印度國家商品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所(National Commodity & Derivatives Exchange, 

NCDEX)近期也取得SEB I之核准，將推出其交

易量最活絡之瓜爾豆種子之選擇權契約，目前

NCDEX正進行風險管理機制之測試。

文／陳彥惇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CME
推出週三到期之匯率選擇權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於今年10月30日推

出每週三到期之匯率選擇權，掛牌交易當天共掛

出4檔合約，到期日分別為11月1日、8日、15日

及22日，契約標的包含澳幣、英鎊、加幣、歐元

及日圓等5種CME匯率期貨。

CME表示現有匯率週選擇權之日均量在今年

9月達到了創新紀錄的31,990口，較去年同期成

長76.6％，顯示其市場參與者亟需週間到期之匯

率選擇權商品，以因應年底前美國聯邦儲備局

(Fed)、加拿大銀行(Bank of Canada)與澳洲儲備

銀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等各國央行於週

間公布之政策決議；另加上近期匯市常因特殊事

件出現價格波動，除了既有季月及週五到期之選

擇權外，加掛週三到期之週選擇權，可提供交

易人不同到期日之選擇，以利更精準地規避特

殊事件風險。

文／黃珮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CME
取得JPX獨家授權推出日圓
計價東證指數期貨商品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與日本交易所(JPX)

簽署指數授權契約，由JPX獨家授權CME於日本

境外推出日圓計價之東證指數期貨與期貨選擇

權，其中東證指數期貨尚待主管機關核准，預計

於明(2018)年第1季上市。目前CME已有日圓計

價之標準型、小型及美元計價等3檔日經225指數

期貨，其中交易量較活絡的日圓計價標準型日經

225指數期貨及美元計價日經225指數期貨，今年

1至9月日均量分別為41,836口及12,208口，未來

再加上東證指數期貨，CME將成為日本境外唯一

同時掛有兩大日本股價指數期貨之交易所。此

外，CME表示將與JPX共同推廣彼此位於美國奧

羅拉(Aurora, IL)及日本東京之主機共置服務(Co-

Location)，期能提供機構投資人參與日本股市之

交易及避險管道。

文／黃珮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CBOE將推出
10檔S&P類股指數選擇權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 CBOE)業於今年初完成對Bats Europe

價值34億美元的收購案。由於合併後CBOE之

業務範圍從選擇權拓展至證券與外匯市場，故

CBOE自10月17日起，正式更名為Cboe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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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s，Bats  Eu rope則更名為Cboe Eu rope 

Equities。Cboe Global Markets近期規劃推出10檔

S&P類股指數選擇權，該類股指數之成分股皆為

S&P 500指數之成分股，標的包括金融、能源、

科技、醫療保健、公用事業、必需消費品、可選

擇消費品、工業、原料、不動產等。前揭選擇權

為歐式選擇權，於每月第3個星期五到期，並以

現金結算，目前尚待主管機關同意，預計於明年

初前上市。該交易所表示，S&P類股指數選擇權

不僅可提供近期礙於法規規定無法持有ETF選擇

權之歐洲投資人進行美國類股投資策略，亦可提

供美國投資人另一個選擇權交易機會。

文／吳貴莉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SGX推出
杜拜、科威特與印度LNG期貨
及鐵礦石期貨指數

新加坡交易所(Singapore Exchange, SGX)近

期積極拓展商品類契約，於今年9月推出於杜

拜、科威特與印度交割之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期貨，使其LNG產品線更為豐

富。該期貨契約係以Tullet Prebon所計算之液化

天然氣現貨價格指數(DKI Sling Index)為基礎，進

行到期結算。過往市場參與者較習慣交易長天期

的LNG期貨，惟現貨交易近年來逐漸上升，交易

量在過去2年成長18%，SGX表示新上市的LNG期

貨可提供交易人有效之避險管道。

此外，SGX亦推出鐵礦石期貨指數(SGX Iron 

Ore Futures Indices)，該指數係基於SGX TSI鐵礦

石CFR中國（62%鐵粉）指數期貨計算出來的槓

桿及反向總報酬指數。SGX並將前揭指數授權給

韓國大信證券發行以此指數為標的之相關商品。

SGX表示，鐵礦石的需求和全球工業活動密切相

關，前揭指數可作為全球經濟活動的晴雨表，並

提供投資人新的觀測指標，以追蹤並連結此高度活

躍的市場。

文／吳貴莉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美國CME
預計於12月18日推出比特幣期貨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之比特幣

期貨已獲美國主管機關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核准，預計於12月18日推出比特幣期貨。CFTC於

2015年宣布比特幣與其他虛擬貨幣屬於商品類，使

得發行虛擬貨幣期貨成為可能。

CME比特幣期貨採現金結算，追蹤CME於去

(2016)年11月推出每日計算一次之比特幣參考價格

(CME CF Bitcoin Reference Rate, BRR)，目前BRR參

考價格來自Bitstamp、GDAX、itBit與Kraken等4家比

特幣交易所。截至11月初，全球虛擬貨幣市場之規

模已高達1,700億美元。

另CBOE期貨交易所(Cboe Futures Exchange, 

CFE)已於12月10日上市比特幣期貨，採另一間虛擬

貨幣交易所－Gemini Trust之價格作為最後結算價。

此外，美國虛擬貨幣交易結算平台公司LedgerX亦

於10月中旬開始比特幣衍生性商品交易，上線首週

成交值逾1百萬美元。

 

文／阮浩耘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洲際交易所
推出英鎊隔夜拆款
平均利率期貨

洲際交易所(InterCont inenta l  Exchange, ICE)

於今年12月1日推出1個月到期，採現金結算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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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
(Sterl ing Overnight  Index Average,  Sonia)

英
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 ( S t e r l i n g 

Overnight Index Average, Sonia) 為

英國主管機關(FCA)監理之利率指標，係

於1997年3月推出，並於2016年4月25日

起由英國央行管理。該指標係藉由交易金

額在2千5百萬英鎊以上、銀行在英鎊無抵

押市場的隔夜融資交易計算而得的加權平

均利率。

文／吳貴莉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TOCOM
將推出電力期貨

由於去年4月間日本電力零售走向全面自由

化，新的電力供應商加入電力市場，東京商品交

易所(Tokyo Commodity Exchange, TOCOM)計劃於

明年9月下旬推出電力期貨契約，以提供傳統的

主要電力供應商東京電力公司及新加入的電力供

應商電力價格避險管道，維持電價之穩定。 

此外，由於目前日本傳統的電力能源，主 

要仍以液化天然氣(LNG)及燃煤來產生電力，通

常將相關能源的價格風險轉嫁予消費者。為有利

於規避進口液化天然氣(LNG)及燃煤價格大幅波

動，TOCOM除規劃上市電力期貨商品外，亦準

備推出與電力相關的液化天然氣(LNG)及燃煤期

貨契約，以完善其能源交易市場價格的穩定，力

圖構建一個綜合性的能源交易市場。

文／羅銘達 (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Ster l ing Overn ight Index 

Average, Son ia)期貨。目前ICE已有3個月期英

鎊倫敦同業拆放利率(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期貨與英國政府公債期貨，本次再推

出英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期貨，除使投資人有更

完整與多元的利率衍生性商品交易外，亦是由於

Libor受到不當操控之弊案影響，各國主管機關均

開始研議以新的利率指標取代Libor。

除英國外，歐洲主管機關計劃於明年推出取

代歐元Libor的無擔保歐元隔夜拆款利率；而美

國主管機關亦預計於明年中推出有擔保之美元隔

夜拆款利率。Sonia為未來取代英鎊Libor之新利

率指標之一，且由英國央行擔任管理機構。除

ICE外，倫敦證券交易所(LSE)旗下之固定收益衍

生性商品交易平台CurveGlobal亦預計於明年推出

Sonia期貨。

文／阮浩耘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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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市場規章修正
文／陳炳寬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臺灣期貨交易所近期因應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之需求，配合修正市場規章之相關規定，以下謹羅

列近期異動之市場規章相關資訊，包括公告日期、文號及修正概要。倘若期貨交易人想進一步了解

前開相關內容，可至證券暨期貨法令判解查詢系統網站，或至臺灣期貨交易所網站查詢。

本期臺灣期貨交易所市場規章之修正重點如下：

(1)廢止「期貨商辦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

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應行注意事項」，並修正「結算服務費收費標準」

公告日期：2017年10月27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2015980號函

概要說明：自臺灣期貨交易所盤後交易平台於2017年5月15日正式上線後，期貨交易人多轉而交

易臺灣期貨交易所盤後交易平台商品，致期貨交易人從事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期

貨交易所（Eurex）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的一天期期貨契約（下稱歐臺期及歐臺

選）之交易量顯著下降，以2017年5月15日至2017年7月31日為例，歐臺期及歐臺選

合計日均量僅98口。經Eurex及臺灣期貨交易所雙方洽商，Eurex/TAIFEX Link平台商品

授權及相關之各項作業細項約定提前至2017年11月15日終止，並以2017年11月14日

為歐臺期及歐臺選之最後一個交易日，爰廢止「期貨商辦理臺灣期貨交易所授權歐洲

期貨交易所上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應行注意事項」、刪除「結

算服務費收費標準」第11條及修正第12條條文，並自2017年11月15日起實施；且臺灣

期貨交易所2014年4月25日台期結字第10303003590號函及2014年5月13日台期結字第

10303004900號函，自前開實施日起停止適用。另外，有關中央銀行「銀行業輔導客戶

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第28點附表11第10項之結匯規定，於歐臺期及歐臺

選下市後，即無其他商品適用。

(2)修正「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結算交割作業要點」及「期貨商代交易人辦理其交

易臺灣期貨交易所外幣計價期貨交易契約之結匯說明」

公告日期：2017年11月7日

公告文號：台期結字第10603009580號函

概要說明：原境外外資從事臺灣期貨交易所人民幣計價商品所需之原始保證金及權利金，須以自

有人民幣繳交，僅部位建立後產生之人民幣追繳及虧損，可授權期貨商經由期貨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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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保證金專戶辦理人民幣結匯。為提昇交易之便利性及期貨商對境外外資風險控管

原則之一致性，參考亞洲主要交易所得以其他外幣繳交人民幣計價商品保證金之作

法，臺灣期貨交易所建請中央銀行放寬相關規定，並獲中央銀行原則同意境外外資交

易人民幣計價商品所需之原始保證金，得以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之外幣為之；另成交

買進人民幣計價選擇權所需支付之權利金，放寬得先以其他幣別繳存約當權利金，俟

部位成交後，再由境外外資自結人民幣繳交。為配合中央銀行放寬人民幣計價商品之

保證金收取方式，爰修正「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結算交割作業要點」第3點條文及

「期貨商代交易人辦理其交易臺灣期貨交易所外幣計價期貨交易契約之結匯說明」等

規定，並自2017年11月13日起實施；另臺灣期貨交易所2016年10月18日台期結字第

10503010870號函，自同日起停止適用。

(3)修正「業務規則」及訂定「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業辦法」

公告日期：2017年11月29日

公告文號：台期交字第10602018050號函

概要說明：為防範期貨交易人錯誤下單、胖手指或委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等事件所可能產生之瞬

間價格異常波動風險，臺灣期貨交易所建置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爰修正「業

務規則」第38條、第41條規定，增訂有關實施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法源依據；並明定

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契約，除另有規定外，其新進買賣申報成交價格之決定應介

於臺灣期貨交易所所定之即時價格區間；以及明定適用契約之買賣申報不能產生決定

價格時，若其申報價格未介於即時價格區間，則退回其未成交之部分，不依原申報價

格繼續進行撮合。再者，依據前開「業務規則」第38條第5項規定之授權，訂定「動

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業辦法」，明定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運作方式，主要包含（一）適

用契約：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次近交割月份契約；（二）適用買賣申報：

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次近交割月份契約之單式買賣申報，及要求最近及次

近交割月份契約同時成交之組合式買賣申報；（三）即時價格區間：新進買進（賣

出）申報之決定價格高於（低於）臺灣期貨交易所訂定之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

以及新進買進（賣出）申報之一部或全部因無可成交之賣出（買進）申報致不能產生

決定價格，且新進買進（賣出）申報價格高於（低於）臺灣期貨交易所訂定之即時價

格區間上（下）限，有前述情況之一，則退回該買賣申報；（四）基準價之訂定：以

開盤後第一筆基準價為例，參考國際作法，採取開盤集合競價成交價，若無開盤集合

競價成交價時，則採開盤參考價；（五）退單點數之訂定：單式買賣申報之退單點數

為最近之標的指數收盤價乘以單式買賣申報退單百分比；最近及次近交割月份契約組

合式買賣申報之退單點數為最近之標的指數收盤價乘以組合式買賣申報退單百分比；

（六）遇特殊情況需暫停或調整退單百分比等事項。另為降低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上線

初期對市場之衝擊，臺灣期貨交易所於2017年11月29日以台期交字第10602018070號

函明定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次近交割月份契約之單式買賣申報退單百分比

為2%；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最近及次近交割月份契約之組合式買賣申報退單百分

比為1%。本次增修訂規章之實施日期，臺灣期貨交易所未來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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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大及其他商品成交量

12.39% 臺股期貨

9.08% 股票期貨(含ETF期貨0.41%)

7.46% 小型臺指期貨

0.30% 電子期貨

0.19% 美國道瓊期貨

0.18% 金融期貨

0.13% 股票選擇權(含ETF選擇權0.06%)

0.11%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0.07%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選擇

0.33% 其他合計

7.59% 股票期貨(含ETF期貨0.47%)

0.29% 電子期貨

0.25% 金融期貨

0.15% 股票選擇權(含ETF選擇權0.06%)

0.14% 美國道瓊期貨

0.11%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0.07% 東證期貨

0.40% 其他合計

69.76% 臺指選擇權

12.86% 臺股期貨

70.03% 臺指選擇權

12.56% 臺股期貨

9.40% 股票期貨(含ETF期貨0.57%)

7.88% 小型臺指期貨

0.31% 電子期貨

0.29% 金融期貨

0.23% 美國道瓊期貨

0.15% 股票選擇權(含ETF選擇權0.08%)

0.11%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0.08% 金融選擇權

0.35% 其他合計

68.64% 臺指選擇權

2017/10

2017/11

2017/01-11

8.12% 小型臺指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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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 2017/11 2017/01-11

日均交易量                   日均未沖銷量單位：口

1,800,000

1500,000

1200,000

900,000

600,000

300,000

0

1,135,954

2017/01-11

1,126,876 1,055,608

1,470,8091,709,8561,58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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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 量 結 構 圖

2017/10

0.05% 期經及期信

0.60% 其他機構投資人

14.59% 外資法人

0.24% 證券投信

0.34% 證券自營

2017/01-11

0.04% 期經及期信

0.56% 其他機構投資人

14.27% 外資法人

0.25% 證券投信

0.43% 證券自營

2017/11

52.43% 自然人

32.01% 期貨自營商

33.25% 期貨自營商

50.93% 自然人

0.06% 期經及期信

0.62% 其他機構投資人

14.63% 外資法人

0.20% 證券投信

0.36% 證券自營

30.82% 期貨自營商

53.31%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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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

2017/11

元大
期貨

永豐
期貨

康和
期貨

富邦
期貨

元富
期貨

大昌
期貨

兆豐
期貨

凱基
期貨

群益
期貨

統一
期貨

日盛
期貨

華南
期貨

國票
期貨

國泰
期貨

美林
證券

1.05 0.80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00

8,000,000

7,000,000

6,000,000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0

7,110,793

4,172,571

3,087,694

2,427,551
2,080,388

1,751,259
1,156,180 1,093,514 989,945

772,080 685,507 534,967 530,544 448,097 343,162

9.74

7.21
5.67

4.86
4.09

2.70 2.55 2.31 1.80
1.60 1.25 1.24

交易量（口）                市占率（％）

2017/01-11

元大
期貨

永豐
期貨

康和
期貨

富邦
期貨

元富
期貨

大昌
期貨

國票
期貨

凱基
期貨

群益
期貨

統一
期貨

日盛
期貨

華南
期貨

兆豐
期貨

國泰
期貨

美林
證券

1.19 0.83

24.00

22.00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00

8,283,271

4,911,839

3,096,833
2,502,221

2,147,949
1,461,633 1,393,218 1,252,290

981,273 855,793 667,789 662,308 593,066 416,917

7.01 6.20
5.01

4.30
2.92 2.79 2.51 1.96 1.71

1.34 1.33

交易量（口）                市占率（％）

80,000,000

70,000,000

6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0

元大
期貨

永豐
期貨

康和
期貨

日盛
期貨

元富
期貨

大昌
期貨

兆豐
期貨

凱基
期貨

群益
期貨

統一
期貨

富邦
期貨

華南
期貨

國票
期貨

國泰
期貨

美林
證券

0.921.221.26 0.74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00

29,817,378
23,432,067

19,103,078
13,375,893

12,510,549
12,154,434

8,796,851 8,368,5215,970,053
5,812,333

4,371,048
3,523,704

1.852.562.632.82
4.02

4.93
6.28

6.68

47,753,744

交易量（口）                市占率（％）

31,726,009

16.58

10.05

1.76

3,501,957

10,000,000

9,000,000

8,000,000

7,000,000

6,000,000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2,000,000

1,000,000

0

16.57

16.61

9.83

78,74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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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 閱 簡 則   》

一、 臺灣地區每期新台幣100元(含印刷品郵資)，國外訂戶每期10

美元(含航空印刷品郵資)，可單期購買或長期訂閱。

二、 訂戶請將訂閱費用匯入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兆豐銀行

南台北分行帳戶：戶名「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03009008030」，匯款收據請郵寄至臺北市羅斯福路二

段100號14樓「臺灣期貨雙月刊」收。

三、 訂戶於繳款後，請寫明姓名、住址及訂閱期數， 郵寄或以電

子郵件寄至bimonthly@taifex.com.tw，以便奉寄。之後地址如

有變更，亦請來函告知。
本刊網頁選單 本期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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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s 交 易 統 計

2017/01-11 2017(5/16-11/30)2017/10 2017/102017/11 2017/11

交 易 戶 數 統 計 夜 盤 交 易 概 況

註：截至2017年11月底止，開戶數共計1,743,294
戶，其中自然人占1,733 ,017戶，法人占
10,277戶。

註：2017年10月及11月夜盤與日盤日均量比值
分別為10.0%與13.1%，夜盤今年5月上線至
11月底期間則為9.9%。

單位：戶 179,245

103,045100,523

單位：日均量（口）

92,809

117,954

92,426

市 場 參 與 概 況 統 計

期貨
自營商

結算銀行結算會員期貨信託
事業

期貨經理
事業

期貨顧問
事業

期貨交易
輔助人

期貨
經紀商

34
9 30

9
31

48
33 919

723

116

12 5

總公司（家數）

分公司（營業點）

34

116

31

723

48
33 1933 19 59 5 9 12 30 9 

註：統計至2017/11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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