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4 屆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 

IOSCO）年會由澳洲證券暨投資管理委員會（ASIC）

主辦，於今（2019）年 5 月 13 日至 17 日假澳洲

雪梨舉辦。我國代表團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顧立雄率隊，證券期貨局、證券交易所、

期貨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集中保管結算

所與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隨同參加。

本屆 IOSCO 年會除了例行性理事會與各委員

會會議外，共舉辦 3 場研討會與多場專題座談，

研討會聚焦於「金融指標未來發展」、「監理機

構如何因應金融科技創新」與「監理機構於永續

金融所扮演的角色」三大議題。我國代表團在會

議中積極參與討論並與其他會員交換意見，並且

與各國主管機關進行會晤，成果豐碩。

IOSCO 理事會主席 Ashley Alder 於會中期許本

次會議能提供更多有價值的參考範例及與會者各

方寶貴意見，以因應金融指標變革、金融科技創

新、永續金融發展及其他因素所帶來的各項挑戰，

同時監理者能建構有效的資本市場監管工具，促

使資本市場在全球經濟體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金管會顧主委率團
參加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年會
文／陳彥惇（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   （由左至右）投保中心董事長邱欽庭、證交所董事長許璋瑤、櫃買中心董事長陳永誠、金管會主委顧立雄、證期局局長王詠心、集
保結算所董事長林修銘及期交所副總林志成於第 44屆 IOSCO年會開幕式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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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期貨市場協會（Association of Futures 

Markets, AFM）第 22 屆年會於 5 月 8 日至 10

日於美國芝加哥舉辦，期交所由副總經理周建隆

參加。期交所於 2015 年波蘭年會時獲推選擔任監

察人（Supervisory Board），今年再度獲全體會員

代表通過順利連任，由許虞哲董事長代表出任監

察人，任期至 2021 年。

本屆大會議題包含：變動中之衍生性商品

市場、加密貨幣及數位資產交易所最新發展、集

中結算發展趨勢、金融科技發展及衝擊、全球監

理法規發展現況、交易所交流─新興及小型交易

所之經驗及挑戰等，與談人兼顧監理、實務等面

向分享卓見。此外，大會並邀請數位美國期貨

業重量級人士蒞臨演講，包括 CME 董事長 Terry 

Duffy、CME 榮譽董事長 Leo Melamed 及美國期貨

業協會（FIA）總經理 Walt Lukken 等，講者從自

身踏入期貨市場機遇談起，並就美國期貨業發展

歷程及未來展望提出觀察及建言。

期交所連任期貨市場協會監察人
文／陳君鐸（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   期交所副總經理周建隆（右二）參與 AFM年會，會晤 AFM
秘書長 Krisztina Kasza（左二）。

「股票期貨月月亨通」競賽活動起跑
文／蘇鼎欽（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鉅
亨網為了活絡股

票 期 貨 市 場， 促

進資本市場共榮發展，

特別舉辦「股票期貨月

月亨通競賽」活動，於

4 月 26 日假臺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舉行活動起

跑記者會，活動期間 5

月 2 日 至 7 月 31 日，

期交所等協辦單位均到場支持本競賽活動。

「股票期貨月月亨通」競賽活動為鉅亨網首

度舉辦股票期貨相關競賽活動，並邀請期交所、

證交所、期貨公會、元大投信、國泰投信、富邦

投信、復華投信及群益投信擔任協辦單位。鉅亨

網同時結合期交所、證交所及投信公司等協辦單

位，於競賽活動網站建置期貨、證券與 ETF 相關

知識專區，並設置證券 / 期貨市場逐筆交易資訊

專區，提供交易人期貨、證券及 ETF 全面完整

之交易資訊。詳細活動訊息請上鉅亨網活動網站

https://reurl.cc/Og377。

▲   鉅亨網舉辦「股票期貨月月亨通競賽」活動起跑記者會。（由左至右）復華投信副總經理許
家榮、國泰投信總經理張雍川、期貨公會副理事長林添富、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鉅亨網總
經理楊定國、證交所副總經理林長慶、元大投信投資長林祖豪、富邦投信董事長胡德興、群
益投信總經理陳明輝等主協辦單位首長共同參與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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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交所於 4 月 8 日至 4 月 11 日赴馬來西亞吉

隆坡參加由馬來西亞交易所舉辦之第 4 屆

亞洲市場監視會議（4th Asian Market Surveillance 

Forum 2019），本次會議出席人員包括亞洲 11 個

國家 15 個交易所，與會成員主要為負責監視業務

主管及專責人員，期交所亦率團與會。此次會議

內容主要就亞洲各交易所之監視業務現況、證券

及衍生性商品監視案例分享，包括操縱、內線交

易、演算法交易等。

期交所參加第 4屆亞洲市場監視會議
文／林志超（期交所監視部專員）

▲   馬來西亞交易所舉辦第 4屆亞洲市場監視會議，期交所與
會。

2019 年國際選擇權市場協會（IOMA）年會由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NSE）主辦，4 月 2 日

至 4 日於印度孟買舉行，期交所由結算部經理許

鈴佩率隊與會。

本次會議有來自包括美國、英國、歐洲及亞

洲監管組織機關、交易所、結算機構、投資公司、

銀行及資訊廠商等代表。會議重點包括結算機構

的未來、匯率衍生性商品、加密資產、保證金管

理、資本審慎監理制度、風險耐受度、結算機構

與中央銀行關係、資源、復原與處置計畫（R3），

及衍生性商品在金融市場發展中扮演角色及結算

服務提供等相關議題。此外，世界交易所聯合會

（WFE）特別在本次會議與奧緯顧問公司（Oliver 

Wyman）發表一份題為「結算的未來」聯合報告，

檢視金融危機後事態發展及對當前市場結算環境

影響，並就如何建設結算機構的未來提出建議。

WFE 執行長 Nandini Sukumar 表示隨著全球監管規

文／余欣庭（期交所結算部專員）

▲   期交所經理許鈴佩（左三）及櫃買中心代表，拜訪印度國家
證券交易所。

國際選擇權市場協會第 36屆年會
期交所與會

範逐漸從實施危機後改革轉向促進市場發展和增

長，正處於關鍵時刻，此時包括監管機構、結算

機構和結算會員在內的結算服務必須共同努力，

確保任何懸而未決的改革領域得到適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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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交所為強化期貨市場價格穩定功能並使期貨

市場制度接軌國際，採計劃性且階段式推動

建置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去（2018）年 1 月 22

日臺股期貨及小型臺指期貨近月及次近月契約調

整上線，11 月 19 日適用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

貨其他月份契約、電子期貨、金融期貨、非金電

期貨、臺灣 50 期貨及櫃買期貨各月份契約後，即

規劃適用至臺指選擇權所有契約，並於今年 5 月

27 日上線。

為強化宣導效果，期交所於 3 月 14 日至 5 月

21 日舉辦二梯次全國宣導說明會共 17 場次，宣

導「臺指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一定範

圍市價委託及每筆市價委託口數上限調整」、「鉅

臺指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上線
期交所舉辦 17場次宣導說明會
文／鄭醒華（期交所交易部研究員）

S&P Dow Jones Indices 第 11 屆日本 ETF 研討

會（The 11th Annual Japan ETF Conference）於

4 月 2 日、3 日假日本東京帝國飯店舉辦，由標普

道瓊斯指數公司（S&P DJI）主辦，自 2008 年起

本研討會連續 11 年於日本東京舉行，主要邀請其

合作夥伴及指數使用者暨潛在客戶參加，探討日

本及亞洲 ETF 市場持續發展與變革。期交所連續 2

年出席該研討會，有助期交所後續開發 ETF 期貨

商品。

研討會內容豐富，涵蓋 ETF 資產管理的新紀

元、ETF 對於日本投資版圖影響、ETF 於全球發展

趨勢及未來投資工具之創新與展望等 4 大主題，

共11場專題演講及8場座談會。包含日本金融廳、

亞洲各交易所、ETF 發行商及交易商、國際資產管

理業者、日本證券分析師協會及大學教授等數百

名產官學界專家與會，參加人數達千餘人。

期交所參加第 11屆日本 ETF 研討會
文／李佳蓉（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   期交所舉辦 17場次「臺指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宣導
說明會。

期交所就期貨市場交易人大額刪單案例進行

介紹，說明交易人大額刪單之樣態與案例，及對

交易人大額刪單之相關規定與處理程序。各交易

所與會監視人員於會議期間進行業務經驗交流，

未來亦得就市場監視業務相互協助。

額交易制度」。另期交所為協助市場參與者瞭解

不同契約間流動性差異，以衡量潛在流動性風險，

於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依收盤時間不同

逐次揭示各商品流動性資訊，提供交易人參考，

前揭宣導說明會同時辦理「各商品流動性資訊揭

示」等風險控管制度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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