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金管會指導下，金融總會與台南市政府於今

(2019) 年 6 月 29 日假臺南市永華市政中心

廣場，共同主辦「2019 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

華」，透過現場設攤宣導金融知識，強化金融知

識推廣效果，並結合公益與慈善，使金融知識向

下扎根。

期交所在本次園遊會中，除提供摸彩禮品予

金融總會外，並於攤位設有「超級推一推 臺指選

擇權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5 月 27 日上線」及

「期來運轉 QA 大挑戰」二大主題互動遊戲區，吸

引現場民眾熱情參與，在遊戲中以寓教於樂方式

宣傳「臺指選擇權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及期

貨市場商品等資訊，透過現場互動拉近與民眾距

離，活動內容有趣、獎項豐富，吸引大批臺南鄉

親在期交所攤位前排隊參加，參與熱絡，共吸引

約 1,400 人參加。

透過本場園遊會，除建立民眾對金融知識的

觀念，更同時關懷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當日期交

所總經理黃炳鈞並代表捐贈善款予臺南市腳印社

區關懷協會，彰顯金融業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熱

心參與社會公益。

文／楊玳驊（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2019年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期交所共襄盛舉

▲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 (中 )及金融總會理事長許璋瑤 (右二 )、
櫃買中心董事長陳永誠 (左二 )於臺南「2019年金融服務愛
心公益嘉年華」參觀期交所攤位，由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 (左
一 )接待。

▲ 期交所捐贈善款予臺南市腳印社區關懷協會，臺南市長黃偉
哲 (左 )致贈感謝狀予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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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謝怡昇（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
交所與經濟日報主辦、政大商學院與期貨

公會協辦之「從校園到職場—與期貨共創

Future」校園講座暨校園徵才活動，於 5 月 29 日

假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舉行，由政大商學院院長

蔡維奇擔任貴賓致詞，並邀請金管會副主

任委員張傳章就「期貨市場新商品及新制

度」做專題演講。除此之外也邀請期貨業

新世代，與在座莘莘學子分享投入期貨業

職場之心路歷程。

該講座也針對培養期貨市場人才願

景議題，由經濟日報總編輯費家琪擔任主

持人，邀請金管會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

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期貨公會理事長糜

以雍及政大金融學系系主任林士貴共同與

談，探討產官學界如何加強合作以帶動人才投入

期貨領域。另外在會場外，邀集 13 家期貨商擺設

徵才攤位，供有意投入期貨業的同學參考。

期交所與經濟日報合辦
「從校園到職場─與期貨共創 Future」講座及徵才活動

▲   金管會副主委張傳章 (中 )、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 (左四 )、期交所總經理
黃炳鈞 (右四 )、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 (右三 )、政治大學金融系主任林
士貴 (右二 )等參與本場講座。

文／楊玳驊（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保
險業近年來海外投資水

位高，避險需求與日俱

增，惟對衍生性商品集中市場

運用較少，為增進保險業對臺

灣期貨市場了解及運用，期交

所偕同壽險公會、期貨公會於

8 月 1 日合辦「保險業衍生性

商品避險實務研討會」，邀請

保險業、期貨業者高階主管，

就保險業衍生性商品交易實務

進行專題演講，並舉辦產官學

界綜合座談場次，期望透過不

同角度，為保險業未來多元化

避險操作，找出新的發展方

向，共吸引近 200 位保險業

期交所與壽險公會、期貨公會合辦
「保險業衍生性商品避險實務研討會」

▲   左起為永豐期貨協理林漢偉、凱基期貨副總經理許庭禎、保險局財務監理組副組長劉純斌、
元大期貨總經理周筱玲、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期交所董事長許虞哲、壽險公會理事長
黃調貴、國泰人壽副總經理蔡宜芳、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期貨公會秘書長吳桂茂、群益
期貨董事長孫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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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下半年宣導推廣補助暨交易獎勵活動起跑

為
鼓勵期貨經紀商推廣期交所上市商品，期交

所辦理「108 年下半年宣導推廣補助暨交易

獎勵活動」，補助業者自行規劃推廣計畫，並輔

以交易獎勵及媒體推廣補助活動，共同推動臺灣

期貨市場成長。

在宣導推廣補助方面，最多補助業者辦理推

廣活動預算經費 60%，推廣補助標的涵蓋期交所

上市股票期貨 ( 含個股期貨及 ETF 期貨 )、國外股

價指數期貨 ( 含東證期貨、美國道瓊期貨及美國標

普 500 期貨 )、商品期貨 ( 含黃金期貨、新臺幣計

價黃金期貨及布蘭特原油期貨 ) 及期交所今年下半

文／蘇鼎欽（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
交所於 6 月 20 日召開「108 年股東常會」，

由董事長許虞哲主持。本次股東會通過每股

配發股利 4.25 元 ( 含現金股利 3.65 元及股票股利

0.6 元 ) 之盈餘分派案。

許董事長表示，期交所近年來研發多元化商

品及接軌國際交易結算制度有成，使國內期貨市

場得以穩健發展。去 (2018) 年臺灣期貨市場在新

商品及夜盤交易持續注入新動能下，全年度交易

量達到 3.08 億口，較前 (2017) 年成長 15.95%，

為臺灣期貨市場年度交易量首次突破 3 億口大關；

在交易量挹注營收下，去年淨利達 25.82 億元，

創下成立以來新高。能有此成績，要特別感謝主

管機關指導、各位股東及期貨業鼎力支持，共同

協力推展業務。除業務推展外，期交所亦秉持善

盡企業社會責任原則，持續規劃多面向公益活動，

期使資源能深入臺灣每個需要幫助角落，同時期

望帶動更多企業共襄盛舉，達到拋磚引玉效果。

臺灣期貨市場亮麗表現，許董事長再次感謝股東

支持，未來一年將再接再厲研議新商品及新制度，

持續推動臺灣期貨市場繁榮發展，期望各位股東

能繼續給予支持。

期交所股東會 通過每股配發股利 4.25元
文／矯恆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   期交所 108年股東常會於 6月 20日召開，由董事長許虞哲
(右二 )主持。

及期貨業者參加。

研討會由期交所董事長許虞哲及期貨公會理

事長糜以雍親臨致詞揭開序幕。會中，由國泰人

壽副總經理蔡宜芳、凱基期貨副總經理許庭禎、

永豐期貨協理林漢偉等業界專家，分別就保險業

衍生性商品避險交易實務及法人機構如何運用期

貨市場避險增益等主題進行專題演講。

綜合座談邀請到國泰人壽副總經理蔡宜芳、

群益期貨董事長孫天山、元大期貨總經理周筱玲、

保險局財務監理組副組長劉純斌及政大風險管理

與保險系教授張士傑等產官學專家，針對「國際

金融市場變動下的保險業避險操作策略」共同與

談，期望透過保險業、期貨業、主管機關及學界

代表緊密交流，促進保險業及期貨業共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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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交所於 6 月 3 日至 6 月 6 日赴英國倫敦參

加全球集中結算組織協會 (CCP12) 舉辦之違

約演練研討會 (Default Fire Drill Workshop) 及年會

(CCP12 AGM)。CCP12 本次舉辦之違約演練研討會

於 6 月 3 日假 CME 倫敦辦公室舉行，共有 10 個

結算機構代表與會。另 CCP12 年會於 6 月 6 日假

ICE 歐洲結算所 (ICE Clear Europe) 舉行，與會代表

對 CCP12 未來持續與全球各國結算機構及主管機

關密切合作，持續關注各國政府新金融法規發展、

對市場影響及因應做法之發展方向凝聚共識，期

許集中結算更安全，並促進金融市場更有效率及

透明化。

期交所參加全球集中結算組織協會 (CCP12)
違約演練研討會及年會
文／陳翊鳳（期交所結算部專員）

WFE科技研討會於瑞典舉辦

世
界 交 易 所 聯 合 會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 WFE) 交易所會員每 2 年定期召開

技術研討會，觀摩各交易所最新技術發展情形，

會議議程包含交易所之技術發展與經驗分享、大

學教授對於金融市場相關研究發表及資訊系統廠

商最新科技介紹等。

今年研討會於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假瑞典

于默奧大學 (Umea University) 舉行，與會人員包

含全球各交易所會員、資訊廠商及大學教授等逾

百名產官學界專家，本次會議共 12 個專題，內容

包括「未來趨勢分析」、「分散式帳本技術」、「加

密貨幣」及「人工智慧」等 4 大主題。

文／林曉伯（期交所資訊規劃部專員）

期
交所為使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從業人員

瞭解近期配合期貨管理法規修正「期貨商內

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與「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

輔助業務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訂內容，及

使期貨從業人員瞭解檢查機構查核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作業所見缺失態樣，俾利業者修正或強化

相關措施，於 6 月 13 日至 6 月 28 日假臺北市、

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舉辦 12 場次

宣導說明會，共 1,231 名從業人員參加。期交所

建議與會業者適時於各該公司內部教育訓練對從

業人員加強宣導，並透過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

業相關缺失態樣，期能共同防制提醒，避免發生

違反期貨管理法令情事及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作業。

文／李柏毅（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副組長）

期交所舉辦「108年度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內部控制制度
標準規範修正內容暨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宣導說明會」

年上市新商品。交易獎勵則按各類商品交易日均

量達一定標準以上 ( 夜盤交易量每口以 1.5 口計 )，

分為 5 個獎勵級距標準頒發獎勵金，獎勵標的為

期交所上市股票期貨、國外股價指數期貨及商品

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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