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鼓勵法人機構從事期貨交易，進行避險及增

益，以提升法人機構在期貨市場之參與比重，期

交所自2015年起舉辦「期貨鑽石獎」，為臺灣資
本市場期貨及選擇權領域之年度盛事。

2020年「期貨鑽石獎」評選期間為2019年7月至
2020年6月，獎勵對象包含期貨經紀商、期貨交
易輔助人及期貨自營商等期貨相關業者，及期

經、投信、銀行、保險、證券、造市者、期信、

政府四大基金、票券業及其他法人機構，期望各

獎勵對象善用國內期貨及選擇權商品進行避險及

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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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語 

Front 「韌性」、「創新」、「永續」及「包容」為金管會黃主委賦予整體金融機構及周邊

單位的發展目標，期許我國金融市場體質更加強健，以因應未來各種挑戰與變化。期交所

自當深化此四大目標為公司文化及人員思維的一部分，並積極體現於業務規劃及發展中。

在「韌性」方面，為進一步提升市場安全及效率，將擴大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商品、

建置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強化資訊安全監理並提升防護能力。另協助期貨商完

善公司治理及風險控管機制、強化期貨及選擇權教育及專業人才培訓，並提升國內外法人

機構市場參與度。

在「創新」方面，將運用人工智能及金融科技於市場服務及監理等領域，並增加期貨

大數據開放資料集，以促進金融創新產業發展。另強化與國內、外交易所、證券期貨及投

資管理等專業機構交流合作，掌握市場趨勢脈動，研議符合市場需求的新商品及新制度。

在「永續」及「包容」方面，期交所長期投入社會公益，為擴大愛與關懷的影響力，

主動邀集多家善心企業及專家夥伴共同關懷弱勢族群，其中以連續六年舉辦的「金融有愛 

食 (實 )物銀行」聯合捐贈活動最具代表性。今年的捐贈儀式於 7月 31日舉行，由期交所、

證交所、集保結算所、合作金庫銀行、聯徵中心及櫃買中心共同捐出 5千萬元，採購弱勢

民眾所需物資，並以老人及嬰幼兒為優先照護對象。六年累計捐贈物資金額達 2.1億元，

受幫助弱勢家庭預計將突破 35萬戶。

為鼓勵法人善用期貨與選擇權為資產組合避險或增益，期交所今年賡續舉辦「第六屆

期貨鑽石獎」。本次頒獎典禮業於 8月 31日假台北國賓大飯店舉辦，為昭公信，特別邀

請銀行、壽險、產險、投信投顧、證券、期貨、票券等七大金融產業公會理事長及具專業

經驗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期間召開兩次評審委員會議討論，選出 36家期貨相關機構

與法人機構獲獎，共頒發 44個獎座，在此再次恭喜所有得獎者，感謝其對臺灣期貨市場之

貢獻。

展望未來，期交所將在主管機關指導下，與業界先進攜手努力，使臺灣期貨市場向前

邁開大步，再攀高峰！

任重道遠  
推動市場發展 落實社會責任

 董事長

2 3臺灣期貨雙月刊TAIFEX BI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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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於今（2020）年 7月 31日

舉辦「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聯合捐贈儀

式，由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證期局組長黃厚銘及

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親臨見證。捐贈單位由期

交所董事長吳自心、證交所董事長許璋瑤、集保

結算所董事長林修銘、合庫銀行總經理陳世卿、

聯徵中心董事長郭建中及櫃買中心董事長陳永誠

等代表出席，並由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代表受贈。

另為鼓勵偏鄉孩童學習音樂並藉由舞台演出建構

自己的信心，特別邀請「嘉興國小暨義興分校合

唱團」進行開場表演。

金管會黃主委表示，社會還是有一些基層民

眾，工作條件比較辛苦，若企業在獲利之餘，能

夠分享一些獲利成果，幫助弱勢民眾就是善盡企

業社會責任，這也是孟子所說的：「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證券期貨及金融周邊單位多年

來社會公益不落人後，都有各自社會公益計畫，

各有特色，食（實）物銀行也很有特色，令人印

象非常深刻，希望這份對社會的關懷繼續持續下

期交所吳董事長表示，鑑於臺灣人口快速老

化及少子化等因素，弱勢幼童與獨居老人的照護

更為重要，今年「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

持續把嬰幼兒及老人列為優先照顧對象，並將縣

市政府較難募集到的嬰幼兒及老人所需的奶粉、

尿布及營養用品等高單價物資列為重點，高單價

物資比重由開辦時的 45％逐年提升至 70％。另為

確保物資品質，量販業者所配送的物資自送達指定

地點之日起至商品保存（有效）期限，不得短於各

該商品保存（有效）期間之二分之一。

「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在主管機關、

捐助單位、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及第一線志工們

與社工們的支持與付出下，得以延續並順利邁

入第 6 年，期望經由食（實）物銀行的持續運

作，建構緊密社會安全網絡，協助社會邁向「老

有所養、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的

美好境界。  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感謝各界對「金融有愛─食（實）

物銀行」之支持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期許金融機構發揮社會責任，關懷弱勢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左5）、證期局組長黃厚銘（左4）及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右3）親臨見證下，捐贈單位由期交所董

事長吳自心（右4）、證交所董事長許璋瑤（左3）、集保結算所董事長林修銘（右2）、合庫銀行總經理陳世卿（左2）、

聯徵中心董事長郭建中（右1）及櫃買中心董事長陳永誠（左1）等捐贈單位首長，共同啟動食（實）物銀行捐贈儀式。

活動要聞

Hot news

文／林信夫（期交所管理部專員）

「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

  邁入第 6年

去。捐助金額不在乎多寡，只要大家有心去捐助，

就是一份愛心。臺灣是一個充滿溫暖和關懷的社

會，關懷弱勢就是臺灣最好的軟實力，希望金融

機構不僅重視競爭力，更要重視金融機構對臺灣

的關懷及社會責任。

期交所自 2015年起響應金管會號召，邀集周

邊金融機構參與「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

聯合捐贈活動，每年向民間量販業者採購大宗物

資，按季配送至全國 22個縣市政府（包括澎湖、

金門及連江等離島地區）指定運送點，透過公部

門與私部門的密切合作，建構幸福資源分享愛心

公益平台，讓資源能深入臺灣需要幫助的角落，

協助經濟弱勢、遭逢急難變故家庭渡過生活困境。

「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聯合捐贈過

去 5 年來累計捐贈物資金額達新臺幣 1億 6,100 

萬元，幫助 27 萬多個家庭、88萬多人次。今年

期交所等6 家金融周邊機構再次投入5,000 萬元，

累計 6年捐贈金額已達 2 億 1,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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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要聞

Hot news

文／矯恒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舉行

董事長交接典禮

期交所 6月 17日舉行董事長交接典禮，新任

董事長由前財政部政務次長吳自心接任。金管會

主委黃天牧、財政部部長蘇建榮、證期局局長張

振山、期貨公會理事長糜以雍、券商公會理事長

賀鳴珩、期交所董事、監察人，及證券暨期貨周

邊單位董事長、總經理等多位貴賓蒞臨觀禮。

典禮由監察人孫天山監交，新任吳董事長自

前代理董事長黃炳鈞手中接下期交所董事長印信。

 期交所新任董事長吳自心（右）在監察人孫天山（中）監交下，自前代理董事長黃炳鈞（左）手中接下印信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左）、財政部部長蘇建榮（右）於期交所董事長交接典禮致詞

 期交所新任董事長吳自心

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提升臺灣期貨市場之國際能

見度；另期許國內所有金融機構、周邊單位要確

實做好政策的內部溝通協調，任何政策要博採周

知，讓所有相關團體、利害關係人都能充分了解

政策訂定過程，推動過程才能順利。黃主委更期

許金融機構朝「韌性」、「創新」、「永續」及「包

容」這四大目標發展。

財政部蘇部長亦以貴賓身分致詞，祝福具專

業、智慧且高 EQ的吳部長，能達成主管機關所

交辦的任務，讓臺灣期貨市場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新任吳董事長致詞時表示，過去兩年多在許

前董事長帶領下，成功推動多項重要新商品及新

制度，使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於 2018年首度突

破 3億口大關，2019年交易量雖略下滑，但仍

持穩在 2.6億口以上，並已連續 6年交易量突破

2億口，未來期交所將在此良好基礎下，加倍努

力、接軌國際。

金管會黃主委致詞時，首先對期交所許前董

事長及黃總經理，近年來為我國期貨市場所作的

努力給予嘉許與肯定，並對新任吳董事長給予祝

福與期許，期盼借重吳董事長 36年公職生涯於賦

稅專長及督導公股金融機構的管理經驗，能帶領

期交所再創高峰。

此外，黃主委特別期許吳董事長推動「店頭

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並鼓勵期交所

吳董事長另表示，過去於財政公務體系工

作，因參與各項新型期貨商品交易稅率核定案，

對於期貨業界所提期交稅議題，將會持續關注與

了解。未來，將全力以赴帶領期交所，持續建

構安全及效率的期貨市場，並會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給予社會弱勢團體真誠的關懷與實質的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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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要聞

Hot news

文／阮浩耘（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期交所攜手 Nasdaq積極抗疫

109年度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
內控制度修正暨防制洗錢及

打擊資恐宣導說明會

文／何皓宇（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參加
「2020台灣資本市場論壇」

 集保結算所總經理朱漢強、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證交所總經理簡立忠、自由時報副總編輯魏錫賓、福邦證券董事長林火

燈、期貨公會副理事長林添富及元大投信董事長劉宗聖（由左到右）共同參加「2020台灣資本市場論壇」與談

 期交所新冠肺炎打氣標語登上Nasdaq紐約總部大樓

那斯達克交易所（Nasdaq）為鼓勵各界一同

對抗新冠肺炎，設計一系列打氣標語，於美國紐約

時代廣場總部大樓播放，並邀請期交所在內的全球

合作夥伴共襄盛舉。

期交所 2019年 10月 1日與 Nasdaq合作推

出那斯達克 100指數期貨，亦受邀參加此意義非

凡的活動，期望藉由打氣標語的播出，傳遞防疫無

國界以及來自臺灣的愛與關懷給美國大眾。

面對全球疫情肆虐及金融局勢的動盪，期交所

已建立完整的災害緊急應變對策，維持期貨市場穩

定運作，提供交易人便利避險交易平台。儘管臺灣

本土疫情已趨緩，但身為地球村的一員，更應該發

揮同舟共濟的精神。本次參與此公益活動，希望給

期交所 7月 24日公告修正「期貨商內部控制

制度標準規範」及「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

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相關修訂內容包含主管

機關、自律組織及期交所最近一年度增修訂之期貨

市場管理規範。本次修正內容及修正對照表，已登

載於期交所期貨商管理系統網站。

配合本次修正，期交所於 8月 4日至 8月 24

遭受疫情重創的紐約市更多支持與鼓勵，並表達

齊心抗疫的決心，並對全球守護公眾健康的醫護

致上最高敬意。

自由時報於 7月 31日舉辦「2020台灣資本

市場論壇」，總統蔡英文與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臨

致詞，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證期局局長張振山及

證券期貨周邊單位首長出席與談。

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應邀於「資本市場的過

去、現在與創新」場次與談，黃總經理指出，期

貨市場因推動夜盤交易而獲重大突破，改變國內

資本市場生態，今年又因疫情、美中紛爭等市場

動盪，導致資本市場大幅波動，今年期貨總交易

量可望突破 3億口。

對於期交所未來發展，黃總經理表示，期交

文／矯恆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股東會 通過每股配發股利 3元

期交所於 6月 18日召開「109年股東常會」，

由董事長吳自心主持，證期局期貨管理組組長黃厚

銘列席指導。本次股東會通過每股配發股利3元（含

現金股利 2.6元及股票股利 0.4元）之盈餘分派案。

吳董事長表示，臺灣期貨市場 2019年在市

場振幅及波動度較 2018年下滑影響下，全年交

易量仍達到 2.61億口，較 2018年 3.08億口減少

15.36%；在交易量挹注營收下，期交所 2019年

稅後淨利達 19.49億元，每股稅後盈餘 5.5元。雖

整體交易量略為回檔，但夜盤的表現亮眼，2019

年夜盤交易量較 2018年成長 6.5%，夜盤占同商

品日盤交易量比重則成長至 29.8%，創下夜盤上

線以來新高，顯見夜盤已成為交易人盤後交易避

險的主要管道，充分發揮期貨市場之經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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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期貨市場亮麗表現，吳董事長除感謝股

東支持，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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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交所109年股東常會由董事長吳自心（中）主持，右為總經理黃炳鈞、左為監察人孫天山

所將在商品、制度、系統三方面尋求創新。商品

部分，期交所刻洽國外授權，可望於年底引進國

外旗艦標的指數之股價指數期貨；制度方面，夜

盤交易將再加掛適用商品，提供更多避險增益工

具，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預計明年擴及股票期貨；

風控則因應 Basel III風險資本計提政策架構，將

向主管機關申請合格集中結算機構（QCCP）認

可，以降低從事我國期貨交易之金融機構資本計

提衝擊；系統方面，建立雲端測試環境，規劃將

歷史資料放置雲端，供期貨商進行測試，並持續

提升系統效能，預計 2023年再升級至第 6代交易

系統。

文/李欣恬（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日假臺北市、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

等 5個地區，舉辦 12場次宣導說明會，總計 1,345

從業人員參加。期交所於會中解析期貨管理法令

訂定緣由，修訂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歷程，及

探討期貨業者違規案例，再予說明內部控制制度

標準規範之實務運用，期望使與會先進業者能切

確掌握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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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期貨鑽石獎

表揚卓越金融機構
文／顏榮邦（期交所交易部經理）、蘇鼎欽（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左）親臨「第六屆期貨鑽石獎」頒獎典禮，與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右）恭喜所有得獎者。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元大期貨總經理周筱玲

（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凱基期貨總經理陳瑞珏

（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群益期貨執行副總經理毛振華

（右）。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陳瑞珏珏：凱基期貨很榮幸獲

得「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第二

名」，在此感謝主管機關及期交所

推動商品多元化挹注市場成長動能、革新交易制度增進

期貨市場交易穩定及調整結算制度加強期貨市場風險管

理，讓期貨市場在2019年交易量仍達2.6 億餘口，並在

2020年上半年日均量再創歷史新高。凱基期貨以不斷

超越自我為標竿，將持續開發引進海內外新客源，並妥

善維繫服務既有客戶，戮力擴大市場參與廣度，與期交

所及期貨市場一同成長、為交易人創造更多價值！

    

總經理李文柱：在期交所積極推動

新商品、新制度下，期貨市場年年

皆呈現高度成長趨勢，市場秩序也

更加穩定。群益期貨感謝主管機關對於期貨產業的大力

支持，將秉持兩個重要的方向持續前進:一、提供創新

加值服務:提供超乎客戶預期的高附加價值服務；致力

數位轉型及FinTech創新，提供更友善與效率的交易平

台、獨家觀點、線上訂閱平台。二、落實普惠金融服

務:期貨業的天職是為了服務實體經濟，將設計符合各

類避險需求的新金融商品，提供交易人全方位的財富管

理服務。

第1名

第3名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

董事長林添富：元大期貨為臺灣期

權市場龍頭，連續五年獲得此獎項

第一名的肯定。此外，元大期貨也

積極響應期交所的新商品策略，在今年新上市的生技與

永續期貨商品，交易量囊括半數市佔。近年金融市場波

動更加明顯，帶動交易人期貨交易與避險需求。元大期

貨致力推動「客戶關懷」全方位服務，透過24hr全天候

服務平台，及多元研究報告、風險控管、app即時訊息

推播、創新智能策略、線上直播影音等，協助客戶即時

追蹤商品行情、掌握交易績效。

第2名

臺灣期貨交易所 8月 31日假台北國賓大飯店

舉辦「第 6屆期貨鑽石獎頒獎典禮」，金管會主

委黃天牧、證期局副局長蔡麗玲及期貨、證券、

投信投顧、票券、壽險等公會理事長蒞臨頒獎典

禮，現場包括各得獎金融機構首長在內，共 150

位貴賓熱情參與一年一度期貨業盛會。

第 6屆期貨鑽石獎頒獎典禮共有 36家機構獲

頒期貨鑽石獎，共頒發 44個獎座。由黃主委、期

交所董事長吳自心，及期貨鑽石獎評審委員的期貨

公會理事長糜以雍、證券公會理事長賀鳴珩、投信

投顧公會理事長張錫、壽險公會理事長黃調貴及票

券公會理事長廖美祝等，擔任頒獎人。

黃主委致詞時表示，期貨市場在我國資本市

場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 300多項商品在進行

交易，在國際間表現非常優秀。期交所近年來在

推動夜盤交易、建置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推出臺灣永續期貨等創新商

品及多面向努力下，使臺灣期貨市場穩定成長，

今年交易量可望再創新猷。另黃主委表示「期貨

鑽石獎」的意義，借用大家熟悉的廣告詞「鑽石

恆久遠，一顆永流傳」，代表期貨市場一直都是

生氣蓬勃、永遠往前發展，相信我國期貨市場會

有燦爛美好的明天。

吳董事長致詞時表示，感謝主管機關大力支

持期交所，期貨鑽石獎自 2015年首次舉辦以來，

今年已邁入第 6屆，本屆期貨鑽石獎針對期貨經

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自營商、期貨經理

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銀行業、保險業及證

券業，設置交易量鑽石獎及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另設有造市績效鑽石獎及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等，

恭喜所有得獎機構，並期望能持續善用國內期貨

及選擇權商品穩定投資組合績效。



1312 臺灣期貨雙月刊TAIFEX BIMONTHLY

六
特別報導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
公司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維誠：近兩年市場雖然呈

現多頭，但中間其實有不少震盪，

所幸期交所近年來商品越趨多元

化，又推出盤後交易，使期貨自營商可在各種盤勢與行

情下更靈活運用不同商品進行交易獲取利潤。元大證券

多年來在追求績效的過程中，也不忘身為國內龍頭券商

的社會責任，積極參與期交所舉辦的各項活動，活絡市

場交易、提供價格的穩定性。也期望未來在期交所與各

總經理方維昌：凱基證券連續四年

獲得「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

石獎第一名」。感謝期交所舉辦

本活動，並且不斷地推出各項新商品。凱基證券位居

期貨交易輔助人領先地位，秉持著「為您思考、做得

更好」的企業精神，致力提供予客戶多元完善的金融

投資工具，不定期舉辦期權推廣講座，教導交易人運

用期權商品避險，或是利用選擇權組合單，有效控制

投資風險。同時強化電子交易系統內組合策略單的功

能，以降低交易人使用組合單的門檻，達到期權交易

推廣的目的。

總經理柯喬伊：很榮幸能獲得「期

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近來全

球市場受到中美貿易戰及新冠病毒

等衝擊，然在主管機關和期交所的指導與發展下，今年

期貨市場總交易量可望再度突破新高。另外，MSCI摩

臺指近期轉至港交所發行，星交所也趁勢推出富臺指，

面對海外競爭市場的挑戰，希望主管機關和期交所能持

續檢視我國市場制度，提升我國市場之競爭力並爭取客

源，增加臺灣市場的國際能見度。今後本公司也會更加

努力，攜手同業先進為我們的市場交易量和各項發展繼

續努力。

總經理江偉源：永豐金證券每年都

能在「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

獎」獲得肯定，感謝主管機關與

期交所對於市場的擘畫，在2020年更推出具話題性的

臺灣生技期貨。另外感謝金融同業在期貨市場共同的努

力，無論在市場自律與業務規模發展上都能互相砥礪。

總經理黃維誠：元大證券所營專業

項目包含證券商、期貨交易輔助

人、信託業等，並以146家分公司

廣布全臺；於經紀業務、融資券業務、款項借貸業務等

多項業務為市場主要領導者。本公司長期致力推廣期貨

交易，藉由舉辦說明會與宣導講座，提升投資大眾對市

場的了解與專業知識。在服務品質上，元大證券不斷優

化交易系統性能，為投資大眾提供最周全的服務。展望

未來，元大證券將持續響應主管機關政策，並以穩健經

營、賡續創新及嚴格的風險管理，保障客戶權益為職志

的目標。

第1名

第1名

第2名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陳瑞珏珏：凱基期貨能得到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第三

名」倍感榮幸，尤其在金融市場變

化劇烈的今年，期交所成熟的交易機制平安通過今年的

試煉，自營部在戰戰兢兢面對今年挑戰的同時，也因此

第3名

第3名

第2名

最後感謝永豐金證券客戶的行動支持，永豐金證券將持

續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資產配置，近期推出的「豐存

股」產品更是能使用期交所推出的指數與個股期貨做好

資產避險策略，為投資人創造更好的投資績效。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郭嘉宏：此次是台新證券於

期貨界第一次獲獎，證明兼營期貨

商也可對市場做出貢獻。台新證券

於2017年開始期貨業務，是最晚成立之期貨經紀商，

三年來一步一腳印地加強對營業員的專業訓練及對客戶

的推廣，終於繳出了不錯的成績單，去年市佔率成長達

57%，而今年至7月為止也較去年成長46%。感謝期交

所及同業的協助，讓台新證券期貨業務逐漸茁壯，我們

會繼續提升交易效能、優化平台功能、落實客戶徵信，

並配合期交所腳步推廣各項期權商品，提高台新證券在

期貨市場的參與度。

第1名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凱基證券資深副總經理黃天仁

（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永豐金證券執行副總經理李

鴻源（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元大證券資深副總經理佘光麒

（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凱基期貨總經理陳瑞鈺

（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元大證券資深副總經理佘光麒

（右）。

 金管會黃主委（左）頒獎給澳帝華期貨總經理柯喬伊

（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台新綜合證券董事長郭嘉宏

（右）。

證券期貨同業的努力下，臺灣的期權市場能吸引更多交

易人加入，持續成長茁壯。

更有自信理性交易，提供市場流動性，以更進一步積極

活絡市場交易量。期交所今年持續因應市場需求陸續推

出新商品，提供交易人新交易選擇與風險管理工具，自

營部亦將追隨腳步尋找交易機會和活絡市場，期望未來

持續共同為臺灣期貨市場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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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玴緯：感謝期交所近年

陸續推出的各類多元化、國際化商

品以及夜盤交易等新制度，並提供

多項獎勵措施，來鼓勵期貨交易輔助人業者積極推廣業

務；不僅交易人在近乎全天候可以交易的環境下，能充

分得到避險以及接軌全球市場參與多元商品的交易，也

促使證券IB端同仁的專業提升，全方位的服務客戶滿足

交易人需求，創造更穩定多元的業務收入。大昌證券將

持續配合相關政策的推廣，協助交易人掌握投資的契機

與滿足避險的需求，共同努力促進期貨市場持續發展。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周武華：感謝期交所在接軌

國際及商品多元化的推動，包括夜

盤交易、動態穩定措施等交易制度

的實施，對法人機構在避險增益有顯著的助益，且能滿

足交易人不同策略的需求。國票期貨特別重視交易人的

教育，推出期權大課100講等影音系列課程，期使一般

大眾能更了解具槓桿特性的期權商品及平台功能。因

應數位化的時代，國票期貨將逐步建置高效能的交易系

統，並建置雲端策略平台，積極提供客戶多元、全球化

的商品投資組合，以及靈活交易及多方位的發展策略。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俊宏：近年來期貨市場發

展快速且穩定成長，期交所陸續

推出多元化商品，提供交易人更

多交易及避險工具。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金融市場

之際，期貨更是資本市場重要的一環，具有價格發現功

能，可作為投機、避險或是套利交易之工具，因此期貨

口數交易量順勢擴大許多。元富憑藉著多年來在期貨市

場的紮根與努力，適時地在金融市場中，善盡證券商角

色及功能，未來亦將持續積極響應期交所政策舉辦商品

及制度說明會，協助活絡金融市場發展及成長。

董事長陳立：元富期貨非常榮幸榮

獲「期貨自營商交易量成長鑽石

獎第二名」。元富期貨包括期貨經

紀、期貨顧問、期貨自營等業務，尤其自營部門相當

注重培養優秀操作人才，致力研發交易策略，並遵循

風險控管與法令規範。感謝主管機關及期交所全力支

持期貨業的發展，不斷推出各項新商品、新制度，活

絡期權交易市場，尤其是推動盤後交易，對自營避險

操作有甚大助益。元富期貨往後將持續提供客戶更完

善的服務，與市場及期交所同步成長。

副總經理薛惠中：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期貨自營透過多面向的策略與避

險機制，積極響應期交所市場業務

之推廣，擴大期貨與選擇權市場之廣度與深度，推升

國內市場的發展規模，為健全台灣資本市場發展貢獻

一份心力。期能與期交所共同努力，提升台灣市場在

全球市場中的吸引力與投資活力。

第1名

摩根大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略）
第3名

第2名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佩君：今年非常榮幸再次

獲得「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也代表客戶對兆豐證券

的肯定。在市場動盪下，兆豐證券的客戶可以利用兆

豐期貨所開發地多元化交易平台，例如全球理財通、

兆期機，快速掌握即時資訊及市場價格，並且透過平

台的停損、停利機制控制交易風險。除了優化交易平

台，兆豐證券持續加強落實KYC、風險告知，透過真

誠的關懷客戶，設身處地為客戶著想，才能用專業帶

動業績的成長，並為期貨市場創造價值與榮景。

第2名

第1名

第3名 第2名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許文義：中國信託證券一

直以來不遺餘力地導入優秀的期貨

自營操作團隊，優化期貨與選擇

權之交易策略及交易模組，不斷為交易系統的軟硬體

配備升級，於公司風險胃納下追求自營投資之絕對報

酬，積極參與期貨市場，期許為提升市場流動性及成

交動能貢獻一份心力。展望未來，中國信託證券將戮

力發展多元交易策略，維持交易量能，並期望完備跨

市場策略之開發，透過期交所發行之國外期貨商品，

精準掌握全球市場熱點，以穩定推升自營交易績效之

貢獻。

第3名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國票期貨總經理周武華

（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大昌證券總經理林玴緯

（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元富證券董事長陳俊宏

（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元富期貨董事長陳立（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兆豐證券董事長陳佩君

（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總經理薛

惠中（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中國信託綜合證券副總經理許

文義（右）。

 期交所吳董事長（左）頒獎給摩根大通證券協理林玟伶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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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林家進：永豐期貨積極投

入經營期貨經理事業，很榮幸地

蟬連三屆交易量鑽石獎。期貨資

產管理在臺灣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希望藉由鑽石獎的激

勵提升業界信心，共同開發臺灣期貨業的藍海市場。永

豐期經近年經營有成，管理規模與客戶數年年成長，居

業界領導地位，以系統化交易為核心理念、客製化與增

值服務為導向，戮力發展多元交易策略，穩定提升投資

組合績效，專注風險控管技術，提升客戶滿意度，未來

將持續投入資源為服務期貨市場貢獻心力。

期貨經理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造市績效鑽石獎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劉宗聖：元大投信秉持「穩

健、誠信、服務、創新」及「全心

全意為您理財」之經營理念，不

斷推陳出新金融商品，截至今年7月底，元大投信發行

逾97檔基金，整體公募基金規模達7,054億元、ETF達

5,099億元，整體受益人數逾84萬人，規模市佔率高達

15.8%，是唯一超過10%的基金公司。根據彭博資訊統

副總經理薛惠中：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致力協助期交所新商品上市計

畫、並完善期貨與選擇權市場之發

展。不論是新上市之生技指數、永續指數、富櫃200指

數期貨，或原臺股、東證、美股指數及臺股個股之期貨

與選擇權均不遺餘力，以滿足市場參與者對各類市場風

險的流動性需求。期能與期交所共同努力，完善各類市

場風險之涵蓋度，提升臺灣資本市場之重要性。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張錫：國泰投信擁有「ETF

精品店」的美譽，在臺股ETF產品

中，除臺灣加權槓反、股利精選

30等ETF外，今年更結合ESG題材推出國內首檔「國

泰臺灣ESG永續高股息ETF」，截至7月底總受益人數

已達10萬人。今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大，連結

期貨的槓反型ETF成為市場焦點，投資人也特別關注槓

桿/反向ETF投資機會，並將槓反型ETF加入資產配置

中。國泰投信旗下產品多元，連結臺灣加權指數期貨

與海外指數之ETF在今年也快速成長，資產規模和成交

量屢創新高。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第1名 第1名

第2名

總經理張雅斐：2020年受新冠疫

情影響，市場不確定性增加，富邦

期貨以「資產配置」的角度，積極

推廣期經事業，採取多元靈活配置，透過「資產配置」

達到降低整體投資組合的波動、減少集中投資的風險、

參與更廣泛的市場投資，使得在不確定性增加的市場

中，客戶整體資產報酬率仍能保持穩健向上，是現階段

最適合追求穩健報酬之策略。富邦期貨未來將繼續努力

提供優質服務與多元商品，持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期

許為臺灣期貨市場持續增添新的成長動能。

總經理黃維誠：元大證券長期在臺

灣期貨與選擇權市場擔任造市商，

可說是與臺灣的期、權市場共同成

長，對期交所推出的個股、各項國內外指數、匯率、

原物料類期貨與選擇權皆積極配合造市，近兩年更投

入相當的人力、資源從事盤後時段造市，期望能提供

良好的市場流動性、穩定的價格，滿足市場各類交易

者的需求。未來將繼續和期交所攜手合作，共創交易

人、期交所、造市商三贏的市場榮景。

第2名

第1名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方維昌：近年來，全球金融

市場都出現大幅波動的行情，因

此，愈來愈多交易人透過期、現貨

商品的搭配，進行避險套利以及各項交易策略。感謝

主管機關與期交所提供健全開放的金融環境，並持續

推出各種國內外的期權新商品，為市場增加許多投資

機會。凱基證券一向積極參與市場，期望能讓交易人

享有活絡的商品報價與流動量，並可透過期貨商品穩

定投資組合風險，開創良好有效的發展基礎，同時也

為活絡期權市場貢獻心力，一同打造繁榮前景。

第3名

第2名

計截至7月底，元大投信基金管理規模已名列亞洲地區

第八名，為臺灣唯一入榜投信業者，未來將更積極研

發新產品，提供客戶多元配置的投資工具，並提升臺

灣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期貨公會糜理事長（左）頒獎給永豐期貨總經理林家進

（右）。

 壽險公會黃理事長（左）頒獎給元大證券資深副總經理佘

光麒（右）。

 壽險公會黃理事長（左）頒獎給凱基證券資深副總經理黃

天仁（右）。

 期貨公會糜理事長（左）頒獎給元大投信董事長劉宗聖

（右）。

 期貨公會糜理事長（左）頒獎給富邦投信總經理李明州

（右）。

 期貨公會糜理事長（左）頒獎給國泰投信副總經理鄭立誠

（右）。

 期貨公會糜理事長（左）頒獎給富邦期貨總經理張雅斐

（右）。

 壽險公會黃理事長（左）頒獎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總經

理薛惠中（右）。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總經理李明州：此次獲獎，感謝主

辦單位、各位評審對於富邦投信在

期貨交易上積極經營的肯定。富邦

投信發行了國內外多檔槓桿反向ETF，包括臺灣加權、

上証180、日本東証、印度NIFTY、NASDAQ-100及恒

生國企等，主要就是以期貨商品來達到槓桿效果，並

第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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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星展 (臺灣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總經理張志堅：很榮幸本行榮獲

「銀行業期貨交易量鑽石獎第三

名」，感謝期交所近年來全力支

持期貨業務的發展，不斷推出各項新商品、新制度，

活絡期權交易市場，對市場和投資人幫助極大。本行

未來除了持續對持有的現貨避險外，也將運用策略交

易，充分利用期貨商品多空雙向、靈活操作的避險特

性，降低部位損益波動，提高財務操作的績效。

總經理林鑫川：星展銀行致力接軌

臺灣與世界，並透過響應由期交

所提供之符合國際趨勢多元金融商

品，共同促進臺灣期貨市場的發展。近年來，在星展銀

行的積極推動下，星展在期貨交易量能上成長卓越。未

來，星展將擴大運用期交所平台、推廣相關服務，達到

星展、期交所與臺灣金融產業共榮的多贏局面。

董事長陳聖德：富邦金控以提供

兩岸三地最完整佈局的金融服務

為核心，台北富邦銀行近年來更積

極推動商品的多元化與國際化，提供客戶一流產品與

服務。承蒙期交所在期貨商品種類及流動性的亮麗成

長，使北富銀交易室在市場的動盪中，擁有靈活的風

險對沖工具，降低交易部位的波動度，亦能有效率的

執行自製理財商品避險。未來，北富銀將持續參與期

交所多元商品交易，促進臺灣資本市場的繁榮發展，

成為客戶在投資市場上最專業的金融夥伴。

資深副總經理郭松壽：台新銀行交

易室採取嚴控風險的紀律性操作，

在股權相關交易持續朝量化交易發

展，交易團隊在面對波動加劇的金融市場因搭配期交

所之期貨及選擇權的避險操作，獲利得以穩定成長。此

次獲獎，十分感謝期交所提供愈來愈多樣化的期貨商品

讓投資人在避險和策略交易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與對

於台銀銀行在臺灣期貨市場上之努力與給予肯定。展望

未來，台新銀行將持續積極參與臺灣的期貨與選擇權市

場，期許在交易績效上能更加穩定與增長。

銀行業交易量鑽石獎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薛惠中：臺灣期貨與選擇

權市場在期交所與各造市商的合作

下，不論是商品涵蓋廣度、市場深

度、交易時段，均已與國際市場接軌，提供交易人國

際化商品、完整的交易時段進行風險對沖。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得益於完善的期貨市場，方能有效率地進行

金融交易與避險，感謝期交所致力於交易平台的建置

與推廣，與所有市場參與者共創多贏。
投資長張惟閔：安聯投信也是近

年來唯一一家外商投信二度榮獲

期交所鑽石獎相關獎項的肯定，

更代表了安聯投信在地深耕、致力於深化在地臺灣投

資團隊研究投資實力的努力成果。安聯投信秉持主動

式投資，為投資人謀求長期穩定之績效表現。安聯投

信臺股團隊長年憑藉主動式投資的優勢，仍能夠在波

動的市場持續為投資人尋找超額報酬。面對產業以及

金融市場不可避免的波動，國內期權市場成為基金投

資很重要的運用工具，透過期貨交易，可降低基金表

現的波動性。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成長

鑽石獎

第1名

第1名

第3名

第1名

第2名

第2名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第3名

董事長榮鴻慶：上海商業儲蓄銀

行向來積極參與金融市場，活絡

金融交易，增進我國金融市場的規

模，連續三年榮獲期交所頒獎項的肯定。期貨金融商品

比起其他金融商品更具有交易成本低及市場敏銳性高的

特性，對銀行業的資金操作或現貨避險，都有很大的幫

助，尤其今年金融市場行情波動大，善用期貨與選擇權

交易，多空皆可操作，可創造投資收益。本行將持續善

用期交所各項金融商品，靈活交易策略，以創造良好的

投資績效，並為活絡我國期貨市場、提升我國期貨市場

的國際競爭力，持續貢獻棉力。謝謝大家！

提供投資人多元靈活操作的投資工具，此外，富邦投

信其他主動式基金也善用期貨商品，來為基金投資做

增益或避險，因此，富邦投信此次能夠在期貨交易貢

獻獲獎，相信也是期交所肯定富邦投信活絡期貨交易

的貢獻，未來也將持續以期貨來為旗下產品適時增益

或避險，做好全方位投資專家的角色。

 期貨公會糜理事長（左）頒獎給安聯投信投資長張惟閔

（右）。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總經

理薛惠中（右）。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臺灣中小企銀總經理張志

堅（右）。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星展銀行總經理林鑫川

（右）。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副總經

理洪修誠（右）。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台北富邦銀行資深副總經

理吳傳文（右）。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台新銀行資深副總經理郭

松壽（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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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維誠：在全球化的發展

下，臺灣股市與國際股市連動性

越來越高，近兩年歐洲經濟成長的困境與美中貿易戰

的不確定性，時常牽動臺股波動，影響證券自營商損

益。感謝期交所多年來逐步改革、打造健全的交易環

境、持續與國際接軌，尤其盤後交易的推出，讓臺灣

市場的交易人能更方便、有效的對歐美行情的變化快

速反應避險，元大證券近年來善加利用各項期交所提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副總經理蔡宜芳：回顧今年無論是

新冠疫情的衝擊，甚或各國政府前

所未見的刺激政策，皆顯示未來之不確定。而正是在

此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價值及重要性再度被凸顯，

憑藉著多元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操作，能夠協助保險業

者降低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維護資產價值的穩定，並

進而強化對保戶權益的長期承諾。感謝期交所持續開

發多元的創新商品，以及維持良好的交易環境，讓金

融從業機構的交易活動順利運行。相信臺灣金融商品

的規模及深度一定能持續擴大。

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

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啟賢：期交所主辦期貨鑽

石獎的目的，是為提升法人機構參

與期貨市場比重，期使法人機構

能善用國內期貨與選擇權工具，為資產進行避險或增

益。這次相當榮幸，華南永昌證券獲得證券業交易量

成長鑽石獎第一名。未來也會持續在提升國內期貨與

選擇權交易量上，與期交所一起努力並攜手成長，為

臺灣期貨與選擇權市場的健全發展共同打拚。同時，

華南永昌證券也會強化公司的韌性與整體經營理念，

在FinTech上持續創新，同時在企業永續發展與善盡社

會責任上持續努力。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資深協理陳其緯：期交所積極推動

法人參與期貨市場，臺股處於萬點

多頭市場下，面對全球金融市場

瞬息萬變波動趨大，金融業法人利用期貨與選擇權進

行投資組合增益或避險的需求更加殷切，國票證券在

各項投資業務中，積極利用期貨與選擇權進行避險增

益交易，提升投資收益穩定度，此次能在競賽中名列

前茅，代表國票證券近年在期貨市場積極參與有所成

果。感謝期交所對國票證券的肯定，團隊亦將持續努

力與臺灣期貨市場共同成長。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鄭大宇：期貨市場是國內資

本市場的重要一環，康和證券不斷

優化期貨電子交易平台，大幅提升

交易下單的速度與功能，自營部門掌握市場波動趨勢，

建立多元交易策略，配合期交所推出之期貨商品，有效

運用期貨及選擇權等投資工具參與市場，不僅為公司創

造優異績效，更首度獲頒「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的殊榮。十分感謝主管機關及期交所的肯定，未來康和

證券將持續優化交易系統，以更穩健積極的態度協助提

升市場活絡度，創造更優質的效益。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

第1名

第1名

第3名

第2名

董事長林寬成：今年臺灣資本市場

指數、交易量同創新高，期貨市

場在此推波助瀾之下，成交口數再創新高，三月份日

均量更是一舉突破200萬口！統一證券推廣期貨交易不

董事長莊順裕：國泰證券很榮幸

再度榮獲期交所頒發期貨鑽石獎殊

榮，連續四年獲得「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感謝期交

所戮力於國內期貨市場發展，並持續推動多樣化之國內

外期貨商品上市，協助交易人增加資金運用彈性並與國

際接軌。國泰證券長期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創造優

異的投資績效表現，未來將持續秉持金融專業，積極響

應主管機關政策並依循期交所指導，致力促進期權商品

發展與交易活絡，期許與各界共創市場榮景、壯大國內

期貨發展於國際版圖。

第1名

第3名

第2名

供的避險工具，在交易績效上繳出不錯的成績單。未

來元大證券會繼續運動期交所的各項商品，持續為臺

灣期權市場的成長貢獻一份心力。

遺餘力，積極參與市場發展，已連續多年獲得「期貨

鑽石獎」的殊榮。各據點亦不時舉辦投資講座，教育

交易人正確的投資觀念，並宣導期貨交易的各項功能

及優點，促進市場交易量的成長。展望期貨市場的未

來，尚有很多發展空間，統一證券期待能貢獻一己之

力，與期交所及各同業先進攜手共創美好的未來。

 券商公會賀理事長（左）頒獎給國泰人壽副總經理蔡宜芳

（右）。

 投信公會張理事長（左）頒獎給元大證券資深副總經理佘

光麒（右）。

 投信公會張理事長（左）頒獎給國泰證券業務副總經理張

育源（右）。

 投信公會張理事長（左）頒獎給統一證券董事長林寬成

（右）。

 投信公會張理事長（左）頒獎給國票證券資深協理陳其緯

（右）。

 投信公會張理事長（左）頒獎給康和證券董事長鄭大宇

（右）。

 投信公會張理事長（左）頒獎給華南永昌證券董事長李啟

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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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副總經理潘裕幗：感謝期交所除

提供優質服務平台外，近年更致力

於推廣臺灣市場衍生性金融商品多

元化，使交易人有更多選擇。中華郵政公司參與國內資本

市場多年，首要目標為獲取穩定報酬，以避險為目的交易

國內股票衍生性金融商品，降低股票投資績效之波動。

再次感謝期交所肯定本公司對於期貨市場的貢獻，並頒

予「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本公司將持續積極參與市

場，除為市場活絡盡一份心力外，並藉由穩健操作，增

加整體投資組合收益，以深化社會大眾對郵政的信賴。

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

 「第6屆期貨鑽石獎」得獎名單

董事長魏啟林：感謝期交所「第六

屆期貨鑽石獎」頒予國際票券金

融公司「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

殊榮，本公司成立以來，深耕金融交易市場，從利率到

股權等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均積極參與並對促進金融

市場活絡不遺餘力，本次獲得期交所及各界金融先進肯

定，未來也將秉持提升金融效率初衷，參與期貨市場交

易，為健全金融市場貢獻一份心力。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
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王中愷：感謝期交所給予澳

帝華期貨對期貨市場推廣之肯定。

今年由於新冠病毒及中美貿易戰等

衝擊，造成期貨市場行情波動加大，在主管機關和期交所

對市場發展的支持和帶領下，市場交易量再度繳出亮麗的

成績單。澳帝華集團在全球各大交易所皆積極地參與交

易，也十分重視臺灣金融市場，今後本公司將秉持集團精

神 “We improve the market （我們促進市場發展）＂，

並配合主管機關、期交所、期貨公會和其他相關單位等，

把國際上累積的些許經驗貢獻給臺灣期貨市場作參考。

副總經理黃意晴：永豐銀行連續三

屆獲得了期貨鑽石獎的殊榮，代表

永豐銀行在國內期貨市場的推廣與

積極參與上，展現了令人讚賞的耀眼成果。永豐銀行從

2015年協助期交所撒下匯率期貨的種子，這五年期間，越

來越多的參與者進入了這個市場，永豐銀行能參與其中深

感榮耀。目前永豐銀行造市的匯率期貨商品包含了人民幣

期貨與選擇權、歐元、英鎊、澳幣、日幣及夜盤共7項，

未來將持續在匯率期貨造市上竭盡心力，也期待在永豐銀

行的專業付出下，能與期交所繼續攜手共創雙贏!

事業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 /基金 /法人機構

期貨業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鑽石獎

1 元大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群益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鑽石獎

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鑽石獎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經紀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台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摩根大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自營商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元富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經理事業 期貨經理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1 永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富邦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鑽石獎

1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3 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業

銀行業交易量鑽石獎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業 保險業交易量鑽石獎 1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 證券業交易量鑽石獎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業 證券業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造市者 造市績效鑽石獎

1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期貨信託事業、政府

四大基金、票券業及

其他法人機構

期貨市場推廣鑽石獎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澳帝華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1名

第3名

第2名

第4名

 票券公會廖理事長（左）頒獎給中華郵政副總經理潘裕幗

（右）。

 票券公會廖理事長（左）頒獎給澳帝華期貨總經理柯喬伊

（右）。

 票券公會廖理事長（左）頒獎給國際票券協理陳由松

（右）。

 票券公會廖理事長（左）頒獎給永豐銀行副總經理黃意晴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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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期貨商資訊安全管理

及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建議措施
文／張文禮 （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經理）、王韋人（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資訊安全領域常引用木桶理論（Buckets 

effect）說明資訊安全風險常發生於整體防護最脆

弱之一環，傳統木桶係由數片木板（如資安防護措

施）以鋼圈緊密結合而成，木桶所能容納之最高水

位（如資訊安全強度）取決於長度最短（防護最弱）

之木板，若桶內水位（資訊安全風險）持續升高，

桶內的水將從最短處溢出（從防護最脆弱之一環發

生資安事件）過程及結果。以下說明期交所研議相

關提升資訊安全防護措施內容。

期交所研議期貨市場強化資安機制

期交所依金管會指示，就「金融機構辦理電

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公布之網路安全通告」及個資外洩事件發

生緣由等 3部分，分別與期貨市場規範進行比對

後提出建議強化措施，說明如下。

 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

準」，係銀行公會為確保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

務具一致基本準則所訂之安全控管規範，內容包含

與交易面、管理面、自動化環境及端末設備、支付

工具面等有關通訊及訊息傳遞之安全控管規範。

比對「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

作業基準」與「建立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

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謹就比較結果，

擇要提出 9項可強化之建議改善事項列示如下：

一、 網路應依用途區分為 DMZ、營運環境、測試

環境、其它環境，並有適當區隔機制（如防

火牆、虛擬區域網路、實體隔離等）。

二、  個人資料及機敏資料應妥善存放置於安全區

域內，不得存放於網際網路區域。

三、定期檢視並維護防火牆存取控管設定，並留

存相關檢視紀錄。

四、 建立入侵偵測或入侵防禦機制並定期更新惡

意程式行為特徵。

五、 應建立上網管制措施，以避免下載安裝惡意

程式。

六、 偵測釣魚網站及惡意網站連結並提醒客戶防

範網路釣魚。

七、系統僅得開啟必要之服務及程式，未使用之

服務功能應關閉。

八 、 建立遠端連線管理辦法，對使用外部網路遠端

連線至公司內部作業系統之維護作業進行控

管，留存相關維護紀錄並由權責主管定期覆核。

九 、 建立系統最高權限帳號管理辦法（含作業系

統及應用系統），使用最高權限帳號時須先

取得權責主管同意並留存相關紀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之網路安全通告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之網路安全通告，係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有「網際網路之父」之譽的美

國學者 Vinton Cerf所提出的概念，在既有的網路

安全管理上，強調主動採取防衛措施，以預防資

訊系統透過網路可能遭受的各種威脅事件之理念。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宣布包含銀行、證券、電子支

付平臺、加密貨幣業者等受監管之金融業者，必

須遵守新網路安全條規採取相應資安措施，包含：

一、建立並實施良好的管理帳號控管機制與預防

性控制措施；二、強化安全修補管理機制及時解

決系統安全性風險；三、建置系統安全設置標準；

四、良好之網路架構環境以降低惡意軟體侵入之

風險；五、實施對惡意軟體的防護措施；及六、

加強關鍵系統採多因子認證之身分驗證方式等 6

項安全措施。

比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之網路安全通告

內容與「建立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及期貨

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

布之網路安全通告包含之 6大措施於現行「建立

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

度標準規範中多已有所規範，謹就比較結果，擇

要提出 6項可強化之建議改善事項列示如下：

一、 建立系統最高權限帳號管理辦法（含作業系

統及應用系統），使用最高權限帳號時須先取

得權責主管同意並留存相關紀錄。

二、 定期辦理資訊系統弱點掃描作業，針對所辨

識出之潛在系統弱點，應評估其相關風險或

安裝修補程式，並留存紀錄。

三、 建立並落實個人電腦、伺服器及網路通訊設備之

安全性組態基準（如密碼長度、更新期限等）。

四、防止未經授權設備使用內部網路。

五、網路應依用途區分為 DMZ、營運環境、測試

環境、其它環境，並有適當區隔機制（如防

火牆、虛擬區域網路、實體隔離等）。

六、透過網際網路存取之重要系統管理帳號登入

應採用多因子認證。

個資外洩事件研析及對策

關於近期某機關個資外洩事件，經瞭解係

2019年 6月該機關接獲外部情資知悉資訊系統個

人資料外洩，影響自 2005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之人員歷史資料，內容包含身分證字號、

姓名、服務機關、職務編號、職稱等。

有關某機構接獲外部情資知悉資訊系統個人

資料外洩事件，經參考該機構於其官網之新聞公

告、TWNIC及 TWCERT等相關事件報導，指出

由於該事件個資遭竊取方式尚未確實掌握，有可

能是透過維修人員流出、內部員工所為、甚至遭

受駭客入侵等，以下謹就相關可能導致該個資外

洩事件研析原因，並對業者資訊系統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作業之防護機制提出強化查核對策。

焦點透視

Features

為強化期貨市場資訊安全及業者個人資料保護能力，全面提升業者資訊安全防護措施以

增加資訊安全風險整體之耐受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指示臺灣期貨交易所參酌

銀行公會「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之網路

安全通告內容，及並近期個資外洩事件，研議強化期貨商之資安規範。期交所於邀請期貨公

會討論可行性後，修訂「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經主管機關核定於2020年8月實施。

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之網路安全通告

(NOTICE NO.:655, Notice On CYBER HYGIENE)



六

2726 臺灣期貨雙月刊TAIFEX BIMONTHLY

有關調查結果

經報載有關調查結果指出，該案資訊系統雖

因相關軟硬體均已報廢，難以還原外洩過程，但

經查發現，該機關屬資安責任等級 A級機關，卻

直到 2016年 10月才將該個資外洩之資訊系統納

入 ISMS驗證範圍，顯有違失，且該機關長期缺

乏資安人力資源，由系統開發人員與網管人員兼

任資安工作，難以掌握資通安全管理制度輔導及

驗證品質，有改善必要。

期交所訂定15項強化期貨商資安及個資保護

措施

經以本國銀行公會「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

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

之網路安全通告及某公務機關個資外洩事件原因

研析，比對現行「建立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

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研析歸納重複項

目後，共研訂 15項強化期貨商資安管理及落實個

人資料保護之主要措施，並於 8月公告實施。

一、網路應依用途區分為 DMZ、營運環境、測試

環境、其它環境，並有適當區隔機制（如防

火牆、虛擬區域網路、實體隔離等）。

二、 個人資料及機敏資料應妥善存放置於安全區

域內，不得存放於網際網路區域。

三、 定期檢視並維護防火牆存取控管設定，並留

存相關檢視紀錄。

四、 建立入侵偵測或入侵防禦機制並定期更新惡

意程式行為特徵。

五、建立上網管制措施，以避免下載惡意程式。

六、偵測釣魚網站及惡意網站連結並提醒客戶防

範網路釣魚。

七、系統僅得開啟必要之服務及程式，未使用之

服務功能應關閉。

八 、建立遠端連線管理辦法，對使用外部網路遠

端連線至公司內部作系統維護作業進行控管，

留存相關維護紀錄並由權責主管定期覆核。

九 、 建立系統最高權限帳號管理辦法（含作業系

統及應用系統），使用最高權限帳號時須先

取得權責主管同意，並留存相關紀錄。

十、 定期辦理社交工程演練，並對誤啟信件或點

擊連結之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並留存相關紀

錄。

十一 、定期辦理資訊系統弱點掃描作業，針對所

辨識出之潛在系統弱點，應評估其相關風

險或安裝修補程式，並留存紀錄。

十二 、建立並落實個人電腦、伺服器及網路通訊

設備之安全性組態基準（如密碼長度、更

新期限等）。

十三 、防止未經授權設備使用內部網路。

十四 、 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系統管理帳號登入重要

系統時，應採用多因子認證機制。

十五、資訊機房門禁管制權限納入定期權限審查。

原因研析

一、維修人員流出

　　依組織一般多將重要系統及主機設備，存

放於組織所在資訊機房中，維修人員僅於有維

修需求、應用程式升級換版或系統修補時才有

機會接觸資訊系統之機密敏感個資。為避免個

資因此外洩，應與委外維護之第三方簽訂維護

契約及相關保密切結，保證不會盜用個資，應

於資訊機房設有門禁管制措施，於維修維護人

員進出時應有相關人員陪同，及維護人員之權

限須經申請核准，並於使用結束時即取消其權

限，此外，包含防火牆、門禁管制、作業系統、

應用程式之權限均應納入定期權限審查，以審

視權限賦予之妥適性及適時移除不必要之權限。

另如有儲存設備更換時，則應在更換時將儲存

媒體施以安全性覆寫或實體破壞，以避免重要

個資不經意被竊而外洩，如儲存媒體銷毀採委

外者，亦應與委外廠商簽訂相關保密協定，確

保相關個資維護之權責。

二、組織內部人員外洩

　　組織內部員工因故意或過失造成個資外洩

的事件也時有所聞，常見過失多有員工未經確

認誤開啟惡意郵件、軟體、影片或網站，造成

中毒或被植入後門程式，間接成為駭客跳板以

作為竊取主機重要個資之管道，另若由積怨離

職員工或由資訊人員利用職權處理個資過程中，

蓄意將個資外洩，所造成之傷害將更為嚴重。

為避免個資因此外洩，組織之電腦（含伺服器）

應安裝防毒軟體，並就作業系統公告重要之漏

洞以及所使用之應用程式進行修補，對電腦使

用人員，應定期安排資訊安全意識提升之教育

訓練，並定期進行社交工程演練，以提升使用

者資訊安全意識，避免組織內部電腦或主機遭

駭，成為個人資料保護之破口。另對於擁有最

高權限帳號（含作業系統及應用系統）之資訊

人員使用最高權限，應有相關管理措施，避免

系統資訊人員持用最高權限帳號辦理日常維護

作業，從而有意或無意損及個人資料之保護。

 三、駭客入侵

　　近來駭客入侵公司網站伺服器以竊取網站

使用者個資的事件，在世界各國都層出不窮，

入侵之管道，從以往透過網路通過防火牆之入

侵方式外，尚有透過資安意識薄弱之一般電腦

使用者，以社交工程方式，誘導開啟惡意郵件、

軟體、影片或網站，以跨過組織之防火牆等資

安設備之保護，達成竊取資料之目的。為避免

個資因此外洩，有關網路架構及設備部分，應

於對外網路設置防火牆作為區隔，包含個資等

機密敏感性資料應有防火牆保護，且針對網路

或主機運作環境，應定期評估並適時修補安全

漏洞，對於透過網路傳輸之個人資料，應有加

密傳輸機制之保護，對於最高權限帳號（含作

業系統及應用系統）應有相關管理措施，避免

系統維護人員持用最高權限帳號辦理日常維護

作業；另關於其他部分，組織之電腦（含伺服

器）應安裝防毒軟體，並就作業系統公告重要

之漏洞進行修補，對電腦使用人員，應定期安

排資訊安全意識提升之教育訓練，並定期進行

社交工程演練，以提升使用者資訊安全意識等，

避免組織內部電腦或主機遭駭。

強化查核對策

經以前揭個資外洩原因研析對策，比對現行

期貨商資安規範，現行「建立期貨商資通安全檢

查機制」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可強化

之部分提出 5項建議：

一、 定期檢視並維護防火牆存取控管設定，並留

存相關檢視紀錄。

二、應將資訊機房門禁管制權限納入定期權限審

查。

三、個人資料及機敏資料應妥善存放置於安全區

域內。

四、應建立系統最高權限帳號管理辦法（含作業

系統及應用系統），使用最高權限帳號時須

先取得權責主管同意並留存相關紀錄。

五、定期進行社交工程演練，及依演練結果，對

相關人員施以資安意識提升之教育訓練。

焦點透視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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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譚德明（期交所資訊作業部經理）、楊俊育（期交所資訊作業部專員）

Internet尚未流行時期，各國均以保守為原

則，以安全性為由嚴格控制通信，立法限制每個

國家 /地區相關WAN服務，因此跨國公司在租賃

和營運WAN服務面對阻礙，企業WAN通訊主要

僅單純選擇專用網路（如 MPLS）。制度終究因自

由化妥協，B2C網路商業趨勢帶動 Internet發光

發熱，同時演變了WAN生態，世界各地的計算

機端點活躍於 Internet任意連接通信，此時有些

企業和新創公司，採行全部使用低成本公眾網路

Internet做為WAN通信方式，而部份企業保留專

用網路 MPLS並行，出現安全 /穩定與營運成本

之間的衡量問題。

WAN通信擴展及Internet發展

2000 年代初期，應用程式（Application）

透過安全的 Internet運行，成為研究和商業創新

的重要課題，點燃日後網路應用服務的盛行 ;而

Internet+（互聯網）興起也帶動傳統 IT行業的轉型，

2014年 B2B的市場關注度，更超越了 B2C。

SD-WAN是什麼？

近十年中，雲計算（Cloud Computing）及軟

體定義網路（SDN）技術的盛行，引爆新一波 IT

產業的變革，醞釀已久的 SD-WAN方案在這樣的

背景下備受期待而成形。

心連結，相互執行所需的應用程式和服務，由於

長距離先天物理限制導致通訊傳播障礙，以及多

個公眾 /專用（Internet ISP/MPLS）接取服務商

管理以覆蓋全球地理區域，此時WAN管理面臨著

重要的挑戰，傳統的WAN型態漸漸不適應現今一

些網路品質要求更高的應用服務。常見的現象如

網路不定時壅塞所衍生之封包延遲、抖動、掉包

問題，甚至引發應用服務中斷等情況，不符合服

務水平協議（SLA），衝擊企業日常重要業務。

三、解決企業營運挑戰

舉凡現今流行應用服務如 VoIP通話，視訊會

議等，其中具高解析度視訊應用，特別是需要低

延遲、高頻寬需求，都需要高品質網路傳輸，並

且需求不斷增加，這時管理WAN成為營運企業網

路最大的成本，面對每一樁應用服務影響事件都

是營運挑戰，可能需要擴充公眾線路來因應問題，

或是考量使用昂貴專用網路 ;其中網路管理和故障

排除工作日漸繁雜困難，也提高了人力成本。即

使使用一些管理優化方案，如 Hybrid WAN，但最

終得到的營運挑戰依然存在，關鍵在於現今應用

服務節點已經從固定分支機構 /數據中心，發展到

動態多雲環境，需要更容易同時管理地端及雲端

WAN通訊方式，並能夠針對特定應用服務管控以

最佳化WAN流量，控制成本，而 SD-WAN主旨

就在解決這樣的營運管理優化問題。

四、多雲應用

服務上雲正流行，許多企業正增加對各式基

礎架構即服務平臺（IaaS）的使用（如 Amazon 

AW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Oracle

等），而這時大多數 SD-WAN供應商也與市場領

先的雲平臺建立合作伙伴關係，使用多種方法優

化雲服務，同時強化 SD-WAN方案發展。比方在

IaaS上邊緣放置 SD-WAN，控制進出雲平臺應用

服務流量，優化應用服務效能，或利用專用網路

部署 AWS或 Azure近端流量轉發位置，調度應用

服務最短路徑最低延遲，甚至於成為 IaaS的一環

建構地端 /雲端之間安全可靠覆蓋（overlay）網

路等。實施多雲的企業 IT可透過 SD-WAN供應商

與領先的雲平臺無縫集成能力，包括分支機構的

一鍵式連接、可自定義的 API、性能優化、端到端

SD-WAN是軟體定義網路（SDN）的首字與

廣域網路（WAN）合併縮寫，其復刻傳統WAN

功能與能力，結合軟體定義網路及雲技術優勢，

精進整合公眾與專用等網路，創建大規模安全可

靠、高效率覆蓋網路（overlay networking），最

佳化企業對於WAN建置成本，最重要的是能更確

保私人通訊及應用程式互聯之安全性。如今採用

多雲服務的企業風行，而藉由 SD-WAN成本和營

運優勢，紛紛考量採行該方案創建園區、分支機

構、物聯網、數據中心和雲之間的網路基礎設施

（IaaS）。

以下就 SD-WAN架構、企業應用及衍生的資

安問題等各面向進行說明。

一、標準框架元素

SD-WAN透過分離網路設備其控制機制，

將流量轉發控制交由中心端、統一處理自動化編

程，簡化WAN管理和操作，與軟體定義的網路

（SDN）實施虛擬化技術在數據中心優化網路管

理和運營類似，它將軟體定義網路延伸擴展到企

業優化管理WAN接取和電路成本。

二、企業基本場景 

WAN通訊技術之發展讓企業可將計算機網路

擴展到遙遠的距離，遠程分支機構得以與數據中

焦點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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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D-WAN為例

性能可視化等，在 IaaS平臺之間或地端、雲端之

間動態遷移。

另外，非常多企業正依靠數十家軟體及服務

（SaaS）供應商所提供具競爭力的應用程式做為

日常公司業務使用，例如統一通信平台（Microsoft 

Teams）、 辦 公 套 件（Microsoft office365）、

CRM、會計、其他專業雲端軟體服務，和企業本

身所提供的 SaaS服務等。而大多數 SD-WAN方

案可以通過 IP等流量特徵識別往返於 SaaS提供

商之間的服務類型，並加以深度標籤化，企業 IT

可以輕鬆在 SD-WAN管理界面上為每個被標籤化

的 SaaS服務設置專屬的統一標準策略、如針對

統一通信和視頻之類的即時應用服務提供 QoS高

優先級策略、及針對該應用服務相關協議做安全

控管，提升資訊安全合規性。一些 SD-WAN方案

與領先的 SaaS平臺（微軟 Office 365）整合尤其

緊密，有特定的業務關係，能使 SaaS應用服務

管理更簡易，安全可靠，無需 IT特別勞心。

五、因應多雲資安問題

過去分支機構和邊緣設備經常曝露 Internet

網路攻擊和數據洩露風險，而在多雲環境中，繁

雜WAN管理更是讓資安問題浮上台面。如今 SD-

WAN利用網路虛擬化技術在多雲之間建構安全可

靠 zero touch覆蓋網路，並透過 NFV技術彈性部

署內置安全防護機制，如加密及狀態防火牆、應

用服務流量可視化及管控（含 URL內容過濾）、

直接威脅和攻擊防護（IPS）、惡意軟體檢測、

DDoS保護等，不僅針對南北資訊進出安全管控，

對於東西向多雲之間資訊互聯也同時兼具安全性，

確保建立強大資訊可見性、遵從性，易於審核以

行使資訊安全防護措施，也便於自動化管理特定

白名單和黑名單流量通過特定路徑，多雲資訊安

全問題嚴格把關零時差。

結語

總體來說，基於軟體形式 SD-WAN方案，不

斷適應多雲應用的發展，能不斷滾動創新其能力

以貼近企業因應雲計算需求之變革，提供新世代

於成本、安全、性能、管理等面相皆面面俱到的

方案。

軟體定義網路

WAN是重要的網路通訊技術，克服距離限制，實現遠距數據傳輸，同時縮短與多方交

換資訊所需的時間，驅動往後數據通信技術發展。較古早的WAN技術連接兩個或多個固定

端點，使用慢速電路點對點通信，隨著技術演進，電路更快、更靈活，WAN一路從電路轉

變成封包交換形式，X.25、ATM、網際網路協議（Internet Protocol），和多協議標籤交換

（MPLS）等技術軌跡，成就WAN通信方式動態擴展及日後Internet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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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COVID-19疫情恐慌攻擊

近期國際資安廠商於發表之監測研究報告指

出，有 APT 駭侵組織利用偽造的蒙古國外交部說

明 COVID-19防治的新聞稿，在其中夾藏惡意軟

體並透過社交工程與釣魚攻擊，試圖駭侵蒙古國

各政府部門。並在日前發現有某駭侵組織，以類

似的手法，用偽造印度政府新聞稿的方式，試圖

攻擊印度軍事與情報單位。

英國國家資安中心（NCSC）警告大眾，有

愈來愈多國家的一般人民，最近開始收到內含惡

意軟體的 COVID-19病毒相關釣魚信。NCSC 指

出，這些信件中多半以內含重要更新訊息為餌，

誘使用戶點擊惡意連結；大眾應該特別提高警覺。

富比士發表相關報導指出，目前被發現利用

疫情恐慌所發動的駭侵攻擊，很可能僅是冰山一

角；未來還會有更多駭侵者利用這波疫情，向急

於獲悉情報或解方的大眾發動各式駭侵攻擊，用

以取得機敏資訊或牟取不法利益。

客戶個資防護存在隱私漏洞

暗網某知名卡號交易黑市

2019年 10月底，暗網某知名卡號交易黑市

出現高達 130多萬筆的印度金融卡資料，並以天

價 100美元 /筆在網上販售。有別於以往，資料

具備高度集中性且黑市鮮少來自印度的資料，銷

售模式也採取一次性販售，非普遍的分批買賣。

這次資安事件也讓歹徒取得發卡單位、卡片等級、

國別，以及安全碼等機密內容，足以進行更進一

步的不法行為。

Paypal帳戶

2020年 2月，Paypal帳戶遭到駭客竊取用

戶信用卡資訊，成功在網路上大量消費。

勒索病毒橫行

2020年 1月，英國外匯交易公司系統遭受勒

索病毒「Sodinokibi」全面入侵，營運完全停擺，

除了內部網路與作業停止運作，對外網站、應用

程式所有服務也遭癱瘓，甚至面對實體銀行的現

金交付作業也受到衝擊而臨時中斷。在病毒強烈

的攻擊而搶救無效下，公司無奈向駭客支付 285

顆比特幣（約 230萬美元）交換系統恢復運作。

2020 年 6 月 5 日，總部位於美國的航太

服 務 供 應 商 VT San Antonio Aerospace（VT 

SAA），在官網上坦承受到勒索軟體駭客集團

「Maze」的攻擊。Maze於網路上公布 VT SAA

逾百份文件，包括財報、網路保險契約及提案等。

2020 年 6 月 8 日，日本汽車製造商本田

（Honda）於推特表示，客戶服務和金融服務遇

到難題，無法使用。根據日本《NHK》報導，該

公司的系統失靈，檢查車輛的系統停止運作，員

工無法傳送電子郵件，甚至沒辦法打開辦公室由

電腦控制的門，導致許多辦公室暫時關閉，連帶

位於美國、土耳其與印度的工廠都暫時停擺。資

安專家認為，原因出在本田的伺服器遭到勒索軟

體「Ekans」感染。

政府機關資安事件通報統計

依行政院 2020年第 1季資通安全技術報告，

政府機關資訊安全通報事件類型，以「非法入侵」 

（ 58.2%）為主要類別，排除綜合類型之「其

他」（16.42%）外，其次分別為「設備問題」

（14.93%）、「網頁攻擊」（7.46 %）及「阻斷

服務」（2.99%）（圖 1）。

分析政府機關資訊安全通報事件發生之原

因，以「其他」（29.09%）、「弱密碼」（12.73%）

圖 1：行政院 2020年第 1季資通安全技術報告政府機關資訊安全通報事件類型

非法入侵
58.20%

設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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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行政院 2020年第 1季資通安全技術報告通報事件發生之原因類別

無法確認事件原因 12.73%社交工程 0.00%
應用程式漏洞 10.91%

其他 29.09%

弱密碼 12.73%

廠商維護環境
或管理疏失 9.09%

網頁設計不當 5.45%

設備異常損毀 5.45%

設定錯誤 0.00%

電力供應異常 9.09%

人為疏失 1.82%

作業系統漏洞 3.64%

文／高隆樺 （期交所資訊規劃部經理）、鄭凱文（期交所資訊規劃部組長）

趨勢與案例分享

資安威脅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0年全球風險調查報告，「資料竊盜」以及「網路攻擊」

分別於「十大可能性風險」被列為第六及第七名風險：而「關鍵基礎設施破壞」及「網路攻

擊」則分別於「十大影響風險」被列為第六及第八名風險。由此可見，在數位快速發展的現

代，資訊安全已與我們日常生活各種構面共存，本文將分別就各項資訊安全類別整理相關分

享案例，並說明資安威脅之趨勢變化。

及「無法確認事件原因」（12.73%）位居前三名，

顯見現行攻擊入侵手法多元，因而企業資安防護

需更為全面，並應建立高敏感度攻擊感知與防護

機制（圖 2）。

資安環境因應駭客攻擊改變產生變化

早期駭客多出自於學術研究或個人興趣，近

年駭客則已轉變為大多受過專業訓練之犯罪組織

或由國家組成之網軍，主要以商業利益、國家利

益、金錢為目標。

現今駭客攻擊通常先以自動化掃描工具對目

標系統進行弱點偵測，再針對發現之弱點，配合

駭客組織有系統的進行攻擊與分贓，更有駭客高

手將「網路攻擊」轉化為可販售的商品，透過「暗

網」向他人進行販售，使得一般人透過簡單學習

後就可進行惡意攻擊。

因資訊科技環境超速擴增，已經演變成可從

數位世界影響現實世界，在物聯網及數位經濟技

術革新越發擴展與深化的同時，虛擬世界安全開

始與人身安全連結，資訊安全已從企業組織資訊

技術問題，升級成企業風險管理之挑戰。

結語

事實上，「網路攻擊」、「資料竊盜」及「關

鍵資訊基礎設施破壞」已連續四年被世界經濟論

壇列為國家重大風險，而在全球近年來不斷強調

須重視提升資安防護的情況下，國際企業資料遭

受勒索及外洩案件數量則仍持續大幅增加，主要

是因駭客攻擊的改變，及全球金融創新科技的新

興技術快速發展，遠比評估資安風險及找出解決

方案速度更快，因此，企業應更積極發展資訊安

全風險應變策略，建立資訊安全風險預警與提升

威脅應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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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益青（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副秘書長）

期貨交易帳戶權益數計算

權益數是期貨商執行風險控管的核心要素，

在討論盤中風險控管之前，先瞭解權益數是什

麼？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8條及期貨公會現行

「期貨商交易及風險控管機制專案」各項議題彙

整表，權益數之計算內容定義如下：

權益數 =前日餘額 +入金及手續費調整金額

合計 -出金及手續費調整金額合計 +到期履約損

益 +權利金收入與支出 +期貨平倉損益淨額 -手

續費 -期交稅 +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 +有價證券

抵繳金額。

換言之，權益數是期貨交易人交易帳戶內之

現金（包括約當現金）存量。而期貨交易人之現

金存量，就是期貨商執行風險控管之重要依據。

雖然一般交易時段與盤後交易時段權益數之

計算內容在盤中沒有差異，但在盤後交易時段收

盤後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前（上午 5:00~8:45），

與權益數計算有關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其計

算所採用的洗價價格會有不同，計算原則如下：

．豁免商品 :建立部位時的成交價改用前一日結算

價洗價。為使沒有參與盤後交易帳戶之權益數不

中期貨部位未實現利得指的是期貨契約盤中未實

現之利得，因盤中未實現利得會跟隨成交價浮動

且尚未經過結算，不宜列為可動用之金額。為避

免因可動用餘額未即時計算，而影響交易人之下

單委託權益，期貨商在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

時段，都會隨時依市價計算並控管可動用餘額。

在盤後交易時段結束後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

前（上午 5:00~8:45），計算可動用餘額之洗價

價格會有所調整，其中對期貨契約盤中未實現利

得之調整如下：

．豁免商品之未平倉部位 :不計。為使沒有參與

盤後交易帳戶之金額不受盤後交易影響，盤後

交易時段收盤後，回歸到前一日已結算狀態，

不計期貨契約盤中未實現之利得，可動用餘額

可能與盤後交易時段收盤時不同。

．豁免商品新增部位 :新增部位的成交價用前一

日結算價洗價。因新增部位未參與前一日結算，

因此在盤後交易時段結束後，需將新增部位之

期貨契約盤中未實現之利得加入，才能真實反

應可動用餘額，但可動用餘額可能與盤後交易

時段收盤時不同。

．非豁免商品 :前一日結算價用盤後時段收盤價

洗價。因沒豁免關係，期貨契約盤中未實現之

利得可即時反應，以方便交易人參考，可動用

餘額與盤後交易時段收盤時相同。

．已開盤商品 :前一日結算價用市價洗。進入一

般交易時段，以一般交易時段之方式計算。

調整後之可動用餘額可能會有差異，對於規

劃於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後擬新增部位之交易人，

應特別留意可動用餘額是否足夠。

二、高風險帳戶通知之執行：一般交易時段與

盤後交易時段不同

期貨商於每日交易時段即時計算權益數，並

對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之交易

人辦理高風險帳戶通知作業。

關鍵看法

Dialogue

臺灣期貨交易所參酌國際主要期貨市場盤後交易制度，於 2017年 5月 15日推出盤後

交易。盤後交易推出後，為避免沒參與盤後交易之交易人夜間休息遭受干擾，特別在盤後交

易時段將部分商品公告豁免高風險帳戶通知及代為沖銷作業（豁免商品公告內容可參考期交

所網頁）。因公告盤後交易時段豁免商品，使一般交易時段與盤後交易時段之風險控管產生

差異，交易人應特別留意期貨商風險控管作業方式。

受盤後交易影響，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回歸到

前一日已結算狀態，不計期貨部位未實現損益，

權益數可能會與盤後交易時段收盤時不同。

．未豁免商品 :建立部位時的成交價用盤後交易時

段收盤價洗價。權益數可以反應即時狀況。

．已開盤商品 :建立部位時的成交價用市價洗價。

進入一般交易時段，以一般交易時段方式計算。

盤中風險控管三措施：一般交易時段與盤

後交易時段比較

 期貨商在盤中執行風險控管作業，最主要的

三措施為可動用餘額控管、高風險帳戶通知及代

為沖銷作業。

一、可動用餘額之計算：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

交易時段相同

依期交法第 67條預收保證金之規定，期貨商

檢核委託保證金，須在盤中計算帳戶之可動用餘

額。期貨商於盤中計算權益數，再減掉不可動用

金額後之餘額即為可動用餘額，不可動用金額包

括期貨部位未實現利得、未平倉部位所需原始保

證金、委託中保證金及權利金及加收保證金。其

一般交易時段

交易人帳戶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時，期貨

商會對該帳戶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以提醒交易

人應注意權益數的變化。

盤後交易時段

因期交所公告豁免商品免執行高風險帳戶通

知，若交易人帳戶中僅有豁免商品之未平倉部位，

期貨商不會在盤後交易時段對該帳戶發出高風險

帳戶通知，但未平倉部位中含有非豁免未平倉部

位時，期貨商仍會對該帳戶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三、執行代為沖銷作業：一般交易時段與盤後

交易時段不同

為避免期貨逐日結算作業產生之風險，期貨

商盤中對交易人帳戶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一般交易時段

一、代為沖銷時機

（一）帳戶風險指標低於與交易人約定之比率（例

如：約定之風險指標比率為 25%）。

（二）盤後保證金追繳補繳時限前仍未解除盤後

保證金追繳（盤後保證金追繳解除之條件

為交易人於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以前補足

期貨商所追繳之金額、次一營業日約定時

間之權益數等於或大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

始保證金；或次一營業日約定時間前，交

易人結算時之未沖銷部位已全部沖銷）。

二、代為沖銷原則

（一）期貨市場之交易時間內，風險指標低於期

貨商規定之標準，期貨商應開始執行代為

沖銷作業將交易人盤中商品之全部部位代

為沖銷。

（二）屆盤後保證金追繳之補繳時限仍未解除盤

後保證金追繳，則依與交易人約定之沖銷

順序，沖銷部位至交易人之權益數等於或

大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

一般交易時段與盤後交易時段

盤中風險控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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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時段

一、代為沖銷時機

與一般交易時段不同，盤後交易時段含有豁

免商品部位時，代為沖銷的時機，須風險指標低

於約定比率且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係因交易

人帳戶中含有豁免選擇權商品賣方部位時，進入

盤後交易時段，因豁免商品計算權益數與計算風

險指標採用的選擇權市值不同步，當市價遠低於

結算價時，可能出現尚有可動用保證金卻須執行

代為沖銷作業之情境。

二、代為沖銷原則

（一）交易人部位僅留有非豁免商品之未平倉部

位時，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期貨商將

開始執行代為沖銷作業，將所有部位沖銷

完畢。

（二）交易人未平倉部位含有盤後交易時段被指 

定豁免商品，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

且權益數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

時，期貨商將會對非豁免商品之未平倉部

位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風險指標在盤後交易時段計算方式之調整

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因顧及有些盤後交易

時段商品其標的市場已收盤，盤後時段交易之價

格容易產生不連續之波動，為避免深夜干擾沒參

與盤後交易的交易人作息，期交所指定部分商品

於盤後時段豁免代為沖銷作業。另為避免盤後交

易時段，豁免代為沖銷商品的價格波動於該商品

進入盤後交易時段後，影響交易帳戶整戶之風險

指標值，特針對盤後交易時段之風險指標計算方

式做局部調整。

為達上述管理目的並合理控管整體市場風

險，在可維持風險指標意涵一致性的原則下，不

改變風險指標計算式，僅針對盤後交易時段豁免

執行代為沖銷作業商品於計算風險指標時做部分

調整，內容如下：

風險指標 =（風險權益 +未沖銷選擇權買方

風險市值 –未沖銷選擇權賣方風險市值） / （未

沖銷部位所需風險原始保證金 +未沖銷選擇權買

方風險市值 –未沖銷選擇權賣方風險市值 +依「加

收保證金指標」所加收之保證金）

風險權益 =前日餘額 +入金及手續費調整金

額合計 -出金及手續費調整金額合計 ±到期履約

損益 ±權利金收入與支出 +期貨平倉損益淨額 -

手續費 -期交稅 ±未沖銷期貨風險浮動損益 +有

價證券抵繳總額

調整後之風險指標計算式，將計算式中涉及

需要代入市價計算的部分，遇含有已進入盤後交

易時段且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以固定之結算價計

入各項目，這樣的調整運用於盤後交易時段，可

避免盤後交易之風險指標被豁免代沖銷之商品價

格波動影響，運用於一般交易時段時，則與未調

整前無任何差異。

風險指標於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計

算方式說明如下：

風險權益中之未沖銷期貨風險浮動損益計算

一般交易時段

建立部位時之成交價用市價洗價。未沖銷期

貨風險浮動損益金額隨市價變動而增減，風險權

益亦跟隨增減。

盤後交易時段

．豁免商品：建立部位時之成交價用前一日結算

價洗價。讓洗價價格固定，未沖銷期貨風險浮

動損益金額於盤後時段不會變動，不會影響風

險權益，以避免豁免商品價格波動干擾風險指

標計算。

．非豁免商品：建立部位時之成交價以市價洗價。

未沖銷期貨風險浮動損益金額隨市價變動而增

減，可即時反應風險權益現況。

．豁免商品盤後時段新增之部位：建立部位時之

成交價用該成交價洗價。因洗價價格固定，未

沖銷期貨風險浮動損益金額於盤後交易時段不

會變動，不會干擾風險指標計算。

．非豁免商品盤後時段新增之部位：建立部位時

之成交價用市價洗價。未沖銷期貨風險浮動損

益金額隨市價變動而增減，可即時反應風險權

益現況。

上午 8:00∼ 8:45時段

（一）已開盤商品：建立部位時之成交價用市價

洗價。進入一般交易時段，以一般交易時

段方式計算。

（二）尚未開盤商品：

．豁免商品：建立部位時之成交價用前一日結算

價洗價。為使沒有參與盤後交易帳戶之風險權

益不受盤後交易影響，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

回歸到前一日已結算狀態。倘盤後交易時段新

增或沖銷豁免商品部位，風險權益可能會與盤

後交易時段收盤時不同。

．非豁免商品：建立部位時之成交價用盤後收盤

價洗價。以夜盤收盤價洗價，可即時反應風險

權益現況。

未沖銷選擇權買（賣）方風險市值計算

一般交易時段

一般交易時段用該選擇權部位的市價計算。

可即時反應該選擇權部位之風險市值。

盤後交易時段

．豁免商品：用前一日結算價計算。在盤後交易

時段用前一日結算價計算，該選擇權風險市值

在盤後交易時段不會變動，可避免豁免商品干

擾風險指標計算。

．非豁免商品：用盤後交易時段市價計算。選擇

權風險市值會隨市價變動而起伏，可即時反應

選擇權風險市值現況。

．豁免商品盤後時段新增部位：用前一日結算價

計算。以固定之價格計算風險市值，可避免干

擾風險指標計算。

．非豁免商品盤後新增部位：以盤後交易時段市

價計算。選擇權風險市值會隨市價變動而起伏，

可即時反應選擇權風險市值現況。

上午 8:00∼ 8:45時段

（一）已開盤商品：以市價計算。進入一般交易

時段，以一般交易時段方式計算。

（二）尚未開盤商品：

．豁免商品：用結算價計算。與盤後交易時段計

算方式相同，沒有參與盤後交易帳戶之選擇權

風險市值不受盤後交易影響。

．非豁免商品：用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價計算。與

盤後交易時段計算方式相同，可即時反應選擇

權風險市值。

結語

期貨商管理市場風險，本應隨市場價格波動

隨時洗價即時控管，惟盤後交易推出後，考量未

參與的交易人作息得不被干擾，針對進入盤後交

易時段之部分商品指定豁免高風險帳戶通知及代

為沖銷。因此為避免盤後交易時段豁免商品之價

格波動影響盤中風險控管之執行，特於盤後交易

時段調整部分風險控管計算方式。

進入盤後交易時段，部分商品指定豁免代為

沖銷，因此部分風險控管計算方法與一般交易時

段會略有差異，從業人員及交易人均應瞭解，以

避免誤解而產生交易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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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洗交易之構成要件

依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營業規範（CME 

Rulebook）第 534條禁止沖洗交易之規定，任何

人不應就相同之商品及相同到期月份（期貨部份）

及相同之履約價格及相同買賣權（選擇權部份），

委託下單（place）或接受（accept）買入和賣出

委託單；若前揭行為之交易人，知悉或有理由應

該知悉該委託單的目的，是規避真實的市場部位

之市場風險時，則該類交易通常被認為是沖洗交

易（wash trades or wash sales）。

共 同 實 質 所 有 權 人（common beneficial 

ownership）的不同帳戶間意圖規避市場風險或價

格競爭的買進或賣出委託單也應視為違反沖洗交

易之規定。

另外，任何人亦不得故意執行或透過直接或

間接的方法配合執行此類委託單。

產生沖洗交易之結果

單一或一系列交易產生沖洗的結果（wash 

result）， 係 指 相 同 實 質 所 有 權 人（same 

beneficial ownership）或共同實質所有權人

帳戶，以相同或相近價格買賣同種金融商品

（instrument）。

交易方有主觀意圖產生沖洗之結果

主觀意圖的推定為有證據顯示，為事先安排

或顯示交易方知悉或有理由知悉委託單或整個

交易（trade(s)）的構成（structured）、訂定

（entered）或執行（executed）會產生沖洗之

結果。

沖洗交易之豁免要件

共同實質所有權的帳戶執行買賣委託，如果

符合以下條件，則不會被視為沖洗交易：

．買賣委託出於獨立的正當商業目的。

．買賣委託獨立的決策者發起。

．買賣委託在競爭市場上出於巧合相互成交。

．買賣委託不存在預先安排，買方與賣方互不知

悉成交相對方。

對於有共同實質所有權的帳戶之間的交易，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市場監理部門將給予

更嚴格的審查，監理部門得要求市場參與者提供

相關文件，以證明該交易為真實且出於合法目的。

受託經紀商防免沖洗交易行為之責任

受託經紀商負有防免交易人沖洗交易行為

之責任，當受託經紀商收到一方與他方同時委託

執行買單和賣單時，受託經紀商有確定該交易是

近年來隨著金融商品不斷創新及市場參與者多樣化操作，金融市場不法操縱行為之類

型日漸多元及複雜，不法操縱行為包含價格操縱（Price Manipulation）、囤積或壟斷

（Corner）、擠壓軋空（Squeeze）、跨市場操縱（Cross-market manipulation）及操

縱結算價（Marking the Close）等行為，其中沖洗交易（wash trades）的部分係屬虛偽

交易（fictitious trade），亦認定係屬操縱之不法行為。

本文介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CME Group）有關沖洗交易之構成要件及豁免要件、

受託經紀商對防免沖洗交易行為之責任，最後介紹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認定

違反沖洗交易規定之案例。

國外金融市場不法案例
文／林黎華（期交所監視部經理）、詹晨鋒（期交所監視部專員）

否真實且出於合法目的之義務。如果收到同時執

行買單與賣單，受託經紀商必須進行充分瞭解，

以確認委託買賣單是否來自有共同實質所有人帳

戶，此稱為「查詢責任（duty to inquire）」。如

果受託經紀商無法確認委託買賣單係來自於非共

同實質所有人帳戶時，應拒絕受理該買賣委託單。

市場上常見受託經紀商違反禁止沖洗交易之

行為如下：

．受理同一交易人之委託，直接或間接執行買賣

交易。

．受理同一交易人於同一時間，成交買賣相同商

品且相同價位之交易行為。

．受理同一交易人使用程式自動交易，於同一時

間成交相同商品且相同價位之交易。

．受理同一法人組織不同之被授權人間，於同一

時間成交相同商品且相同價位之互相成交行為。

美國期貨巿場違反禁止沖洗交易不法案例

案例背景說明

本案例之 Eagle Market Makers( 以下簡稱

造市者 A) 涉嫌於 2015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

期間從事沖洗交易，該交易人於芝加哥期貨交

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交易玉

米、大豆、大豆油、大豆粉和小麥等農業產品相

關期貨，另亦有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CME）交易歐洲美元期貨

（Eurodollar futures）。

沖洗交易之交易模式與後續處置

造市者 A以自營帳戶（proprietary account）

從事交易，於盤前交易時段，委託簿中已有自行

委託買單或賣單，然後再輸入比原委託買單更低

價格之委託賣單，或輸入比原委託賣單更高價格

之委託買單，藉此沖銷原存於委託簿中的委託單

（Offsetting Order）。

在盤前交易時段，執行委託單不會被撮合，

但可以輸入、修改或取消，另外於開盤前一段時

間盤前交易時段，交易人可以輸入委託單，但不

得修改或取消委託單（不可取消委託時段）。

造市者 A在盤前交易時段輸入委託買單或賣

單，但由於交易巿場環境的改變，不想要原先之

委託買單或賣單被撮合成交，而且當時已進入盤

前交易時段之不可取消委託時段，因為該時段造

市者 A已不能修改或取消委託單，所以採輸入反

向委託方式，以沖銷原委託買單或賣單。

造市者 A經由前揭行為，於盤前交易之不可

取消委託時段，執行反向委託單以沖銷原存於委

託簿內之委託單，具有沖洗交易之意圖，且規避

真實交易之市場風險或價格競爭行為，已符合沖

洗交易之要件。

本案經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調查造市者 A之交易行為後，認定涉嫌違反美

國 商 品 交 易 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

CEA）Section 4c.(a)(1)、(2)，7 U.S.C. § 6c(a)

(l)、(2) (2012)，商品交易委員會 Commission 

Regulation 1.38(a)(17 C.F.R. § 1.38(a) (2018))

之規定。

交易人 A涉嫌違反禁止沖洗交易及非競爭交

易（Noncompetitive Trades）之規定，後續經與

交易人和解後，該委員會命令該交易人支付 35萬

美元民事賠償。

結語

美國商品交易法已明定禁止沖洗交易，CME 

Group亦於規則中禁止沖洗交易，另提供市場參

與者可以在委託下單時使用「防範自行成交身份

識別（Self Match Prevention ID）」，撮合程式

進行撮合後，若發現成交買賣雙方為同一個市場

參與者，且防範自行成交身份識別相同時，將依

相關程序刪除改該筆委託，以避免交易人自行成

交而形成沖洗交易行為，市場未來為防止沖洗交

易行為，得透過資訊系統強化防免功能，以避免

造成市場活絡假象而損及市場健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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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GSM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提出 Mobile Connect規範，其內容係就行動通

訊之驗證識別、交易授權及個資身分等主題，建立國際間 GSM行動電話系統之共通標準。

而此一標準，除強化安全性，提升電信業者間互聯互通，並取得網路資源更有效分配及管

理外，亦開啟數位身分之多元化識別方式。而行動身分識別即為其中之一，以下將先就行

動身分識別進行說明，進而介紹國外與國內行動身分識別之發展與應用。

淺談行動身分識別
文／張文禮（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經理）、邱琳（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副組長）

身分識別

以往於申請辦理各項事宜且需證明本人申辦

時，通常由本人親臨辦理並提供身分證以茲驗核，

因應現行數位經濟蓬勃發展，採用面對面申辦方

式似非唯一之可行做法，有關以臨櫃及網路申請

辦理方式進行身分識別之方式，比較如下表：

國外及國內行動身分識別之應用及發展

國際間行動身分識別之發展，依各國國情及

電信發展情況，分採由政府主導，或單一電信業

者或跨電信業者等模式進行行動身分識別，以下

就國外及國內行動身分識別說明 :

國外行動身分識別之應用及發展

於 2007年起，芬蘭及愛沙尼亞二國，由政

府與電信業者合作，陸續推動行動身分識別，此

一模式逐漸影響歐洲各國對於身分識別之作法，

並於 2014年 Mobile Connect規範後，各國電信

業者於 GSM協會所訂定標準之基礎下，積極推

展行動身分識別作業，並依各國情況分別採行單

一電信業者、跨電信業者或由政府主導等模式，

目前芬蘭、冰島、愛沙尼亞、法國之行動身分識

別可應用於政府及商業，中國大陸、韓國、日本

等則應用於商業行為。

國內行動身分識別之應用及發展

我國之行動身分識別則利用電信業者之用戶

類別 臨櫃 網路（電子／免臨櫃）

身分 親臨申請 網路申請

識別（真

偽檢核及

有效性查

驗）

透過實體證件（例：

身分證）提供之資

料或照片，辨識真

偽及有效，並檢驗

申請者提供資料與

實體證件是否相符。

透過網路向該電子

證件（例：晶片金

融卡、健保卡、自

然人憑證）確認證

件真偽，並可透過

驗證識別機制比對

申請者提供資料與

電子證件是否相符。

行動身分識別

行動身分識別係透過有 SIM卡之行動通訊設

備（例：手機）進行身分辨識及驗證，其利用行

動電話號碼及行動通訊設備完成身分識別，以下

就行動身分識別之架構及作業流程等事項說明：

行動身分識別之架構

有關電信業者之用戶、提供服務者及電信

業者等 3 方於行動身分識別流程（圖 1）所擔任

之角色，說明如下 :

向各電信公司申請行動電話號碼之資料為基礎，

利用載有 SIM卡行動通訊設備連線至資訊平台

發出要求，並由「TWID身分識別中心」以所持

金融憑證、晶片金融卡、自然人憑證等工具進行

身分識別登錄及綁定後，使用 TWID於行動電

話提供之身分識別服務，做為電商、行動支付、

遊戲業等提供服務之業者作為用戶身分識別，對

採以自然人憑證身分識別登錄者，也可使用政府

機構之服務，辦理健保資料查詢、綜合所得稅電

子結算申報、國家發展委員會 -數位服務個人化

（MyData）系統等。

結語

因應數位經濟之發展，為保障交易之安全，

對於身分識別之需求日趨提升，進而衍生多元化

之身分識別方式，而行動身分識別係利用手機進

行身分辨識及驗證，無須透過使用電腦及讀卡機

等設備即可進行使用者身分識別作業，提供使用

者不限地點及設備，更靈活及便捷之身分識別方

式。

圖 1：行動身分識別之架構流程

圖 2：行動身分識別之作業流程

A公司APP

使用 A公司

線上服務

A公司APP

您已完成行動電

話認證（A公司

利用與電信業者

合作，比對及確

認發訊行動電話

是否為申請門號）

A公司APP

選擇行動電

話認證

A公司APP

輸 入 密 碼

OTP（或其

他雙因子驗

證驗）

A公司APP

輸入行動電

話號碼及身

分證字號

A公司APP

繼續使用 A

公司線上服

務

行動身分識別

電信業者之用戶

電信業者

服務提供者3.電信業者將確認
結果於行動通訊

設備顯示，並通

知服務提供者

1.用戶於行動通訊設備上申請或使用各項服務

2.服務提供者向電
信業者確認用戶

身分，並取得驗

核結果

電信業者之用戶

於行動通訊設備上，申請或使用各項服

務，並提供其身分之相關資訊（例 :行動電話

號碼及身分證字號）。

服務提供者

為確認申請者之身分，由服務提供者透

過與電信業者之合作，其利用網路將申請者

資料傳輸予電信業者，並由電信業者比對該

申請者之資料是否電信業者之用戶身分相符。

電信業者

就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申請者資料，驗

核該申請者身分是否與電信業者之用戶資料

相符，並將驗核資料結果予服務提供者並於

申請者之行動通訊設備上顯示結果。

行動身分識別之作業流程

行動身分識別係由電信業者提供身分認證，

由電信業者之用戶透過行動網路、行動電話號碼

及行動通訊設備驗證身分（圖 2）。

採行網路辦理申請時，於辨識個人身分則可

透過個資身分及識別驗證等進行驗核：

個資身分（Identity）

單一個體（Entity）需經過身分檢驗（Identity  

Proofing）及登錄（Enrollment），且儲存於設備

或資料庫。

驗證識別 （Authentication）

當個體提出其身分時，可以透過機制辨識

個體所提具之資料真偽及有效性。而此一機制

應包含真偽檢核（Verification）及有效性查驗

（Validation）等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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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e
與富時羅素

延長獨家授權契約 
文／阮浩耘（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 Global Markets, 

Cboe）獲富時羅素（FTSE Russell）獨家授權合

約延長 10年至 2030年，合約期間內 Cboe可獨

家於美國掛牌富時羅素編製之 FTSE Russell global 

indices相關指數選擇權商品。Cboe早於 1992年

即推出羅素 2000指數選擇權，目前已成為 Cboe

旗艦商品之一，更為美國前 5大現金結算股價指數

選擇權。

Cboe自 2015年取得富時羅素獨家授權後，

已掛牌多檔富時羅素編製之知名指數選擇權，包括

羅素 2000指數選擇權與羅素 1000指數選擇權等，

相關商品去（2019）年日均交易量達 4萬口，未平

倉合約也超過 50萬口。Cboe表示，此次延長獨家

授權合約具策略性的重要意義，未來將持續投入資

源，增掛更多富時羅素指數選擇權商品；富時羅素

則表示，其全球指數之完整產品線與 Cboe在衍生

性商品與教育訓練等領域之專業結合，將可滿足客

戶多元化之交易及避險需求。  

CME
重新推出 3年期
美國公債期貨 

文／阮浩耘（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Group）於今（2020）

年 7月 13日重新上市 3年期美國政府公債期貨

（3-Year Treasury Note Futures）。CME表示，自

2017年以來，2年期以及 5年期美國政府公債期

貨未平倉量快速上升，主因為交易人對短期利率避

險工具有強烈需求。為提供投資人更精確之避險與

價差交易工具，CME在調整契約規格後重新推出 3

年期美國政府公債期貨。

在契約規格調整部分，有鑑於去年時縮小 2年

期美國政府公債期貨最小升降單位，由過去 1/32

點之 1/4改為 1/32點之 1/8，減少交易成本並提升

參與便利度，收到良好市場迴響，此次新商品亦採

相同最小升降單位。此外，可交割債券（Delivery 

Basket）將納入距到期日 2年 9個月至 3年之 7年

期美國政府公債，使 3年期美國政府公債期貨之可

交割債券數量由 8檔增加至 12檔，與 2年期及 5

年期美國政府公債期貨一致，可望增加市場參與者

交易意願。  

CME
推出 S&P 500及

Nasdaq-100
微型期貨選擇權 
文／陳嫺瑩（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於 8月推出以微型

期貨為標的之S&P 500及Nasdaq-100微型（Micro 

E-mini）期貨選擇權。CME表示成功的期貨選擇權

契約，需有活絡、具流動性之標的期貨市場，自去

年 5月推出 S&P 500、Nasdaq-100、Russell 2000

及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等 4檔微型期貨，總

交易量達 2.43億口，日均量 91.3萬口，有 15萬 5

千餘個交易帳戶，27%交易量來自美國境外。其中

S&P 500及Nasdaq-100微型期貨交易量分別為 1.20

億口及 0.87億口，日均量為 45.1萬口及 32.7萬口，

占 4檔微型期貨總交易量之 85%，活絡程度優於道

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微型期貨及 Russell 2000

微型期貨。

CME 規 劃 推 出 S&P 500 及 Nasdaq-100 微

型期貨選擇權，契約規模為 E-mini選擇權契約之

10分之 1，將同時掛牌 5個週五到期、3個月底

（End-of-Month）到期及 2個連續季月契約。  

HKEX
持續推出新商品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香港交易所（HKEX）於 6月 8日同時推出美

元及離岸人民幣計價之白銀期貨，契約規模為 30

千克白銀，到期採實物交割，掛牌連續 12個月份

契約，上市首 6個月免手續費。HKEX已推出之商

品期貨有美元及離岸人民幣計價之黃金、鐵礦砂及

倫敦金屬小型合約（包括鋁、鋅、銅、鎳、錫及鉛），

此次再推出白銀期貨，進一步擴展 HKEX旗下商品

期貨種類。

此外，HKEX宣布加掛印度盧比匯率期貨 4個

近月契約，該交易所現行印度盧比兌美元及印度盧

比兌離岸人民幣匯率期貨到期月份為 2個近月及 2

個季月，未來將同時有 6個近月及 2個季月契約供

市場交易。

Nodal
交易所推出 5檔 
環境類商品 

文／陳浩仁（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繼今年初上市實物交割加州低碳燃料標準

（Low Carbon Fuel Standard, LCFS）商品，歐洲

能源交易所（European Energy Exchange, EEX）

旗下負責美國市場之 Nodal交易所再度與產品開

發公司 IncubEx合作，推出 5檔北美環境類商品

（Environmental Contracts），包括實物交割之

奧勒岡州潔淨燃料計畫（Clean Fuels Program, 

CFP）期貨與選擇權，以及麻州與賓州再生能源憑

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s, REC）期貨。

Nodal 交易所指出，新商品之上市使其北美環

境類衍生性商品數達 67檔，提供全球最廣泛環境

類衍生性商品交易，本次再生燃料類（Renewable 

Fuel）商品新增之奧勒岡州 CFP期貨亦屬 LCFS

商品，以奧勒岡州環境品質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DEQ） 發 行 之 CFP 額 度

（Credit）為標的。新商品與加州 LCFS商品相輔

相成，滿足市場參與者之碳權交易需求。

Nodal交易所之母公司 EEX係德國交易所集

團（Deutsche BÖerse）旗下交易所，營運歐洲最

大之能源交易市場，負責天然氣、煤及碳排放之交

易。2007年成立之 Nodal交易所，於 2017年由

EEX完成收購其 100%股權後，目前商品掛牌總數

超過 1,000檔，除環境類商品外亦涵蓋電力、天然

氣及運價期貨（Trucking Freight Futures）等商品，

提供北美能源市場參與者一個便利的管道，進行價

格、信用與流動性風險管理。

Cboe
期貨交易所計畫推出 
小型 VIX期貨 
文／陳嫺瑩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Cboe期貨交易所（Cboe Futures Exchange, 

CFE） 8月推出小型波動率指數（VIX）期貨。

Cboe波動率指數（Volatility Index）以標普 500

選擇權價格計算，反應市場對股市未來 30日波

動之預期。CFE於 2004年推出 VIX期貨，以波

動率指數為標的，提供市場參與者交易波動率，

或運用波動率交易策略進行風險管理、分散投資

組合之管道，契約乘數為 1,000美元。CFE曾於

國際視角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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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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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3月至 2014年 2月期間掛牌小型 VIX期

貨契約，規模為 10分之 1標準型契約。考量近年

一般交易人避險需求提升，而現行標準型 VIX期

貨契約規模較大，進入門檻高，今年 6月 25日公

告原始保證金為 13,750美元（約新臺幣 41萬），

較不利其參與，因而計畫重新推出。小型波動率

指數期貨推出後，可使商品交易顧問（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於分配子帳戶時更為便利，標

準型 VIX期貨交易人亦可利用小型波動率指數期

貨更精確調整避險部位。

MX
推出新利率期貨
文／羅銘達 （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加拿大蒙特婁交易所（Montréal Exchange, 

MX）於 6月上市三個月短期利率期貨 CORRA 

Futures，標的利率 CORRA 為加拿大隔夜附

買回平均利率（Canadian Overnight Repo Rate 

Average）。CORRA旨在衡量隔夜加拿大政府一

般擔保品附買回交易的平均成本，並作為隔夜融

資利率的代表指標。

MX表示，CORRA Futures是 MX、加拿大

央行及加國業界共同努力的成果。另在加拿大

替代參考利率工作小組（Canadian Alternative 

Reference Rate Working Group, CARR）的建

議下，加拿大央行將持續優化 CORRA的編製方

法，以建置更值得信賴且波動度較和緩之隔夜利

率指標，俾利 CORRA期貨合約能夠為市場廣泛

使用。

另為了與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發布類似的無風

險隔夜參考利率保持一致，並符合國際監管標準，

CORRA以市場參與者提交給加拿大投資行業監

管組織（IIROC）之附買回交易為基礎數據。

HKEX
將推出永續及綠色金融

資訊平台
文／羅銘達 （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香港交易所（HKEX）宣布計畫成立 HKEX

永續及綠色交易所「STAGE」。STAGE為亞洲首

個永續金融資訊平台，並致力成為區域內領先的

永續及綠色金融產品資訊樞紐。

在初始階段，該交易所將 STAGE平台建立

債券及交易所買賣產品（ETP）資訊庫，涵蓋上

市的永續發展債券、綠色債券和社會責任債券

及與 ESG相關的 ETP。隨市場發展將逐步開發

STAGE資訊平台，並考慮擴大其覆蓋範圍，以引

入更多資產類別和產品類型。

CFTC
倡議以原則為基礎監理
虛擬貨幣市場

文／陳浩仁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鑑於過度規範有礙虛擬貨幣及數位資產市場

之創新，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主席 Heath 

Tarbert認為，應以原則基礎（Principle-Based）

方式進行管理，而非規範基礎（Rules-Based）。

相對於規範性規則無益於此重要市場之發展，原

則基礎則可提供市場更廣泛之遵循標準，鼓勵創

新並具備靈活性，監理機構亦可對科技及市場之

變化即時反應，毋需反覆修改條文，進一步確保

美國虛擬貨幣領域之領先地位。

Tarbert主席表示，儘管受惠於原則基礎管理

方式之主要領域為新興科技及相關市場發展，原

則基礎管理方式亦適用於整體金融市場；其並指

出，在應用於加密資產市場時，相關之銷售實務

做法（Sales Practice）、揭露義務（Disclosure 

Obligations） 及 客 戶 資 產 託 管（Custody of 

Customer Assets）等方面，詳細規則之訂定仍至

為重要。

CFTC以原則監理市場由來已久；相較於美國

其他監理機關，CFTC更為依賴明確原則（Clearly 

Stated Principles）實現其監理目的，而非透過

詳細之規定性規範（Detailed and Prescriptive 

Rules）。Tarbert主席希冀 CFTC之架構可鼓勵

其他監管機構適時以原則基礎管理市場，共同達

到健全監理之目標。

CME
與巴西交易所合作推出

黃豆期貨
文／李承欣 （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美中貿易關係緊張，中國黃豆買家轉向巴西

尋求替代供應來源，使巴西黃豆需求上升，價格

大幅波動。考量巴西交易所（B3）掛牌之黃豆期

貨並不成功，且巴西市場亦無具流動性之黃豆避

險工具，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第 3季推出

以巴西最大港 -桑托斯（Santos）出口黃豆為標

的之期貨，採現金結算，並以 S&P Global Platts

提供之現貨價格進行最後結算。CME與 B3本次

合作主要係奠基於雙方 2007年就資訊服務及商品

互掛之合作協議，由 CME與 B3現行合作之期貨

及選擇權契約，擴大至南美洲黃豆相關商品。

巴西為國際穀物及油籽市場之主要生產國家，

據統計，巴西今年 1月至 5月共出口約 4,900萬

噸黃豆，較去年同期成長 40%，其中約 74%運往

中國，巴西 5月份黃豆出口更達到 1,550萬噸，

成長 45%，為歷史次高出口量。CME表示，雙方

合作之新契約不僅有助於市場價格發現功能，亦

可提供巴西黃豆市場參與者更佳之避險管道。

文／羅銘達 （期交所企劃部研究員）

歐洲能源交易所

歐洲能源交易所 （European Energy Exchange，簡稱「EEX」） ，1998年設立於德

國第二大城市萊比錫 （Leipzig），於 2002年與德國電力交易所合併。EEX交易所主要業

務包括：電力、煤、碳排放、交通運輸與農產等期貨交易，2011年德意志集團（Deutsche 

Börse Group）成為 EEX持股超過 50%之最大股東。目前 EEX集團（EEX Group）轄

下單位包括 EEX、ECC（European Commodity Clearing AG）、Nodal Clear、EPEX 

SPOT、Powernext、Cleartrade Exchange （CLTX）、Gaspoint Nordic and Power 

Exchange Central Europe （PXE）等。

期貨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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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期貨交易所
市場規章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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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謹臚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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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下：

文／江欣芸（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公告修正臺灣期貨交易所「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業辦法」及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退單百分比，並自2020年6月8日起實施。

公告調整臺灣期貨交易所「股票期貨暨選擇權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布修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十條之二及

第四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一、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

1

3

2

公告日期 2020年 5月 21日、2020年 6月 1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0900015510號函、臺期交字第 10900016580號函

概要說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20年 5月 19日金管證期字第 1090334448號函、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2020年 5月 29日金管證期字第 1090345366號函及臺灣期貨交易所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作業辦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辦理。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擴大適用至

以受益憑證為標的之股票期貨（ETF期貨）、匯率期貨、臺灣永續期貨及臺灣生技期貨，修

正旨揭規章，相關修正重點如下：一、將FTSE4GOOD臺灣指數公司臺灣永續指數期貨契約、

臺灣指數公司臺灣上市上櫃生技醫療指數期貨契約、臺灣期貨交易所 ETF期貨及匯率類期

貨，納入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範圍。二、適用本辦法之期貨契約因組合式買賣申報所衍生

之買賣申報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故修正第二條第四項規定。三、匯率期貨契約之即時價

格區間上限，為基準賣價加退單點數；其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基準買價減退單點數，故修正

第三條第四項。四、明定匯率期貨契約之單式買賣申報與組合式買賣申報，其基準買（賣）價

之訂定方式。五、匯率期貨契約決定基準買（賣）價時點，依最佳五檔買賣報價價格與數量及

組合式委託衍生之最佳一檔買賣報價價格與數量，計算有效委買（賣）價，但該有效委買（賣）

價須依一定口數及一定買賣價差濾網進行檢測。該口數及買賣價差寬度等濾網之標準，由臺灣

期貨交易所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六、適用契約退單點數之訂定方式，不限於「最近之標

的指數收盤價」乘以買賣申報退單百分比，改為「退單點數基準值」乘以買賣申報退單百分比。

退單點數基準值由臺灣期貨交易所另行公告，且得視市場狀況調整之。

公告日期 2020年 7月 15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0902009660號函

概要說明 臺灣期貨交易所依據「股票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第 16條及「股票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第

18條規定，調整「台塑期貨」等 23檔股票期貨契約，以及「遠東新選擇權」等 11檔股票

選擇權契約之部位限制數；其中部位限制數為調高者，自公告次ㄧ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起生

效；為調降者，自公告日該期貨或該選擇權已上市之次近月份契約到期後次ㄧ營業日一般交

易時段生效。

規章快易通

Legal blog

公告日期 2020年 6月 10日

公告文號 總統令 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64271號令

概要說明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於 2002年 7月 17日制定公布，並自 2003年 1月 1日施

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 2015年 2月 4日，並自 2015年 4月 1日施

行，由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保護，與證券及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有密切之關係，尤

其隨著國際化、自由化之腳步，提供公平及安全之交易環境益形重要，且財團法人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保護機構）自 2003年 1月成立迄今已逾 17年，為完

備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法規制度，促進公司治理，併同考量健全調處運作機制之作業規範

及保護基金之運用，爰修正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一、

修正條文第 10條之 1，將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納入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

訟之範圍；明定保護機構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事由；增訂保護機構對公司已卸任董事

或監察人有提起代表訴訟之權限；訴請裁判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並增訂

除斥期間之規定；保護機構取得代表訴訟權後，就同一基礎事實應負賠償責任且有為公司管

理事務及簽名權限之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之追加，其職務關係消滅者，亦同；保護機構辦

理代表訴訟業務時，得為訴訟參加，且具有獨立參加之效力；被訴之董事、監察人經裁判解

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3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

司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二、修正

條文第 10條之 2，為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促進公司治理，增訂證券交易法第 165條之 1

所定之外國公司，準用修正條文第 10條之 1有關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規定。三、修正條

文第 19條，為利保護機構以股東身分催促興櫃公司執行歸入權或協助投資人行使股東權，

明定保護基金運用範圍包括投資興櫃公司有價證券；為保護機構業務所需，參酌財團法人法

第 19條第 3項第 3款之規範，爰將保護機構運用保護基金購置自用不動產總額酌予調整為

不得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 5。四、修正條文第 26條，為健全調處運作機制，參酌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 30條，修正調處書作成、核定及送達程序；並明定經法院核定之調處有無

效或得撤銷之原因，當事人向原核定法院提起訴訟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提起再審之訴相關規

定。五、修正條文第 40條之 1，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本次修正施行前，已依第

10條之 1第 1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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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交易統計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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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戶數統計 夜盤交易概況

註：2020/06及2020/07夜盤與日盤同等商品日均量比值分別
為41.07%與36.64%，2020/01-2020/07為38.94%。

註：截至2020/07底止，開戶數共計93,610戶，其中自然
人912,886戶，法人10,724戶。

註：統計至2020/07底止。

交易統計

Statistics 市場參與概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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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臺灣永續永續 109年6月8日上市

『FTSE®』為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之商標，且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FTSE)業經授權使用該商標。『TIP®』為臺灣指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指公司』)之商標。FTSE及『臺指公司』擁有與FTSE4GOOD臺
灣指數公司臺灣永續指數(下稱『指數』)有關之所有權利。FTSE、『臺指公司』或其任何關係企業或授權人不就(a)以『指數』為基礎之衍生性商品承擔任何責任、損失、損害、費用或義務；(b)『指數』或相關資
料數據之任何錯誤或遺漏、適合特定用途或使用『指數』或相關資料數據所獲得之結果承擔任何責任。任何人均不得依賴此資訊中所包含之『指數』及相關資料數據，該『指數』及相關資料數據為FTSE或『臺指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所擁有。使用或傳輸『指數』應經FTSE或『臺指公司』之明示書面同意。FTSE及『臺指公司』均未推廣、贊助或認可此資訊之內容，或與之有關的任何金融商品或衍生性商品。

臺灣ESG最佳避險及交易工具

跨足國際市場永續期貨版圖

交易門檻低 交易人參與便利

臺灣ESG最佳避險及交易工具

跨足國際市場永續期貨版圖

交易門檻低 交易人參與便利

同臺灣證券交易所交易日

上午8:45至下午1:45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為上午8:45至下午1:30

臺灣永續期貨指數乘上新臺幣100元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3個月份，另加上3、6、9、12
月中3個接續季月，共6個月份的契約

前一交易日結算價±10％

指數1點（相當於新臺幣100元）

到期月份第3個星期三

同最後交易日

交易時間 最小升降單位

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

以最後結算日臺灣證券交易所當日交易時間收
盤前30分鐘標的指數簡單算術平均價訂之，計
算方式由期交所另訂之

最後結算價

契約價值

契約到期交割月份

每日漲跌幅

FTSE4GOOD臺灣指數公司臺灣永續指數期貨(E4F)契約規格



為鼓勵法人機構從事期貨交易，進行避險及增

益，以提升法人機構在期貨市場之參與比重，期

交所自2015年起舉辦「期貨鑽石獎」，為臺灣資
本市場期貨及選擇權領域之年度盛事。

2020年「期貨鑽石獎」評選期間為2019年7月至
2020年6月，獎勵對象包含期貨經紀商、期貨交
易輔助人及期貨自營商等期貨相關業者，及期

經、投信、銀行、保險、證券、造市者、期信、

政府四大基金、票券業及其他法人機構，期望各

獎勵對象善用國內期貨及選擇權商品進行避險及

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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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期貨鑽石獎
表揚卓越金融機構

「金融有愛─食(實)物銀行」
邁入第6年 04
期交所舉行
董事長交接典禮 06
一般交易時段與盤後交易時段
盤中風險控管比較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