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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計畫推出股價指數
微型期貨契約

文／羅銘達（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今（2019）年 5

月推出微型（Micro E-mini）標普 500 指數（S&P 

500）、那斯達克 100 指數（Nasdaq-100）、羅素

2000 指數（Russell 2000）及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DJIA）等美股指數期貨契約。微型期貨契約規模

為已掛牌相同標的股價指數之 E- 迷你（E-mini）期

貨契約規模 10 分之 1，主要目標客群為富有經驗

之當沖交易人，CME 表示，新微型期貨契約提供

更低交易門檻及更便利交易管道。近年 CME 由過

往著重機構投資人之策略，轉為尋求吸引更多自然

人參與交易，去（2018）年 CME 自然人日均量約

660,000 口，較 2017 年成長 27%，但占全市場日

均量未達 4%，希望藉由微型期貨契約推出，提供

更適合一般自然人交易股價指數期貨商品管道。

新加坡APEX

推出首檔燃油期貨
文／羅銘達（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新 加 坡 亞 太 交 易 所（Asia Pacific Exchange, 

APEX）於 4 月 11 日推出首檔燃油期貨契約，契

約規模 10 噸，標的為 380-cst 高硫燃油（380-cst 

HSFO），美元計價，到期採實物交割。APEX 表示，

此商品契約規模較小，可滿足不同類型交易人需

求，而美元計價亦有助吸引不同產業參與者進行交

易。

另 APEX 將持續觀察燃油期貨上市後交易情

形，再評估接續推出低硫燃油及船用輕柴油等期貨

契約，以因應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預計自 2020 年起強制全球航運

業者僅可使用含硫量低於 0.5% 之低硫燃油，相較

於現行含硫量低於 3.5% 規定，IMO 此舉將改變全

球航運業及煉油業生態，該交易所評估未來推出低

硫燃油及船用輕柴油等期貨契約，較能滿足航運業

需求。

Eurex

計劃推出個股選擇權
交易之減速機制
文／陳浩仁（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德國交易所（Deutsche Boerse）集團旗下歐洲

期貨交易所（Eurex）計劃推出減速機制（Passive 

Liquidity Protection, PLP），以抑制過度積極之高

頻交易並鼓勵造市。PLP 機制初步適用於 Eurex 掛

牌之德國及法國股票選擇權契約，自 6 月 3 日起

試行 6 個月（pilot phase），並將視運作情形延長

試行期間。傳統上減速機制較常見於證券市場，而

Eurex 為探索此機制之少數期貨交易所之一，其他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則包含洲際交易所（ICE）及倫

敦金屬交易所（LME）。

Eurex 表示，目前其市場約 3 分之 1 交易人

為高頻交易者，占選擇權交易量比重約 50% 至

60%。高頻交易常因可能造成金融市場波動提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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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指責，德國央行（Bundesbank）在 2016 年報告

指出，高頻交易者在市場波動度高時更加活躍，造

成市場價格變動更劇烈。高頻交易者執行委託單之

延遲時間最短可達百萬分之 1 秒，Eurex 計劃將委

託單傳送時間延遲至千分之 1 秒（1 毫秒），目的

在使造市者更專注於為市場提供流動性，滿足客戶

與機構投資人需求。

EEX

計劃推出能源及航運
費率商品

文／陳浩仁（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德 國 交 易 所 集 團 旗 下 歐 洲 能 源 交 易 所

（European Energy Exchange, EEX）於 6 月 3 日上市

一系列商品期貨與選擇權，並由歐洲商品結算所

（European Commodity Clearing, ECC）進行結算。

能源類方面，將推出斯洛維尼亞、保加利亞

及塞爾維亞三市場之電力期貨，拓展業務至中歐

及東南歐新興能源市場。斯洛維尼亞市場方面，

EEX 計劃分別推出基載及尖峰負載（base and peak 

load）電力期貨，而保加利亞及塞爾維亞市場則均

推出基載電力期貨。所有新電力商品均掛牌週、

月、季及年到期契約。

航運市場運價商品方面，則計劃同時於 EEX

及其亞洲分部 EEX Asia 掛牌輕便型（Handysize）

及巴拿馬極限型（Panamax）航運費率期貨與選擇

權，以反映貨運現貨市場當前之變化。此外，現有

歐盟排碳配額（EU Allowances, EUA）期貨選擇權

亦將加掛更多月份及季到期契約。

SGX

入股 BidFX以拓展
外匯交易業務
文／李福慶（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近年來，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採取收購或入

股現貨、店頭衍生性商品等交易平臺方式，擴大經

營版圖，提升經營綜效。新加坡交易所（SGX）自

2013 年推出美元兌新加坡幣等首批外匯期貨後，

陸續推出人民幣等多項幣別匯率期貨，今年 2 月匯

率期貨日平均交易金額達 44 億美元，未平倉部位

名目金額亦達 54 億美元。為進一步吸引原從事店

頭市場匯率商品之交易人進場，3 月 27 日宣布以

2,500 萬美元收購 Trading Screen 公司旗下匯率商品

交易平臺（BidFX）20% 股權，BidFX 為避險基金、

資產管理公司及銀行提供 G10 及亞洲國家貨幣之

現貨、交換交易及遠期交易。收購 BidFX 股份後，

有利於建立 SGX 與 BidFX 間策略合作關係，發揮相

輔相成效果。

HKEX

規劃推出MSCI
中國 A股指數期貨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香港交易所（HKEX）取得 MSCI 指數編製公司

授權，將在獲得主管機關核准後推出 MSCI 中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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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數期貨，以提供投資中國股市之避險工具。不

同於新加坡交易所中國 A50 指數期貨，其係追蹤

50 檔中國 A 股價格走勢，HKEX 規劃推出之指數

期貨成分股涵蓋滬深港通買賣交易之大型及中型 A

股，MSCI 今年 11 月完成納入 A 股程序後，MSCI

中國 A 股指數預計將包括 421 檔 A 股。

HKEX 表示，滬港通及深港通分別於 2014 及

2016 年實施，隨著國際資金者對 A 股投資不斷增

加，對於風險管理要求越來越迫切，推出 MSCI 中

國 A 股指數期貨可幫助投資者管理風險，也有利

於進一步推動中國股票市場對外開放及提升香港市

場核心競爭力。中國近來持續對外開放境內衍生性

商品交易，包含 1 月公布 QFII 及 RQFII 投資境內

衍生性商品（含金融期貨）法規草案。

JPX

宣布收購 TOCOM計劃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日 本 交 易 所 集 團（Japan Exchange Group, 

JPX）6 月對東京商品交易所（Tokyo Commodity 

Exchange, TOCOM）展開收購，預計10月完成交易，

並於 2021 年 3 月底前整合二交易所業務。屆時，

TOCOM 上市之貴金屬及農產品商品將轉移至 JPX

旗下之大阪交易所（Osaka Exchange），而能源類

商品，如電力及液化天然氣，則繼續於 TOCOM 交

易。

相較於國外商品期貨快速成長，TOCOM 近年

來呈現虧損，JPX 於去年衍生性商品交易量全球排

名第 16 名，日本政府希望藉由推動交易所整合以

削減成本並提升與其他國際級交易所（如 CME、

ICE 等）之競爭力，以達成其成為金融中心之目標。

二交易所整合後，投資者可於 JPX 交易各類商品，

提供投資者更多元產品及便利性，吸引更多參與

者，進而提升交易量、流動性，並使交易策略更加

靈活。

SGX

將推出日經 225指數
總報酬期貨

文／李福慶（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相較於僅將成份證券資本利得納入計算之價

格報酬指數（Price Return Index），總報酬指數

（Total Return Index）則是將成份證券持有期間資

本利得及股利等收益納入計算。股價總報酬指數交

換契約（Total Return Swap, TRS）特性如同一般交

換契約，TRS 買方（賣方）收取（支付）約當股價

指數資本利得及股利之總報酬收益，支付（收取）

雙方約定無風險利率及附買回利率（repo rate）。

然而，近年來未經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

規範日益趨嚴，大幅增加交易人資金成本，例如：

巴塞爾協議 III（Basel III）訂有承作 TRS 等店頭市

場交易商品之法人機構有增列資本計提之要求。

為提升原交易日經指數 TRS 客戶之資金運用

效率並降低成本，新加坡交易所於 5 月 13 日推

出日經 225 指數總報酬期貨（Total Return Futures, 

TRF），成為亞洲地區首檔 TRF 商品。透過 TRF，

交易人將可獲得類似交易 TRS 之效果，SGX 新推出

TRF 契約因較 TRS 具較高交易透明度，除能吸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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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 坡 亞 太 交 易 所（Asia Pacific Exchange, 
APEX）於去年 2 月獲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頒發
交易所牌照，是繼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洲際交
易所（ICE Singapore）後，於新加坡成立之第
三家交易所。

APEX 於去年 5 月首先推出精煉棕櫚油期貨，同
年 10 月 推 出 人 民 幣 匯 率 期 貨。APEX 表 示， 該
交易所產品發展重點將圍繞於亞太地區之特色
產業及發展需求，以建構完整大宗商品及金融衍
生性產品線。

新加坡亞太交易所介紹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期貨教室

交易人進場參與，亦可提供 TRS 市場交易人規避隱

含 repo rate 管道。

LCH

新增 5種幣別之利率
交換結算服務
文／陳韻頻（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倫敦結算機構（LCH）因應市場需求，於去

年 4 月起開始承作店頭市場無本金交割利率交換

（Non-Deliverable Interest Rate Swap）商品結算服

務，初期推出人民幣、韓圜及印度盧比等 3 種亞洲

幣別，亦是 LCH 首度進行該等幣別之集中結算商

品。

今年 3 月 LCH 表示該業務累計結算金額已逾

5.47 兆美金，另為進一步滿足亞太及拉丁美洲區

域市場需求，額外新增新臺幣、巴西里拉、智利披

索、哥倫比亞披索及泰銖等 5 個結算幣別，期能提

高客戶整體保證金資金運用效率。截至 5 月 6 日，

LCH 累計結算該 8 種幣別之無本金交割利率交換商

品金額約 2.97 兆美元，其中約 1.4% 來自新臺幣，

結算金額約為新臺幣 1.25 兆元。

Cboe

將暫停比特幣期貨交易
文／陳韻頻（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旗下比特幣期

貨（XBT）自 3 月起停止加掛新契約，可交易契約

至 6 月到期為止。反觀其對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之

比特幣期貨（BTC），交易迄今活絡依舊，近期日

均量約為 XBT 日均量之 2 至 3 倍。

XBT 與 BTC 分別於 2017 年 12 月 10 月及 17

日上市，市場認為二商品至今發展歧異，可能係因

XBT 掛牌於主力為波動率指數（VIX）商品之 Cboe

期貨交易所（CFE），客群相對有限，而 BTC 係於

CME 股權類商品同一平臺交易，交易人透過既有

交易管道即可交易。此外，XBT 最後結算價僅參考

Gemini 一家交易所比特幣價格，BTC 則係以多家現

貨市場價格進行結算，價格可能相對較具代表性。

亦有業者表示，二商品上市初期，BTC 部位限制

較 XBT 高，操作上較具彈性，儘管 Cboe 已於去年

夏天放寬部位限制數，但當時 BTC 交易量已超越

XBT，再加上 CME 投入可觀資源行銷 BTC，均為其

比特幣期貨較為成功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