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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21）年第 1 季，伴隨臺股價量俱揚，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達 97,621,855 口，日

均量 1,774,943 口，較去（2020）年全年度日均量 1,393,442 口，成長 27％。分析臺灣期貨

交易所主力商品，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臺指選擇權及股票期貨第 1 季日均量均較去年

分別成長 16％、35％、18％及 113％，其中股票期貨較去年呈倍數成長，成長動能為期交

所商品之冠。

自股票期貨日均量觀察，第 1 季交易人對股票期貨之交易意願明顯增加，主因為臺股接

續前三季持續走高，並月月走揚，熟稔槓桿特性的交易人順勢善用股票期貨，以放大資金可

持有部位，其中，期交所今年 2 月 1 日甫掛牌之台積電小型股票期貨契約交易熱絡，與台積

電原型股票期貨，均成為股票期貨前 20 大交易量商品。為鼓勵期貨業者及從業人員共同推

廣股票期貨，期交所第 2 季持續舉辦股票期貨交易獎勵活動。

隨著臺灣期貨市場規模持續擴增，期交所致力於交易人推廣宣導，期望交易人具備期貨

交易及風險控管觀念。依據國內期貨市場開戶數與交易量統計，今年截至第1季止，30歲（未

含）以下年輕人新開戶數占總體新開戶數 23.2％，故期交所期望付出更多心力，以協助年輕

人建立正確理財觀。期交所今年規劃透過既有「虛擬交易所」平臺辦理兩階段「大專院校模

擬交易競賽」，其中第一階段活動「縱橫期海 Try Try 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 Part I」報

名踴躍，總計 54 所大專院校、共 200 隊參賽。這些隊伍自 4 月 1 日起，展開為期兩個月的

交易競賽。期交所以「強化金融教育」為出發點，本次競賽成績不僅重視報酬率，更會評量

風險控管，期望參賽年輕人能激盪出各式交易策略，在可承受的風險下，追求長期穩定獲利

的交易模式。

此外，期交所健全期貨市場之心不曾停歇，於制度面，考量期貨交易人以有價證券抵繳

保證金，除可提升資金運用效益，亦可吸引更多持有可抵繳之有價證券之交易人進入期貨市

場，達到活絡期貨市場之目的。期交所今年 3 月公告修正「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及

「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使期貨結算制度運行更為穩健有

效率。於商品面，期交所考量電子類股成交值占臺股比重近 7 成，在國內股市頻創新高、電

子指數上揚的市況下，電子期貨契約規模已逾上市時的2倍，致保證金及參與門檻大幅提高。

為提供小額交易人參與電子指數商品交易機會，期交所研議推出小型電子期貨契約，其契約

規模僅電子期貨的 1/8，可降低交易人參與門檻，未來亦會持續觀察市場需求，適時推出具

國內特色的股權類商品。

在國內期貨市場交易動能成長之際，期交所自當期勉，於創新各項商品與制度之餘，更

應持續健全臺灣期貨市場。期望在各方一同努力耕耘下，讓交易人透過自身正確觀念之建構，

穩健地永續發展！

國內期貨規模日益擴增

期交所致力市場宣導，並建構更安全穩健之期貨市場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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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近年來大專院校老師及學生利用虛擬交

易所於課堂學習情形增多，為使校園年輕人可透

過模擬交易，增進期貨專業知識並瞭解期貨交易

風險控管之重要性，及培育未來期貨操盤人才，

臺灣期貨交易所今（2021）年舉辦兩階段模擬交

易競賽，其中第一階段活動「縱橫期海Try Try看－

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 Part I」，總獎金新臺幣

35.75 萬元。本活動自 3 月 17 日至 3 月 30 日接

受報名，本次學生報名相當踴躍，3 月 29 日即告

額滿，經審核報名資料及報名順序，共 54 所大專

院校、200 隊參賽。這些隊伍 4 月 1 日起透過期

交所「虛擬交易所」平臺展開為期兩個月的交易

競賽。

經分析 200 隊參賽隊伍，政治大學、高雄科

技大學、中山大學、東吳大學及屏東大學等 5 所

學校參與踴躍，報名隊數超過 10 隊，最後僅能依

辦法規定取 10 隊參賽；參賽隊伍除商管相關科系

 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於 3 月 22 日「縱橫期海 Try Try 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記者會致詞

 期交所 3 月 18 日假中興大學舉辦「縱橫期海 Try Try 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校園巡迴講座臺中場，現場座無虛席

文／矯恒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舉辦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

「縱橫期海 Try Try 看－大專院校

模擬交易競賽 Part I」及校園巡迴講座

活動要聞

Hot news

外，亦吸引不少醫藥學系、理工學系及人文社會

學系報名參賽，反映出新世代年輕人興趣的多元

性，同時，「投資理財」不再只是專屬於金融專

業領域人才必備的基本能力，也是所有追求富足

人生的生活課題，不限科系，只要有實力，誰都

能拿冠軍。此外，現今大學生的創意與關注時事，

也反映在隊名上，例如有十餘隊趕搭最近熱門新

聞，隊名有「鮭魚」關鍵字，另有近十隊隊名不

約而同出現「韭菜」的時下投資市場常用語。

本活動以「強化金融教育」為出發點，讓同

學能夠將上課中學習之相關交易策略應用在競賽

中，並隨著競賽與課業學習過程中，持續精進與

修正交易策略。競賽成績以「累積報酬率」及「夏

普比率」兩項指標計算，其中夏普比率代表「在

承受 1％的風險下，能得到多少報酬？」，亦即競

賽成績同時考慮報酬及風險，期盼參賽者在可承

受的風險下，追求長期穩定獲利的交易模式。

本次是期交所首度舉辦由大專院校老師指導

推薦、學生組隊參賽的全國性大專院校模擬交易

競賽，期望學生透過老師指導、隊員間腦力激盪

出交易策略，透過模擬交易展現學習成果。

為讓所有參賽隊伍充分瞭解本競賽辦法規定

及虛擬交易所操作功能介面，期交所於 3 月 17 日

至 3 月 25 日委託證基會舉辦 4 場「縱橫期海 Try 

Try看」校園巡迴講座，其中臺中場同步線上直播，

供無法參加實體講座的參賽者於期交所 YouTube

頻道觀看，統計參與實體及線上講座人次已逾

1,500 人。

本活動模擬交易平臺使用期交所虛擬交易

所，行情報價採即時行情模式，起始資金為新臺

幣 500萬元，競賽商品為期交所 4大主力商品（臺

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臺指選擇權、股票期貨，

並限週契約、近月及次近月契約，另股票期貨限

特定造市標的）。系統具保證金追繳及平倉機制，

另每筆交易均需支付手續費及交易稅。本活動將

依競賽結果選出 15 隊優勝隊伍，各頒發團體獎金

5 萬元 ~4 千元，指導老師可獲頒 2.5 萬元 ~2 千

元獎金。另為鼓勵大專院校師生踴躍報名，活動

結束後，將自所有參賽隊伍之隊員（學生）中隨

機抽出 50 名參加獎，每名頒發 1 千元獎金。

本競賽之競賽情形，將定期公布於活動官網，

第一週競賽報酬情形已於 4 月 12 日公布。詳情請

至期交所活動網站專區查詢。

對於本次報名向隅的指導老師及學生，期交

所亦建議可於虛擬交易所一般環境先行練習，或

開始學習程式交易專業，累積實力後參加期交所

預計第 4 季舉辦第二階段模擬交易競賽，屆時將

開放現今最夯的「程式交易」下單功能，有興趣

參加的同學請多加關注期交所發布的訊息。

 期交所於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舉辦「縱橫期海 Try Try

看－大專院校模擬交易競賽活動 Part I」，大專院校組隊

報名參賽情形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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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矯恒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文／阮浩耘（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文／黃筠芸（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與工商時報合辦

期貨與選擇權論文徵集活動

期交所參加

美國期貨業協會線上年會

為提倡期貨與選擇權等衍生性商品相關領域

之學術研究風氣，並結合學術研究與實務，期交

所與工商時報於 2019 年首次舉辦「期貨與選擇權

論文徵集活動」，開辦 2 年以來獲得國內大專院

校財金相關系所大力支持，邀集到相當多優質論

文，活動成效良好。今年賡續辦理，於 4 月 6 日

至 9 月 15 日論文徵稿期間，共有國內大專院校財

金、經濟、風管及保險等 35個系所擔任學習夥伴，

推薦 1 至 2 篇期貨、選擇權、衍生性商品或有助

臺灣期貨市場發展之論文，投稿至本活動。通過

初審者將邀請作者將同篇論文投稿「期貨與選擇

權學刊」；通過複審者，將邀請作者出席預訂於

11 月舉辦之「期貨學術與實務交流研討會」並進

行論文發表，期望透過產、官、學界交流，使期

貨相關研究能更靈活運用於期貨市場實務發展。

今 年 美 國 期 貨 業 協 會（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FIA）年會採線上方式，於美東時間

3 月 16 日至 18 日上午舉辦，共有來自全球超過

30 個國家，近 1,500 名與會者參加，創下報名人

數新高。FIA 主席 Walt Lukken 致詞時表示，衍生

性商品市場經歷過去一年疫情考驗，已證明具備

足夠韌性，能維持市場持續運作並供交易人進行

風險管理，但疫情亦使市場曝露出各項仍待改善

問題，如結算流程需進一步簡化、標準化與現代

化，及衍生性商品市場應發揮更重要角色，以協

助全球朝永續發展目標邁進，FIA 將持續專注此 2

項議題，與業界攜手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本次會議 FIA 廣邀主管機關、主要衍生性商

品交易所，及相關業界代表分享意見。首日主題

為市場參與（market access），主要聚焦於市場

開放、市場結構、監理議題、英國脫歐與地緣政

為鼓勵期貨業者、從業人員及法人機構交易

推廣重點商品，期交所辦理「110 年第 2 季股票

期貨交易獎勵活動」、「110 年第 2 季富櫃 200

期貨至尊爭霸賽活動」、「110 年第 2 季富時 100

期貨星據點爭霸賽活動」、「110 年第 2 季期貨

交易輔助人交易獎勵活動」及「110 年第 2 季法

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

其中「股票期貨交易獎勵活動」，期貨商及

期貨交易輔助人分公司當月股票期貨（含 ETF 期

本活動將選出 20 篇優質論文，凡通過審核入

選參加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每篇可獲得新臺幣 6

千元車馬費補助、活動論文集、論文發表證書及

論文摘要刊登工商時報期貨專版。今年起新增「論

文金質獎」，將依評選標準由發表論文中評選出 2

篇，每篇頒發額外獎金 1 萬元。此外，該論文如

獲刊登於「期貨與選擇權學刊」，期交所將致贈

稿酬新臺幣 2 萬元；另期交所學刊編輯委員會每

年將票選 1 至 2 篇最佳論文，獲選最佳論文者可

再獲頒獎金新臺幣 5 萬元及獎盃 1 座，以茲鼓勵。

期交所期望透過本活動的舉辦，增進期貨業

與學術界的互動與交流，並推動學術與實務相結

合，進而發掘臺灣期貨市場未來成長新契機。歡

迎學界踴躍投稿，為臺灣學術研究與期貨市場發

展貢獻心力。

期交所舉辦

2021 年第 2季交易獎勵活動

貨）日均量較活動基期成長 1％以上且達獎勵門

檻，發給獎金；「富櫃 200 期貨至尊爭霸賽活動」

以富櫃 200 期貨為獎勵標的，有報名之 FCM 營

業據點及 IB 營業據點依當月交易量與實動帳戶數

計算成績與排名頒發獎金；「富時 100 期貨星據

點爭霸賽活動」則以富時 100 期貨為獎勵標的，

FCM 營業據點及 IB 營業據點之交易量及實動帳戶

數達獎勵門檻者，頒發獎金。另期交所針對期貨

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法人機構，依訂定之獎勵

標準給予手續費折減。

活動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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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對市場影響，及未來機會與挑戰等，並邀請歐

盟金融服務事務執行委員 Mairead McGuinness

進行專題演講；第 2 日主題為創新（innovation），

由各交易所執行長一同討論加密貨幣及金融科技

對衍生性商品市場帶來影響與相關因應對策，並

邀請加密貨幣業者分享近期發展趨勢，探討未來

更廣泛應用前，加密貨幣生態系統所須解決難題；

最後一天主題為永續性（sustainability），主要關

注衍生性商品產業於氣候變遷環境下所能扮演角

色，並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代理

主席 Rostin Behnam 與 FIA 主席進行對談。

本次 FIA 年會議題包含加密貨幣及永續性等

目前市場最關注話題，各國主管機關、交易所與

業界代表亦有深入討論，相關內容可作為我國期

貨業及期交所未來發展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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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結算會員
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

文／許鈴佩（期交所結算部經理）、劉開明（期交所結算部業務員）

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相關規範

有價證券範圍

•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票期貨及選擇權契約標的證

券之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境外指

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

• 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五十指數成分股、元

大臺灣卓越五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 中央登錄公債。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

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之國際債券。

有價證券上限總額

• 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境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受益憑證：發行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

總額之 10%。

• 中央登錄公債：無繳交上限。

• 國際債券：發行總面額之 20%。

有價證券折扣比率與評價價值

• 股票、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及境外指數股

票型基金受益憑證

盤中按當日證券市場開盤參考價，盤後按當日

證券市場收盤價，以 30% 折扣比率折減後為

評價價值。

保證金制度為期貨風險控管架構中之重要機制，而其目的在作為期貨市場買賣雙方履約

之擔保，進而確保結算制度之順利進行。為提升期貨交易人之資金運用效能，冀以吸引更多

自然人與法人參與市場，並增加市場流動性，臺灣期貨交易所自2008年開放期貨交易人得以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現可抵繳之有價證券種類包括中央登錄公債、櫃買中心交易之外幣計價

國際債券、股票及受益憑證（臺灣期貨交易所股票期貨與選擇權之標的股票，以及元大臺灣

卓越五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其成分股）等4種，抵繳金額上限為結算保證金50％。期貨交易

人可選擇將有價證券撥入期交所抵繳專戶，亦可選擇撥入期貨商抵繳專戶再撥入期交所抵繳

專戶。

（1）：A 股票之評價價值為 420 萬元

【600 萬 ×（1-30％折扣比率）】

（2）：最高可抵繳金額為 36 萬 5 千元     

【73 萬 ×50％】因股票的評價價值（a）

高於最高可抵繳金額（b），取較小數

字為抵繳金額。故 10 張 A 股票實際

可抵繳保證金金額為 36 萬 5 千元，

甲交易人需繳交現金保證金為 63 萬

5 千元。

與期貨交易人簽訂抵繳約定書之注意事項

為使期貨交易人充分瞭解有價證券抵繳交易

保證金之各項規定，期貨商應事先與期貨交易人

於受託契約或約定書載明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

相關重要事項，並於簽署約定書前，向期貨交易

人說明抵繳制度相關規範。

受託契約或約定書應載明之重要事項如下：

• 抵繳有價證券之孳息、紅利或其他利益，歸屬

於期貨交易人，其稅負及相關費用由期貨交易

人負擔。

• 是否僅作為抵繳自身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

需保證金，或同意由期貨商、結算會員運用，

得抵繳結算會員部位所需保證金。

• 有價證券提領與繳存之作業程序。

• 期貨交易人同意期貨商、結算會員運用作為抵

繳結算會員部位所需保證金者，期貨商應於

期貨交易人申請領取時，以同種類有價證券

交付之。

• 保證金專戶權益數負數時，期貨商對有價證券

之領取及處分。

• 抵繳有價證券之抵繳比例、範圍、折扣比率、評

價價值計算及上限總額。

抵繳有價證券繳存及提領方式

有價證券繳存

依據前述約定事項，期貨交易人同意其有價

證券僅作為抵繳自身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

保證金，須將有價證券直接繳存於期交所抵繳專

戶（以下簡稱存券一階段）；期貨交易人同意由期

貨商、結算會員運用，得抵繳結算會員部位所需

保證金者，則須將有價證券先繳存於期貨商抵繳

專戶，再由期貨商抵繳專戶轉繳存於期交所抵繳

專戶（以下簡稱存券二階段）。

有價證券提領

期貨交易人提領有價證券方式，與繳交方式

管道相同，即期貨交易人採存券一階段方式繳交

有價證券者，由期交所直接匯回期貨交易人帳戶；

期貨交易人採存券二階段方式繳交有價證券者，

由期交所匯至期貨商抵繳專戶，再由期貨商抵繳

專戶匯回期貨交易人帳戶。

有價證券撥轉作業時間

• 有價證券繳存時點

期貨商應於每 1營業日保管機構受理有價證券

撥轉之作業時間內，將有價證券存入期交所抵

繳專戶。期交所結算系統於下午 3 時 30 分前

確認入帳者，認列為當日帳；下午 3 時 30 分後

確認入帳者，認列為次日帳。

• 有價證券提領時間

期貨商應經結算會員同意於每 1 營業日下午 2

時前，向本公司申請提領有價證券。本公司確

認該結算會員之結算保證金權益數逾其所需

保證金後，始得受理申請。

結語

期貨交易人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制度，

除了可以提升期貨交易人資金運用之效益、降低

交易成本，亦可達到活絡期貨市場交易之目的。

對於參與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之交易人而言，由

於可搭配現貨市場進行策略交易，故可降低單純

買賣現股或債券時，遇現貨市場劇烈波動所遭受

之衝擊，從而對現貨市場產生一定程度之穩定作

用，這些效益均有助於現貨與期貨市場之穩健發

展。臺灣期貨交易所將持續維護有價證券抵繳保

證金之相關制度與服務，使期貨市場之保證金運

用更加靈活且有效率。

• 中央登錄公債

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揭示等殖成交系統前一營

業日加權平均百元價格作為市價，倘無市價則

採理論價，以 5％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

• 國際債券

按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揭示等殖成交系統前一營

業日加權平均百元價格作為市價，倘前一營業

日無市價時，則採最近成交日之市價，以 10％

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

抵繳比例與實際抵繳金額

抵繳比例上限為 50％，即期貨交易人辦理抵

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其有價證券合計之實際抵

繳金額不得逾其應存有結算保證金金額之 50％。

• 實際抵繳金額計算

1. 公式：（c）=min【（a）,（b）】

實際抵繳金額（c）為有價證券之評價價值（a）

與最高可抵繳金額（該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

位所需結算保證金按 50％抵繳比例計算之

金額）（b）取較小值者。

2. 範例

甲交易人繳交 A 股票 10 張抵繳保證金，A

股票當日市價為 600 元，甲交易人未沖銷部

位原始保證金為 100 萬元，假設結算保證金

為 73 萬元。

焦點透視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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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透視

Features

年齡層

年齡層

性別

性別

 淺談期貨商受理客戶

以非當面方式辦理開戶

及變更基本資料作業
文／張文禮（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經理）、劉宗銘（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為提升期貨業者服務效能及配合主管機關推

動數位化金融環境，期交所近年來陸續放寬多項以

非當面方式辦理開戶及變更基本資料作業，協助期

貨業者推展相關業務，提供期貨交易人更便利之服

務。本篇將介紹期貨商受理客戶以非當面方式辦理

開戶及變更基本資料作業。

非當面方式受理開戶之作業說明

為推動數位化金融環境及提升期貨商服務效

能，期交所於 2016 年 2 月 4 日公告期貨商得以非

當面方式受理開戶作業及相關規範。

期貨商倘受理期貨交易人以電子化方式辦理

開戶，除應於網站以顯著方式提示線上申辦開戶之

流程及注意事項，並於網頁提供開戶契約、風險預

告書及相關資料予期貨交易人審閱外，基於金融交

易之安全性，期貨商需確認期貨交易人身分，驗證

方式包括 :「以自然人憑證並輔以視訊方式確認」、

「委由約定出入金帳戶之往來銀行辦理」、「期貨

交易人檢附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之證明文件正

本，經函證確認」、「採通信開戶及視訊方式，經訪

視確認」及「其他足以確認期貨交易人身分為本人」

等方式。

有關期貨交易人簽署之程序部分，須符合「開

戶契約、風險預告書及相關資料內容需逐條（段）

勾選」、「點選進入相關內容後至同意簽署確認前，

其畫面停留之時間以可以適當閱讀該完整內容為

依據」等規範，而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收到期

貨交易人以自然人憑證簽章功能或電子憑證下載

驗證機制線上簽署，或列印上述相關資料簽章後，

以電子方式上傳或通訊寄回後，可以電子郵件、網

址、簡訊等方式傳送開戶契約、風險預告書及相關

資料副本予期貨交易人，期貨交易人也應以同方式

確認回傳後始生效。

另由於此作業屬非當面開戶，期貨交易人並無

親臨營業處所，故期貨交易人之印鑑卡或簽名樣式

可以暫緩留存，等期貨交易人日後有當面辦理委託

買賣或其他作業時，再臨櫃留存印鑑卡及簽名樣式

即可，但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仍應於公司內部

控制制度自行訂定適當之控管機制及查核程序，而

作業之軌跡、簽署紀錄及相關資料，則屬於開戶契

約一部分。

以電子化方式辦理風險解說等告知作業說明

期交所於前揭規範實施後，為進一步增加期貨

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開戶風險解說之作業彈性及

縮短期貨交易人於營業場所辦理開戶所需時間，於

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告放寬期貨交易人至期貨商

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開戶或申請於營業場所外

辦理開戶前置作業之電子化方式辦理受託契約、期

貨交易程序及風險預告書等相關內容之告知作業。

自此期貨交易人親至期貨業者營業場所辦理

開戶，或申請於營業場所外辦理開戶前置作業，皆

能於期貨交易人進行身分確認及留存開戶所需相

關證明文件，並簽署書面聲明書同意後，依期交所

2016 年 2 月 4 日公告之電子化方式對期貨交易人

進行受託契約、期貨交易程序及風險預告書等相關

內容之告知，以有效縮短期貨交易人於營業場所辦

理開戶所需時間。

以非當面方式變更基本資料作業說明

有關以非當面方式變更基本資料作業部分，為

了提升期貨商服務效能及增加期貨交易人便利性，

期交所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告開放期貨交易人

以通信或電子化方式辦理約定存款帳戶之新增及

變更，並放寬戶籍地址變更也能以電子化方式辦

理，但期貨商對於期貨交易人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

式申請變更基本資料，除新增或變更約定存款帳戶

外，應由開戶經辦人員以電話向期貨交易人確認，

如期貨交易人回覆有異常狀況時，期貨商應查明原

因並採取適當措施，必要時可以拒絕期貨交易人之

變更申請。

另期貨交易人以非當面方式辦理變更戶籍地

址者，期貨交易人需提供戶政單位製發載明戶籍地

址變更之戶籍謄本正本，並親自簽名或蓋章，期貨

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於收到前揭文件，應向期貨交

易人查證無誤後，才能辦理變更。

對於已開立期貨交易帳戶之期貨交易人申請

新增、變更約定存款帳戶者，可採取通信或以自然

人憑證之電子化方式辦理，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

人應請期貨交易人提供新增、變更帳戶之銀行存款

餘額證明文件正本及載明帳號、戶名之存摺影本並

親自簽名或蓋章，且於收到前揭文件後，應以視訊

方式確認為期貨交易人本人辦理。

至於以非當面方式變更基本資料作業相關文

件紀錄之保存部分，向期貨交易人確認申請約定存

款帳戶變更之視訊影像檔案應永久保存，開戶經辦

人員以電話向期貨交易人確認申請變更基本資料

之錄音紀錄，則至少應保存 2 年，另對於期貨交易

人申請變更基本資料之書面及電子文件，則視為開

戶契約一部分。 

提升以非當面方式變更基本資料之便利性

期交所繼前述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告非當

面方式變更基本資料作業後，為提升期貨交易人以

非當面方式變更基本資料之便利性，於 2020 年 11

月 11日再度放寬兩項措施，包含「期貨商對於期貨

交易人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申請變更基本資料，

由經濟部商業司網站可資查對之資料，得免以電話

向期貨交易人確認」及「期貨交易人以非當面方式

辦理變更戶籍地址者，期貨交易人應提供戶政單位

製發載明戶籍地址變更具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

簿影本或其他有相同效力之證明文件，以取代原有

應檢附戶籍謄本正本」，對於法人變更基本資料確

認作業及期貨交易人變更戶籍地址所應提供資料

之便利性均有所助益。

結語

期交所為建構與時俱進的金融服務，為期貨市

場帶來新的發展機會，持續就期貨業者受理客戶以

非當面方式開戶及變更基本資料作業，研議相關制

度之放寬，以期有效提升期貨業者之營運效率並減

少期貨業者之營運成本，同時增加期貨交易人之便

利性，以提高交易人投入期貨市場意願，對於期貨

市場整體發展有正面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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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隆樺（期交所資訊規劃部經理）、林育聖（期交所資訊規劃部專員）

焦點透視

Features

淺談演算法交易

演算法交易的發展

演算法交易可追朔至1970年代初紐約證券交易

所所使用之 DOT（Designated Order Turnaround）

系統，之後在 1980 年代被運用到 S&P 500 商品及

期貨市場間之套利交易，1990 年代後因電子通信網

絡（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的興起

進一步擴大了演算法交易之交易量，2000 年後，在

電腦快速計算速度的成長及越來越多的交易策略被

導入演算法交易下不斷蓬勃發展。

儘管演算法交易的普及對投資者帶來許多的

好處，但過度仰賴電腦及複雜的技術亦帶來了風

險，例如系統一旦故障就會導致業務中斷而造成巨

大的損失。此外演算法交易亦間接導致道瓊工業指

數於 2010 年 5 月 6 日閃崩（Flash Crash）約 600

點，因此歐美各國監管機構對於演算法交易已經採

取一些監管措施。如歐盟所頒布的 MIFID II 對演算

法交易的註冊、監管、信息披露進行了明確要求，

美國 CFTC 則擬將第一道風險防線設在交易場所

層面，通過交易場所的交易量限制和系統改善等措

施來避免演算法交易潛在風險。

演算法交易策略

趨勢追蹤（High-frequency Trading）策略

這類策略為最常見的演算法交易策略，透過移

動平均線（MA）、通道突破（Channel Breakouts）

及各式的技術指標（KD、RSI、MACD）判斷股價

趨勢，根據趨勢啟動對應之交易，趨勢追蹤策略因

不涉及複雜的數學模型，可透過簡單的演算法快速

實作。

造市交易（Market Making）策略

造市商對買賣雙方提供報價，通過買賣價差進

行套利，並為市場提供流動性，幫助縮小了買賣價

差，降低其他市場參與者之交易和投資成本。

統計套利（Statistical Arbitrage）策略

透過發掘哪些商品發生了暫時性的、可預測的

統計偏離，進而獲利。這種策略可被應用於所有的

資產類別，如股票、債券、期貨、外匯交易。

演算法交易之策略設計

雖然有些演算法策略僅透過試算表工具（如

Excel）設計，絕大部分的演算法是使用先進的程式

語言設計實現。有的演算法僅用到基本的一元線性

回歸模型，有的則用到複雜的類神經網路或基因演

算法進行賽局理論（Game Theory）模型、模式識

別（Pattern Recognition）模型、預測模型之設計。

至於高頻交易演算法則需要以高速的硬體執行買

賣盤程式，因此也有電腦廠商提供高速電腦系統，

以更快速的中央處理器來增加效能。

演算法交易之系統架構

演算法交易是透過電腦演算法自動做出交易

決策，提交委託單，並管理委託單，系統由資料源

取得數據資料後，透過數據處理模組、策略處理模

組、交易執行模組、風險管理模組及監控模組，共

五個主要模組進行交易處理（圖 1）。

數據處理模組

演算法交易系統可以由資料源取得結構化資

料及非結構化資料。結構化資料包括電子表格、

CSV 文件、JSON 文件、XML、資料庫及市場相關

數據（如價格、交易量、經濟數據、公司財務數據）；

非結構化資料包括新聞、社交媒體、視頻和音頻。

這種類型的數據本質上處理起來更複雜，並且通常

需要透過數據分析、數據挖掘技術（Data Mining）

或人工智慧技術來進行分析。

策略處理模組

策略處理模組透過各類方式找出金融模型以

制定演算法策略，金融模型可間接代表市場運作方

式，任何模型的最終目標都是用來將複雜的金融市

場簡化為可描述的、量化的規則集合，以描述金融

市場於不同情況下的行為。目前可使用多種不同方

法和技術構建金融模型。例如 : 數學模型、模糊邏

輯系統、規則歸納法、決策樹和類神經網絡皆是常

用的金融模型構建技術。

交易執行模組

此模組負責依制定之演算法完成交易之執行

並滿足系統之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功能性需求

如執行策略、創建委託單及管理委託單，非功能性

需求如系統效能、系統容錯性、系統可擴展性等等。

 風險管理模組

此模組的作業目的在於識別可能的風險、減少

或分攤風險、對應所有的風險提供更佳的決策依

據。整個風險管理的流程包含識別風險、評估風險、

制定應對措施、制定應變計劃等步驟。

演算法交易泛指透過事先撰寫好的電腦程式自動進行下單之交易方法，其優點在於電腦

程式可根據不同的變數：例如時間、價格、技術指標和交易量來決定下單的時機、價格和數

量，進而避免人工交易之非理性因素干擾。此外因為可透過電腦之計算優勢進行快速而大量

之自動化交易，二十一世紀以來，已愈來愈受專業及機構交易者青睞，並被投資銀行、退休

基金、共同基金和對沖基金廣泛採用。

圖 1：演算法交易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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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模組

此模組透過客觀的金融指標量化演算法交易

系統之操作績效，金融指標包含 Beta 值、Treynor 

Ratio 值、Sharpe Ratio 值及 Sortino Ratio 值。演

算法交易系統的目標是優化演算法，讓操作績效能

夠符合這些金融指標。換言之，已制定之的演算法

可能隨著時間及大環境的改變而失效。為了解決這

個問題，演算法交易系統需要將操作績效與金融指

標進行量測然後持續改善原本之演算法策略。

現行演算法交易平臺介紹

以目前世界主要演算法交易平臺並進行綜合

整理，可看出在數量上以美國企業占了大宗（表 1）：

演算法交易市場趨勢

近年來由於人工智慧（AI）和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等技術之快速發展，預估全

球演算法交易市場交易量將由 2017 年的 83 億美

元、2018 年的 92 億美元、及 2019 年的 111 億

美元，以年複合成長率 11.1％的速度擴大到 2024

年的 188 億美元（圖 2）。

由各區域交易量進行分析，北美為全球演算

法交易最大之市場，預計未來幾年仍將占據最大

之市場規模，而亞太地區由於對自動化交易需求

增加，導致各類交易者迅速採用演算法交易解決

方案，有望成為演算法交易增長最快之市場（圖 3）。

結語

演算法交易是一項積極運用資訊科技來發揮

計算機快速運算優勢之交易方式，演算法交易策

略設計可以是簡單的技術指標趨勢模型，也可以

是透過類神經網路技術所設計出之複雜金融模型，

由於模型本身代表著設計者對於市場運作規則的

預期，因此電腦程式可以在這些規則下進行自動

化交易。除了好的演算法策略外，交易資料、風

險管理、及績效監控也是整個交易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因此演算法交易平臺必須提供數據處理、

策略處理、交易執行、風險管理、績效監控等功

能方為完整，由全球主要演算法交易平臺進行分

析可發現以美國業者占大宗，這與北美為全球演

算法交易最大市場之長期趨勢一致，此外在演算

法交易不斷成長的長期趨勢下，亞太地區將有機

會成為增長最快之區域市場。

焦點透視

Features

表 1：世界主要演算法交易平臺

圖 2：全球演算法交易市場交易量 - Markets & Markets全球性市場調查   

圖 3：全球演算法交易市場區域分佈 - Markets & Markets全球性市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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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交易平臺 所屬公司 國家 可交易商品

ATP Argo SE 美國
股票、外匯、加密貨幣、店頭
交易、期貨、能源

Frontier Execution Algo Suite Virtu Financial 美國
股票、外匯、期權、固定收益
商品

Metro Vela 美國 期權

MultiCharts MultiCharts 美國 股票、債券、期權

TethysEMS Tethys Technology 美國 股票、期權、外匯

TMS InfoReach 美國 股票、期權、外匯

TT Platform Trading Technologies 美國
期權、大宗商品、加密貨幣、
能源、固定收益商品

BlitzTrader Symphony Fintech 印度 股票、期權、大宗商品、外匯

ODIN 63 Moons 印度 大宗商品、外匯、股票、期權

FXall Refinitiv 英國 外匯

Apama FX Streaming Analytics 
Platform

Software AG 德國 外匯

AlgoTrader AlgoTrader 瑞士
股票、外匯、期權、大宗商
品、加密貨幣

Metatrader MetaQuotes 賽普勒斯
外匯、債券、股票、指數、金
屬、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商品

北美 歐洲 亞太 中東非洲 拉丁美洲

( 單位 : 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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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期貨市場不法案例
文／王峙仁（期交所監視部副理）、邱鴻昌（期交所監視部業務員）

Sunoco LP油品公司之布假單案例

 案例背景介紹

本案被告者為油品貿易商 Sunoco LP，主要

業務係向其集團子公司轄下加油站及終端使用者

銷售汽油。在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間，

被告聘雇交易員 A 為被告在 NYMEX 進行原油

（Crude Oil）、燃料油（Heating Oil） 與 RBOB

汽油期貨契約的避險及全權委託交易。

美國禁止布假單及市場操縱行為規定

2010 年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發布陶德法蘭

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其中第七章第 747 條定義布假單行為：交易

人進行無成交意願之買進或賣出委託，並於成交

前取消該買進或賣出之委託（Bidding or offering 

with the intent to cancel the bid or offer before 

execution），另於商品交易法（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Section 4c 明訂禁止交易行為

中，再新增訂擾亂市場秩序之交易行為，將布假

單行為列入其中，且授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訂定布假單行為之相關規範及解釋權利。

CFTC 解釋指引和政策說明（Interpretive 

Guidance and Policy Statement）定義，布假單行

為特徵係頻繁且大量新增及取消委託，導致（1）交

易系統超過負荷（2）延遲其他交易人之委託（3）創

造虛假之市場深度（4）產生人為故意之價格波動。

CFTC 為區分正當委託與布假單行為間差異，將市

場環境、交易模式及其他相關事實等納入考量，並

敘明布假單行為須有一定程度之意圖（Intent），若

是正當、誠信之交易行為，進行新增或取消委託將

不構成布假單行為，若因交易人無心或疏忽造成大

額刪單，亦不構成布假單違規行為。

有關美國禁止布假單及市場操縱行為之執法部

門、相關執行法條及違法行為之構成要件如下表 :

FNY基金公司之布假單案例

案例背景介紹

被告者係位於美國紐約的 FNY 基金公司，被

告聘雇交易員 B，在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

期間，以 FNY 基金公司帳戶名義交易 CBOT 大豆

（Soybean）期貨、COMEX 黃金（Gold）期貨、

NYMEX 原油（Crude Oil）期貨，以及其他多種

期貨契約，涉嫌從事布假單的交易行為。

布假單交易行為之事實

交易員 B 的交易模式係在市場的一側（買

方或賣方）下了有意願成交的委託單（Genuine 

Order，真實委託），該委託單的委託量通常是

10 口或少於 10 口，同時在市場的另一側（賣方

或買方），下了無意願成交的一筆或多筆委託單

（Spoofing Order，虛假委託），這些虛假委託

數量大約為真實委託數量的五倍。通常交易員在

真實委託成交後會迅速刪除原先的虛假委託單。

違反所涉法規及裁罰

CFTC 認定 FNY 基金公司，透過其聘雇之交

易員 B，在 2013 年 1 月到 2016 年 1 月期間，對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貨契約、

紐約金屬交易所（COMEX）黃金期貨契約及紐

約商品期貨交易所（NYMEX）原油期貨契約從事

布假單的交易行為。此行為違反了《商品交易法》

第 4c（a）（5）（C）條規定，因此要求該公司

及其聘雇之交易員 B 應分別支付 45 萬美元及 13

萬 5 千美元，合計 58 萬 5 千美元之民事罰款，

並須於 10 個營業日內繳清裁罰金。

結語

在電腦普及與網路速度大幅提升下，交易人

透過程式即可執行大量的委託買賣指令，而當前

布假單行為亦多為程式化自動執行，虛假委託單

多能於幾秒甚至幾毫秒內完成新增、改價及刪單

之動作，在價格與數量瞬息萬變的期貨市場，如

何保障交易人公平交易之權利，成為世界各國交

易所努力之課題，臺灣期貨交易所亦持續提升監

視系統與技術，並持續評估藉由新技術來提升監

理效能，穩定市場之交易秩序。

布假單交易行為之事實

交易員 A 在前揭期間多次透過被告的帳戶，

於 NYMEX 進 行 原 油（Crude Oil）、 燃 料 油

（Heating Oil）和 RBOB 汽油等期貨契約的虛假

委託下單（Spoofing Order），且通常此委託單

在成交之前便會被取消。

該交易員的交易模式通常為在市場的一

側（買方或賣方）下了少量委託單（Genuine 

Order，真實委託），同時在市場的另一側（賣方

或買方）下一筆或多筆較大量（通常為 50 口或

100口）的委託單（Spoofing Order，虛假委託），

該虛假委託單會在真實委託單成交後立即取消。

該交易員之交易行為主要目的係為成交少量

的委託買單（或委託賣單），經由另一側大量委託

賣單（或委託買單）來製造該商品交易活絡之假

象，以達成自身買單（或賣單）成交之目的，此行

為已構成美國期貨市場禁止布假單之不法行為。

違反所涉法規及裁罰

CFTC 認定被告人透過其聘雇之交易員 A（已

於 2017 年離開公司），於 2014 年 2 月到 2015

年 1 月期間，對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NYMEX）

交 易 的 原 油（Crude Oil）、 燃 料 油（Heating 

Oil）和 RBOB 汽油等 3 種期貨契約從事布假單

（Spoofing）的交易行為，此行為違反了《商品

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CEA）

第 4c（a）（5）（C）條，因此要求該公司支付

45 萬美元的民事罰款，並須於 10 個營業日內繳

清裁罰金。

焦點透視

Features

執法

部門

•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ivil）
•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Civil）
• 美國金融監管局（Civil）
• 美國司法部（Criminal）

施行

法條

• 《陶德法蘭克法案》第 747 條。

• 《商品交易法》（CEA）第4c（a）（5）
（C）條。

• 1934 年修訂的《證券交易法》（《交

易法》）第 10（b）和 9（a）（2）條。

• 1933 年修訂的《證券法》（《證券

法》）第 17（a）條。

•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則 10b-5。
• 美國金融監管局 2020 及 5210 規則。

構成

要件

• 違反特定的民事與刑事禁止虛偽、詐

欺法律。 
• 須證明在成交前取消出價之意圖。

• 且須確立個人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

意圖。 
• 起訴人必須證明被告「意識到」自己

從事了虛偽、詐欺行為。

隨著金融商品不斷創新及市場參與者多樣化操作，價格操縱（Price Manipulation）、

囤積或壟斷（Corner）、擠壓軋空（Squeeze）、沖洗買賣（Wash Trades）及操縱結算價

（Marking the Close）等在金融市場上都屬於不法行為，其中布假單為市場常見的價格操縱

行為之一。本文將介紹美國禁止布假單及市場操縱行為規定，並列舉美國期貨市場二件實際

案例，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對該二案之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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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將價格大幅拉高或壓低後，再行賣出或買入以

獲取利益。利用先行交易獲取不法利益的客體不

僅限於證券市場的投資標的，更可能涉及其他相

關具有股權性質的金融商品與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選擇權、認購認售權證等，此類商品和股價之

波動相關聯，同樣也可能因此獲取更大的不法利

益，因此美國期貨主管機關商品期貨交易委員

會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下稱 CFTC) 將先行交易定義為行為人基於利用

「另一位投資人即將對相同或相關期貨或選擇

權商品建立部位」之非公開資訊，而先行建立

相同或相關期貨或選擇權之部位，此種搶先他

人建立部位之行為，也屬於先行交易。

我國基金經理人透過先行交易涉及炒股事件，

近十年內弊案不斷，自 2012 年爆發 ING 安泰投

信的盈正案、2013 年日盛投信、寶來投信代操政

府勞退基金案，群益證券基金經理人炒股案，到

去年底震驚各界連官員都涉入的勞動基金炒股案，

此類案件都已經踩在管制的紅線上，相同點都有

掌握龐大資金的基金經理人，其身處資訊優勢的

一端，卻利用特定影響投資之訊息，提前在股價

上漲或下跌前，聯合外界或透過人頭的方式對特

定投資標的預先進行交易。由於基金經理人手握

龐大資金，本來便應該受到更高的道德與從業標

準管制，但是國內對於先行交易的管制並不積極，

本文欲從美國近年二起不同型態的重大先行交易

案件談起，再回頭討論我國相關法制對於先行交

易的禁止與管制是否應該調整或修法，希望引起

各界對於先行交易管制的重視。

美國近年對先行交易的執法

瑞士信貸利用電腦程式先行交易案

紐 約 州 的 金 融 服 務 局（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下稱「DFS」）

在 2017 年針對瑞士信貸集團類似先行交易的行

為做出裁罰。根據 DFS 的指控，瑞士信貸身為

國際上重要的外匯操作銀行，卻從 2010 年 4 月

到 2013 年 6 月間採用了一種特別的程式演算法叫

現今社會工商業發達，企業規模日趨龐大，

欲穩定國家的經濟成長，除了發展各種具備競爭力

的企業，確保金融市場的健全更是不可或缺，因為

金融市場除了支持企業的資金運作順利，也確保個

人的投資理財經濟生活安定，而其中最息息相關

的便是證券市場與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給予企業

募集資金的功能，讓企業可以快速拓展集團規模，

而期貨市場提供企業避險目的之功能，以降低企

業的營運成本，維持這兩個市場的秩序與公平一

直都是世界各國政府重視的金融重要工作。

在證券及期貨市場中除了發行人、投資人、

及交易所，更有讓金融交易運作更加順利的各種

「仲介機構」，如證券及期貨公司與投信投顧業，

受雇於此類仲介機構的金融從業人員，作為發行

人與投資人之間的橋樑，不只影響金融市場的運

作，更掌握各種足以影響市場的交易資訊，惟隨

著交易量與價的日漸龐大，這些仲介機構的從業

人員常常身處高度利益衝突，難免會禁不起經濟

上的誘惑而做出違背自己職務的行為，以獲取大

量不法的利益，尤其是投信基金經理人利用職務

之便知悉公司內部基金將大量買進特定股票而進

行先行交易（Front Running）。

先行交易（Front Running）

源自於證券經紀商的營業員利用客戶的交易

資訊並搶先進行相關的交易，進而賺取中間價差

之行為。而在投信公司從業的基金經理人更可以

透過決定下單前，利用職務上所知悉買賣股票或

期貨的重大訊息，先於基金進行證券或期貨之交

易，待基金或公司內其他基金進場買賣該特定股

論金融市場
先行交易之法律責任 「eFX」，針對客戶的外幣買賣限價停損單（limit 

and stop-loss orders）進行先行交易。瑞士信貸

被查出該公司的軟體工程師設計一個可以預測客

戶可能下限價停損單的程式「eFX」，在客戶下單

時，該程式將會被觸發，瑞士信貸的交易員可以

透過這個程式知悉客戶即將下單，利用這個程式

所給予客戶下單的資訊，先行一步進行交易。從

2010 年 4 月到 2013 年 6 月，瑞士信貸執行了約

31,000 筆限價單和 41,000 筆停損單，可能涉及透

過電腦程式進行先行交易而獲利。此外 DFS 還發

現，瑞士信貸擴大了公司的電子交易平臺中「最

後確認（last look）」功能，以提高公司交易的利

潤，並且未向客戶充分地揭露銀行電子交易的方

式。瑞士信貸利用電腦程式先預知客戶交易並進

行相關交易的行為被 DFS 認定以違反紐約銀行法

規（New York Banking Law）裁處 1.35 億美元，

並要求瑞士信貸針對銀行的內稽內控制度做全面

性的調整，瑞士信貸也同意並採取相關補救措施，

以防止再次發生該行為。

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起訴盛德交易投資公司

楊姓研究員等乙案（U.S. Securities and Exch. 
Comm'n v. Yang 案）

本案被告 Yang 任職於盛德交易投資公司擔任

研究員，在中國得知河南的眾品集團公司將發生

併購且下市，該公司股價將有 46% 的溢價發生，

被告在為自己服務的盛德（Prestige）證券公司

下單買進眾品股票前，利用自己與妻子的共同帳

戶先行下單買進，並據稱於 14 天內獲利 496,000

美元，被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以 下 簡 稱 SEC）

以違反內線交易及先行交易起訴並頒布禁制令

（Injunction）；Yang 承認犯行並與 SEC 和解賠

償 27 萬美金罰款，但是因為 SEC 頒布 Yang 將

終身不得繼續執業的禁制令，Yang 不服處罰並向

法院提出訴訟；在 2013 年 SEC v. Yang 的案件

中，法院認為被告身為投資顧問，利用行業專業

的先行交易可能構成內線交易而駁回了被告訴訟

（Move for Summary Judgment），被告請求駁

回 SEC 禁制令的訴訟都敗訴，縱使被告 Yang 抗

美國期貨主管機關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下稱CFTC)將先行交易定義為行為人基於利用「另一位投資人即將對相同或相關期貨或選

擇權商品建立部位」之非公開資訊，而先行建立相同或相關期貨或選擇權之部位，此種搶

先他人建立部位之行為，也屬於先行交易。本文將就美國近年先行交易的執法及我國近期

先行交易的案例，探討金融市場先行交易的法律責任。

文／洪令家（中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關鍵看法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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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理規則」，該管理規則第 54 條明文「期貨商

自行買賣之執行程序，不得優先於同種類期貨交

易之受託買賣順序」以禁止期貨商的先行交易行

為，如果違反先行交易禁止規範者將依照期貨交

易法第 119 條規定，違反第 56 條第 5 項所發布

之命令，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二百四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雖然依證券交易法第 44 條第 4 項立法

授權而制定的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44 條前段也規範

「證券商於受託買賣時，不得利用受託買賣之資

訊，對同一之買賣為相反之自行買賣」，這樣的

規範禁止證券商與客戶對作，同樣是濫用客戶交

易資訊，與先行交易禁止略有不同，同樣的是，

對於先行交易國內目前只有期貨商管理規則與證

券商管理規則對於期貨商、證券商有明確的禁止

先行交易，而且這樣的規範僅針對期貨商與證券

商的自營行為，卻未針對其他具體的行為人做出

規範，難有實效，甚為可惜。

鑒於我國對於內線交易的管制已逐漸成熟，

國內各界都肯認資訊優位濫用將造成市場不公平

與交易秩序混亂，尤其國內各項市場管制也陸續

強化業界跟單行為的禁止，但是資本市場中對於

先行交易相關行政管制卻僅期貨商管理規則與證

券商管理規則有相關針對業者的規範，顯有不足；

又目前我國對於先行交易行為人的處罰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5 條之 1 禁止從事投資信託

或顧問事業的相關人員進行違背職務的先行交易

行為，該條法規之增訂主要係參考刑事背信罪的

各種構成要件，雖較為嚴謹，並具備嚇阻力，但

因刑事證據取得不易，也未必足以管制證券與期

貨市場的先行交易行為；雖然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55 條第 1 項第 20 款亦規定期貨商從事期貨交易，

不得利用業務關係得知之訊息，為自己或提供他

人從事期貨交易，但是沒有相關的刑事處分，嚇

阻力顯有不足。

金融從業人員身處高度利益衝突的環境下，

更對市場秩序的維持有更高的要求，現行法下，

相關金融從業人員及其關係人基於個人投資而交

易買賣股票、期貨或相關衍生性金融商品時，必

市場罪之相對委託，而提起公訴。然在該案中，

法院認為被告二人受僱於投信公司擔任全權委託

業務經理人，違背上揭誠信、利益衝突迴避等原

則，為自己之利益，在未依循公司內部制度據實

申報交易內容，而利用職務知悉投資訊息，在上

班期間，擅自為自己買賣股票獲利，致投信公司

遭受主管機關裁罰，並因此受有營業財產上損害

之行為，違反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背信罪。

面對我國基金經理人常常利用先行交易的行

為獲取不當利益，伴隨著不同的手法，可能涉及

操縱市場，更有少數意見認為應該處以違反內線

交易加以處罰，但是若將先行交易此等利用客戶

或委託下單的消息認為屬於內線交易，將擴張證

交法第 157-1 條「職務上所獲悉消息」的適用，

目前尚不被法院所採，而先行交易因其違背基金

經理人在職務上所負擔的受任人義務，過去係以

刑法背信罪論處，刑罰上的嚇阻力明顯不足，故

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107 年推動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修法，增修第 105-1 條「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董事、監察

人、經理人或受僱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委託投

資資產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

害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委託投資資產或其

他利益者」，參照證券交易法之處罰，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

元以下罰金。

結語－檢討我國對於先行交易的管制

我國關於先行交易的管制，因為屢次發生基

金經理人炒股等相關弊案，目前依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中的特別背信罪加以規範，但是證券交

易法或是期貨交易法都沒有對此類違法行為有明

確的具體規範；只有在行業管制中存在，期貨交

易法第 56 條第 5 項立法授權主管機關制定「期貨

辯其得知眾品併購消息出自於自己的分析研究，

但該案陪審團最終認定 Yang 沒有違反內線交易，

仍認定被告先行交易的行為及未及時向公司揭露

其交易的行為，已經違反了美國證交法第 10 條的

反詐欺條款與投資顧問法第 13 條 D 項。

我國近期先行交易的案例

2012 年所爆發的盈正案，即為我國法院針對

基金經理人對證券進行先行交易的案例，被告等

以利用人頭先行交易之方式，在擔任基金經理人

的期間，先行購入仍在興櫃時的盈正公司股票 50

張，盈正公司上櫃後，被告所管理代操之全權委

託帳戶也買入盈正公司之股票 355 張，嗣後盈正

股價大跌，而被告在公司內部晨會時得知公司出

具對盈正虧損的檢討，報告建議採部分停損之投

資意見，被告為避免自己原先購買 50 張盈正之股

票虧損，先行將自己所持有之 50 張盈正股票全數

賣出後，再將管理全權委託帳戶的 355 張盈正股

票賣出，造成全權委託帳戶之虧損。本案檢方以

背信罪起訴被告，法院認被告置身於利益衝突之

情境下，決定優先委託出售其以人頭帳戶持有之

盈正公司股票以停損避險，而非優先以基金之利

益，違反未能履行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執行業務，即足以認定

被告有意圖損害本人利益之主觀犯意，而為違背

其任務之行為，核自已該當於刑法背信罪之行為

構成要件，最終僅處兩年徒刑。

另一宗基金經理人先行交易之案件為寶來投

信案，被告在公司內部會議時，有職務上的機會

可以接觸相關的投資分析報告或投資訊息，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利益，違背相關法令及公司內部規

範有關受託人應負忠實誠信義務及利益衝突迴避

原則，而為自己利益，透過人頭方式買賣股票，

一方以政府基金委託買進，同時，另一方基金經

理人使用他人名義委託賣出之相對委託之交易模

式，牟取不法利益，導致政府基金受有損害，檢

方在認為被告之行為，除了觸犯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背信罪外，亦有違反證交法內線交易罪及操縱

須向所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報交易情形。但是

目前我國相關法規對於先行交易的管制顯有不足，

實務上依照相關罰則處罰的案例更是少見，這些

行政規則也都是以處罰業者為主，若期貨業者或

投信投顧業中沒有落實嚴格的內稽內控制度，實

在難以發覺先行交易的問題。建議金融市場亦可

參考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105 條之 1 增訂相

關法規，或可思考增加相關因應規範或其他措施

以全面禁止先行交易之行為，加強我國金融市場

交易秩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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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易所監視業務

與市場監視系統概述
文／戴良安（期交所監視部經理）、廖進和（期交所企劃部副組長）

韓國交易所（KRX）創立於 2005 年 1 月 27

日，是韓國唯一綜合證券及期貨業務之交易所，

KRX 係由韓國證券交易所（KSE）、韓國期貨交易

所（KOFEX）及創業板市場（KOSDAQ）合併而成，

公司組織架構採股份制。KRX 提供多樣化金融商品

之交易服務，包含股票、債券、指數股票型基金、指

數投資證券、權證、期貨及選擇權等。

近年 KRX 證券及衍生性商品業務持續成長，

2021 年 1月 KRX 證券市場成交值為 7,089.78 億

美元，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3 名，僅次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在期貨市場部分，2021 年

1月 KRX 期貨市場交易量為 2.73 億口，在亞洲地

區排名第 2 名，僅次於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為瞭

解 KRX 如何在證券及期貨市場已達一定規模之下，

持續精進市場監視制度，維持市場公平交易秩序，

以下就 KRX 之市場監視制度及近年監視重點業務

進行探討。

組織架構

    KRX 公司下設有管理策略部（Management 

Strategy）、KOSPI 市場部（KOSPI Market）、

KOSDAQ 市場部（KOSDAQ Market）、衍生性商

品部（Derivatives Market）及市場監視部（Market 

Oversight）。其中，管理策略部設置於釜山，負

責策略規劃、人事管理及研究等工作，為其他部

門之後勤單位，KOSPI 市場部及 KOSDAQ 市場

部設立於首爾，衍生性商品部則設立於釜山，三

個市場負責各自之運作，並擁有人事及預算部分

自主權。此外，KRX 組織內設置「市場監視委員

會（Market Oversight Commission）」，屬自律

組織，職司所有與市場有關之監視業務（圖 1）。

市場監視制度

市場監視委員會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係依韓國投資服

務暨資本市場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所設立之自律組織，

主要任務包含異常交易的發現與調查、查核與

處置會員證券商與期貨商、調解會員證券商及

期貨商與投資人之糾紛、防範不正當交易與保護

投資人（圖 2）。

在日常業務上，「市場監視委員會」執行前

線市場監視作業，主要監視 KOSPI、KOSDAQ 及

衍生性商品市場之交易活動，以防止不公平之交

易行為，例如價格操縱與內線交易。「市場監視

委員會」同時透過監視市場濫用交易行為及市場

謠言散佈，並追蹤上市公司股權變化等方式，以

提高市場透明度。如市場出現可疑之不公平交易

行為，「市場監視委員會」將通過調查相關證據，

以查明是否違反相關法律法規，並採取保護投資

者及降低損害之行動，如有需要，將進一步調查

相關案件。「市場監視委員會」亦可對會員證券

商或期貨商進行檢查，以確保其遵守 KRX 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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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市場監視委員會」之主要任務

圖 3：KRX 市場監視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範法中明訂之會員義務。此外，「市場監視委員

會」尚提供糾紛調解服務，以協助會員證券商或

期貨商與客戶快速的解決爭議。

「市場監視委員會」組織架構及業務職掌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底下設有 6 個

部 門， 包 含 市 場 監 視 規 章（Market Oversight 

Rules & Regulations）、 投 資 者 保 護（Investor 

Protection）、市場監視（Market Surveillance）、

調 查（Investigation）、 特 別 調 查（Special 

Investigation） 及 會 員 公 司 查 核（Member Firm 

Examination）（圖 3）。

市場監視規章部業務包含草擬市場監視相關

規章、規劃市場監視系統及資訊分析；投資者保

護部係提供投資者保護相關服務及監視網路上訊

息；市場監視部負責監視系統規劃及執行監視作

業；調查部負責一般案件之調查；特別調查部職

司特殊案件之調查；會員公司查核部主要係執行

證券商及期貨商之查核。

KRX 新一代市場監視系統

KRX 於 2018 年 5 月 23 日推出新一代市場監

視系統，該系統對外簡稱 EXIGHT，EXIGHT 係由

「Exchange」及「Sights」組成，新監視系統與

舊有系統同樣導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惟有

別於舊有系統，新系統整合了舊有系統中之證券

與期貨監視子系統，期以更有效率方式防止市場

不公平交易行為。

市場誠信

調解糾紛

防範

不公平交易

會員

法律遵循

運行

市場監視系統

調查不公平

交易行為

投資者保護

圖 1：KRX公司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KRX 網站 資料來源：KRX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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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市場監視重要措施

為維持市場交易秩序及提振投資者信心，近

年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採行多項市場監視重

要措施，以因應日漸增加之新型態網路詐欺交易、

演算法交易及高頻交易引起之市場異常交易，相

關措施說明如下：

設置重大案件專案小組

為監視及調查緊急重大案件，避免該等案

件損害市場投資人，KRX 設置重大案件專案小

組，主要負責早期發現異常交易，並進一步確

認該交易是否為不法交易，如有需要，該小組

可視情況赴證券商或期貨商進行查核。

加強惡意併購之監視

惡意併購案例在韓國市場日漸增加，惡

意併購者通常使用高財務槓桿融資取得上市公

司股權後，迅速重整公司業務，常對外發布假

訊息，例如宣稱公司將跨入商機顯著之新創事

業，在股價因此飆漲後，迅速獲利了結出場，

致許多投資人受害。為加強監視該種不法交易，

KRX 加強對上市公司之監視範疇，包含大股東

名單異動、增資及跨入新創事業等。

加強對體質不佳公司之監視

體質不佳公司之投資人易受市場不公平

交易損害，該類公司通常公司治理欠佳，公司

財務長期處於虧損，最後甚至申請股票下市。

KRX 針對該類公司進行密切監視與查核，如遇

有不法交易之情事時，則通知主管機關。同時，

KRX 定期分析與揭露該類公司之財務重點資

訊，以降低投資人買賣體質不佳公司股票可能

產生之損害。

防制網路詐欺交易

新型態網路詐欺交易層出不窮，例如有許

多網路垃圾郵件使用不實資訊建議投資人買賣

特定股票。為防範該等詐欺交易，KRX 密集觀

察網路上散布之不實訊息，包含與重要政治人

物或美國與韓國間外交關係有關之利多消息，

其透過網路警示提醒投資人留意網路不實資訊

可能對其投資產生之危害。

新系統上線後能提昇資料蒐集效能，在案件

調查方面，過去不公平交易案件從內部調查至陳

報相關機關需耗時 2 個月，新系統上線後將大幅

縮短至 40 日。

日常監視作業

線上監視作業

KRX 監視系統一般透過統計模型分析股票價

量變化、即時異常交易狀況及監控市場上之相關

新聞及傳言。在盤中，市場監視部人員即時監看

各證券之價格變動、交易情形、公司所發布重大

訊息及影響市場之突發狀況，當特定股票達到預

警標準時發出警示。當偵測出特定股票價量異常、

或有重大訊息及市場傳言時，市場監視部人員將

請相關部門向上市公司求證；如有需要進一步分

析時，再交由相關人員作進一步調查。

離線監視作業

KRX 離線監視作業之資訊來源包括上市公

司財務報告資訊、股東交易報告、新聞媒體報導

及證券商提供之資訊。KRX 股票市場設有公布

注意股票相關規範，依據 KRX 市場監視辦法，

個別股票達到特定價量標準時可被列為公布注意

股 票（Investment Caution Issue）、 警 示 股 票

（Investment Alert Issue）及投資風險預告股票

（Investment Risk Issue），同時亦可能因投資風

險過高而被公告暫停交易。

不法交易之查核

市場監視委員會之調查部會依市場監視部之

通報及查案標準，針對異常交易之股票，就其買

賣成交狀況、公司重大資訊、交易資料等進行調

查，以判斷是否有內部人交易、股價操縱等情事。

如發現涉有不法炒作或內線交易及違反規章等，

則進行第 2 階段之調查。

第 2 階段之調查所採用資料來自於電腦系統

篩選之資訊，包括價量變化，及證券商提供之相

關佐證資料，以供查核企業內部人、炒作集團、

證券商及一般投資人是否涉有違法行為。經查核

認確有內線交易、操縱股價等違法情事時，處理

方式包含依 KRX 規章進行處置或移送金融監理委

員會（FSC）處置。

提供上市公司經理人及員工法律遵循教育訓練

 為防範上市公司經理人及員工利用未公開

資訊從事內線交易，KRX 提供法律遵循教育訓

練課程，同時亦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以協助上

市公司建立內控制度。此外，KRX 亦提供線上

內控自我檢視系統及發行指引手冊，協助上市

公司檢視內控制度之遵循程度。

演算法交易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處置

為防範演算法交易帶來之大量無成交意願

買賣委託，KRX 針對接受該類買賣委託之證券

商或期貨商得處以罰款，以避免該類買賣委託影

響市場交易秩序，並得將從事該類委託之交易

人函報相關監理機關，另 KRX 嚴密監控所有演

算法交易，以發覺從事可疑不公平交易之帳戶。

邀請英美專家提供演算法交易及高頻交易之監管

措施建議

KRX 過去曾邀請英國及美國市場主管機關

之專家，包含美國之金融業監管機構（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FINRA）及英國

之金融行為管理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請該等專家就韓國市場交易環境，提供

適切之演算法交易及高頻交易監管措施，以降

低演算法交易及高頻交易引起之市場價格波動

及不公平交易。

持續與其他交易所簽署 MOU

為促進與國外監理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強

化市場監理制度之一致性，KRX 持續尋求與其

他交易所簽署資訊交換備忘錄（MOU）， 2019

年 9 月 KRX 與深圳證券交易所（SZSE）簽署

關於市場監理與研究合作的 MOU，期建立定期

之市場監理交流與合作機制。同時，雙方亦共

同舉辦首屆 SZSE-KRX 市場監視業務研討會，

會中就提升市場監視效率，防範市場風險等議

題進行討論。

市場監視業務統計

近年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致力於強化市

場監視效率，包含市場監視系統升級，及當市場

在出現異常時前事先採取預防性措施，使內部調

查案件數及經調查需通報主管機關案件數減少，

經調查需通報主管機關案件比率提升，以 2019 年

為例，該年經調查後需通報主管機關案件之比率

上升 8％至 83.9％，顯示不公平交易行為之市場

監視效率提升（表 1）。

結語

韓國證券及期貨市場之市場監視業務係由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負責，其主要任務包

含異常交易的發現與調查、查核與處置會員證

券商與期貨商、調解會員證券商及期貨商與投

資人之糾紛、防範不公平交易與保護投資人。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除日常監視業務外，

為維持市場交易秩序及提振投資者信心，近期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除引進新一代市場監

視系統外，亦採行多項市場監視重要措施，例

如新型態網路詐欺交易之應變及適時處置演算

法交易及高頻交易引起之市場異常交易。近年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致力於強化市場監視

效率，包含市場監視系統升級，及當市場在出

現異常時前適時採取預防性措施，促使經調查

後需通報主管機關案件之比率顯著提升，增進

不公平交易行為之市場監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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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018 2019 變動率 （％）

預防性警示
（案件數）

注意 2,192 1,661 -24.2
警示 218 171 -21.5
風險 14 14 -
暫停交易 46 46 -

市場監視
（案件數）

發現應採取預防性措施之交易 14,011 12,205 -12.9
要求會員公司採取預防性措施 4,468 4,458 -0.2
觀察 262 222 -15.3
移送調查 193 167 -13.5

調查
（案件數）

調查（A） 166 143 -13.8
通報主管機關（B） 126 120 -4.76
通報比例（B/A）（％） 75.9 83.9 +8

表 1：2019年 KRX「市場監視委員會」之市場監視業務統計

資料來源：2019 年 KRX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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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X
推出 Henry Hub
天然氣期貨選擇權 
文／阮浩耘（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莫斯科交易所（Moscow Exchange, MOEX）

繼去年 2 月獲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授權

推出 Henry Hub 天然氣期貨後，今（2021）年

1 月進一步推出 Henry Hub 天然氣期貨選擇權。

MOEX Henry Hub 天然氣期貨以現金結算，採

小規模設計，每口契約規模 100 百萬英制熱單位

（MMBtu），為 CME 相對應契約之 1/100，推出

以來交易量持續成長，去年日均量達 17,000 口，

促使 MOEX 進一步推出選擇權契約。

MOEX 表示由於散戶占其衍生性商品市場

比重達 40％，因此引進國際知名指標，並採小規

模設計，如布蘭特原油期貨即為一例，每口契約

規模僅 10 桶原油，為洲際交易所（ICE）商品

1/100，有助吸引散戶交易；此外，由於其最小跳

動點等契約規格參採 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可吸

引熟悉該規格之外資與大型法人參與，去年交易

量（口數）於全球商品期貨中排名第 1。基於此

成功經驗，MOEX未來將持續與國外交易所合作，

推出更多參採國際知名商品之小型契約，以滿足

市場需求。（資料來源：FOW）

2020年
全球衍生性商品交易量

創新高 
文／陳浩仁（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美國期貨業協會（FIA）公布統計，全球衍

生性商品集中市場交易量連續 3 年創下新高，去

（2020）年增加 35.6％達 467.7 億口，其中期貨

及選擇權交易量分別為 255.5 億口及 212.2 億口，

各成長 32.7％及 39.3％，年底未平倉量增加 9.7％

至 9.9 億口，亦創歷史新高。FIA 進一步指出，

交易量成長主要來自印度、中國及巴西等國；此

外，散戶交易人個股選擇權交易量大幅增加亦提

升交易量成長。

就區域而言，亞太區交易量增加最多，年成

長 38.9％至 201.5 億口，其次為北美區，年增

25.2％至 128.5 億口，拉丁美洲排名第 3，亦表

現亮眼，年成長高達 56.9％至 64.3 億口，歐洲則

年增 11.3％至 56 億口。

商品類別中，股權類商品交易量仍居首位，

其中股價指數商品年增 49.3％至 186.1 億口，個

股期貨與選擇權成長 62.3％至 99 億口。其他類

別方面，匯率類、能源類、農產品類及貴金屬類

交易量則分別增加 14.9％至 45.2 億口、24％至

31.5 億口、45.4％至 25.7 億口及 68.8％至 9.8 億

口。惟非所有類別皆成長，如利率類商品交易量

即年減 13％至 41.5 億口。

交易所排名部分，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

（NSE）以 88.5 億口蟬聯全球之冠，其後依次為

巴西交易所（B3） 63.1 億口及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 48.2億口。美國選擇權結算公司（OCC）

仍為全球最大衍生性商品結算所，去年底未平倉

量 3.9 億口，高於其他結算所 2 倍以上。（資料

來源：FIA）

Cboe 
完成併購鉅額另類交易
平臺 BIDS Trading

文／陳君鐸（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 Global Markets, 

Cboe）於今年 1月 4 日宣布完成 BIDS Trading 收

購案。BIDS Trading 是美國註冊經紀商，並營運

美國最大鉅額另類交易平臺（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Cboe 表示未來將維持其獨立營運，不

會與 Cboe 證券交易平臺進行整合。Cboe 與 BIDS 

Trading 夥伴關係可追溯至 2016 年，當時雙方合作

於歐洲推出鉅額交易平臺 Cboe LIS，目前已發展為

歐洲最大鉅額交易平臺之一，日均成交值約為 2.4 億

歐元。

店頭市場已占美國證券交易逾 40％，BIDS 

Trading 併購案除有助 Cboe 產品和服務多樣化，並

可進一步拓展其業務範圍至店頭交易及北美以外市

場。就財務貢獻而言，2019 年 10 月 1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BIDS Trading 年淨收入（Net Revenue）

約為 4,100 萬美元，Cboe 估計合併後可望增加集團

2021年調整後每股盈餘（Adjusted EPS） 0.05 至

0.06 美元。（資料來源：Mondo Visione）

MOEX
外匯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將提早開盤
文／陳韻頻（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莫斯科交易所（MOEX）自今年 3 月 1日起，將

旗下外匯及衍生性商品市場開盤時間，從現行上午

10 時提前至上午 7 時，收盤時間則維持下午 11 時

50 分，每日交易時間將從現行近 14 小時延長至近

17小時。由於俄羅斯領土廣大，國境東西邊橫跨 11

個時區，時差高達 10 個小時，提前開盤可使交易時

間涵蓋更多俄羅斯東部交易人日常活動時間，交易

不僅更為便利，亦可提供亞洲市場參與者更多因應

國際市場變動交易機會。

此外，MOEX 擁有龐大外匯交易市場，全球外

匯市場每日俄羅斯盧布交易量約 300 億美元，其中

約 25％來自 MOEX 外匯市場，且其美元兌盧布交

易量約占俄羅斯整體銀行間外匯交易量 58％。另過

去 5 年來，MOEX 盧布兌人民幣交易量成長 27％，

今年全年交易量約 134 億美元，然相較於全年約

3.6 兆美元之美元兌盧布交易量，仍相形見絀。因

此，MOEX 期藉由外匯市場提前開盤吸引中國交易

人，進一步提升盧布兌人民幣外匯交易量，並開啟

MOEX 與亞洲交易所及市場參與者合作契機。（資

料來源：Mondo Visione）

LME 
提議永久關閉

公開喊價交易 
文／李雨純（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今年 1 月提議永久關

閉公開喊價交易，若獲得會員支持，象徵歐洲大宗商

品面對面（in-person）交易時代結束，及 LME 終接

受電子交易已成為主流的事實。

LME 計有三種交易方式：公開喊價交易（Open 

Outcry trading）、辦公室間交易（Interoffice trading）

及電子交易（LMEselect），其中，公開喊價交易又

稱場內交易，基本上是在圈內交易廳（Ring and Kerb 

Trading）進行，此交易方式自 LME 於 1877 年成立

以來，已實施長達 144 年歷史。

去年 3 月英國為防範新冠肺炎（Covid-19）疫

情擴散實施封鎖措施，迫使LME暫停公開喊價交易，

改採電子交易系統 LMEselect 決定全球銅、鋁和鋅

等工業金屬之基準價格，LME 並藉此機會檢驗電子

交易是否奏效，及採電子交易決定每日結算價格是

否有別於公開喊價交易。LME 統計發現過去 10 個月

交易量不減反增，故其相信全面改採電子交易對市

場有益，除可擴大市場參與者，並可提升整體交易

透明度。（資料來源：Financial Times）

國際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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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核准後於歐盟境內提供美國股票選擇權（US 

equity options）及有價證券交換契約（Security-

Based Swaps）等集中結算服務。美國商品期貨

交易委員會（CFTC）為美國衍生性商品結算機構

之另一個主管機關，CFTC 則於 2016 年與 EC 就

衍生性商品結算達成類似協議。另外，英國與歐盟

CCPs 相互認可方面，英國結算機構於脫歐前即已

獲得 EC 之暫時核可，以維持金融體系穩定，之後

展延至明（2022）年 6 月 30 日到期，以協助歐盟

金融機構逐漸減低於英國相關曝險。（資料來源：

The Trade）

印度擬立法推出

法定數位貨幣並禁止比
特幣等虛擬貨幣
文／曾致憲（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印度政府規劃制訂「虛擬貨幣及法定數位貨

幣法案（Cryptocurrency and Regulation of Official 

Digital Currency Bill）」，為印度央行 （Reserve 

Bank of India, RBI）未來推出國家虛擬貨幣建立

架構，同時，該法案並禁止境內比特幣等私人發

行虛擬貨幣，僅允許少數例外，以促進虛擬貨幣

底層技術之發展及相關應用。此舉並非印度首次

對虛擬貨幣監管採取強勢措施，2018 年印度發生

一連串虛擬貨幣弊案後，當時印度金融主管機關

曾暫時禁止虛擬貨幣交易，並表示並不承認虛擬

貨幣為法定貨幣，且將制訂規範以杜絕虛擬貨幣

用於非法放款或進入支付體系，惟禁止虛擬貨幣

交易相關政策於 2020 年 3 月遭印度最高法院推

翻。目前除印度外，美國、中國、日本、加拿大

及瑞典等國，皆已著手研究自行發展國家虛擬貨

幣之可行性。 （資料來源：CNBC）

ICE 
推出 LNG運費期貨

文／李福慶（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鑑於近來液化天然氣（Liquified Natural Gas, 

LNG）船運市場費率波動日趨加大，市場對於 LNG

船運費率避險需求殷切，繼 2019 年芝加哥商業交

易所集團（CME Group）旗下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

（NYMEX）推出全球首檔 LNG 運費期貨後，洲際

交易所（ICE）將於今年 3 月 22 日推出 Spark30S 

Atlantic 與 Spark25S Pacific 等 2 項 LNG 運費期

貨，標的分別代表美國墨西哥灣沿岸與西北歐之間

的 LNG 船往返航行 30 天之運費，及澳洲與日本、

韓國、臺灣及中國間LNG船往返航行25天之運費，

提供交易人相關 LNG 船運費用之避險管道。

ICE LNG 運費期貨採現金結算，以能源估價

機構 Spark Commodities 公布之每日 LNG 船運

費用現貨估價（Assessment）作為最後結算價。

LNG 去年運費大幅波動，同年夏季 LNG 價格下

跌及美國 LNG 銷售契約遭取消，LNG 運費跌至

歷史低點每日僅 17,750 美元，而冬季以來，由於

天氣寒冷及 LNG 供應短缺，運費大漲，今年 1月

文／李福慶（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Henry Hub

SGX
推出 ESG
股權衍生商品

文／李雨純（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新加坡交易所（SGX）依其去年底發布

永續發展金融創新平臺（Future in Reshaping 

Sustainability Together；簡稱 FIRST），與富時

羅素（FTSE Russell）合作開發一系列由環境、

社會和公司治理原則（ESG）三大面向組成之

ESG 指數期貨商品。

SGX FIRST 係 SGX 推出固定收益、證券、

大宗商品和指數等各類 ESG 相關產品、服務之平

臺，透過此平臺開展與永續發展議題相關計劃，

如：建設金融生態系統、增強內部永續發展能力

及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等。

SGX 借助 FTSE Russell 於發展多元資產產

品及 ESG 方面優勢，於今年 1 月 25 日推出「新

交所富時新興 ESG 指數期貨」、「新交所富時

新興亞洲 ESG 指數期貨」、「新交所富時亞洲

（日本除外）ESG 指數期貨」及「新交所富時

Blossom 日本指數期貨」等 4 檔商品，期能提供

亞洲市場與永續發展相關商品之風險管理工具；

該等商品採現金結算，並計有 2 個近月及 12 個季

月契約掛牌交易。（資料來源 : THE BUSINESS 

TIMES）

EC
認可美國證券結算機構
具同等監管標準 
文／曾致憲（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

宣布，認可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監管之

證券結算機構（CCPs）與歐盟 CCPs 具同等監管

標準（Equivalence）。於 SEC 註冊之美國 CCPs

未來可向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SMA）提出申

Henry Hub 位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Erath，為美國天然氣管線運輸配銷中心，亦為美

國 NYMEX 天然氣期貨實物交割地點。由於 Henry Hub 天然氣管線系統連結美國主要天

然氣管線，為美國天然氣運輸商及銷售商接往全美消費市場的主要通道，美國不同區域天

然氣價格主要依 Henry Hub 的交易價格為基礎，再依照區域市場狀況、運輸成本及各區

域間天然氣傳輸可用容量等差異進行定價。

8 日突破歷史高點，每日達 322,500 美元，使市場

避險需求大增，ICE 新商品可望滿足交易人避險

需求，目前尚待主管機關核准。（資料來源：LNG 

Industry）

HKEX
 計劃推出

小型人民幣期貨 
文／李福慶（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香港交易所（HKEX）繼 2012 年 9 月推出香港

離岸美元兌人民幣匯率（USD/CNH）期貨後，為使

人民幣市場更為國際化，陸續推出同標的人民幣選

擇權，及其他人民幣兌日圓、澳幣及印度盧比等匯

率期貨商品，去年底美元兌人民幣期貨未平倉量達

28,223 口（契約價值約 28 億美元），較 2019 年

成長 22％。為吸引更多交易人進場參與人民幣相

關商品，HKEX 計劃於今年上半年推出相同標的小

型人民幣期貨，且採現金結算，契約規模為 20,000

美元，為 HKEX 現行人民幣期貨之 5 分之 1，原始

保證金則降至約 2,000 元人民幣。HKEX 表示新商

品除豐富其匯率衍生性產品線，使相同標的人民幣

期貨及選擇權有更多策略交易組合，小規模設計可

滿足中小型企業及個人投資者交易避險需求，使市

場參與者風險控管更為精準。（資料來源：Global 

Investor）

國際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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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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職掌法令排除適用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之項目。1

公告臺灣期貨交易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增掛履約價格

契約，並自2021年01月13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公告有關會員及從業人員使用通訊軟體、社群

媒體或網站聊天室等電子通訊傳播工具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之規定。

公告日期 2020 年 12 月 01 日

公告文號 金管證發交字第 1090365761 號函

概要說明 依據電子簽章法第 4 條第 3 項、第 6 條第 3 項及第 9 條第 2 項。公告職掌法令關於證券期貨

局業務部分，排除適用電子簽章法有關電子文件、電子簽章規定之項目。原 2019 年 10 月 29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33658 號公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公告日期 2021 年 01 月 12 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200056 號函

概要說明 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第 11條第 5 項及第

11條之 1第 2 項規定辦理。自 2021 年 01月 13 日起，臺灣期貨交易所推出旨揭契約履約價

格一萬五千點以上時，近月契約間距，由現行二百點調整為一百點；季月契約間距，由現行

四百點調整為二百點；週到期契約間距，同近月契約間距，並於基準指數上下百分之三間，

按近月契約履約價格間距之二分之一，推出履約價格契約。亦請期貨商提醒交易人，臺指選擇

權增掛履約價格契約後，將提供交易人更多契約選擇，交易人交易時應注意各契約之流動性。

公告日期 2021 年 01 月 19 日

公告文號 中期商字第 1100000275 號函

概要說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2020 年 06 月 18 日證期（期）字第 1090362834 號及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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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增加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之業務範圍

4

5

公告日期 2021 年 01 月 20 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2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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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調整臺灣期貨交易所「中鋼期貨」等 32 檔股票期貨契約，以及「大同選擇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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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1 日起生效；

為調降者，自 2021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

公告日期 2021 年 3 月 12 日

公告文號 金管證期字第 1100330121 號

概要說明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88 條準用第 57 條第 2 項規定，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其業務

範圍為本會依期貨交易法第五條規定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之期貨交易契約。本令自即日生

效；原 2014 年 11 月 26 日金管證期字第 1030045436 號令，自即日起廢止。

2021 年 01 月 18 日證期（期）字第 1090378486 號函辦理。一、電子郵件、電子看板、網

際網路系統（包括但不限於網站聊天室或個人部落格）或其他電子通訊傳播設備，均為中華

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暨期貨信託基金銷售機構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廣告管理辦法）第 3 條明定會員及所屬從業人員得用於從事業務廣告

活動之工具或方式，且依廣告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除期貨信託事業外，製作廣

告宣傳資料，應將該資料及其企劃、樣式、使用者、使用有效期限、主題標示及自行審查紀

錄，於對外為業務廣告活動前依規定向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提出申報。」二、倘有

從業人員在上述通訊軟體、社群媒體或網站聊天室等電子通訊傳播工具加入他們群組或是自

創群組後，利用免費提供期貨相關知識概念、基本教學、活動訊息、他人推薦、感謝、分享

操作心得、張貼獲利訊息之名義或其他方式，吸引群組內民眾進一步詢問，以從事業務廣告

活動，應依廣告管理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定向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申報。三、

另依廣告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會員從事業務廣告活動應以公司名義為之，並列明公

司名稱、地址、電話及許可證照字號（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行共同行銷、集團內或與其

他機構間之共同業務推廣行為，僅需列明公司名稱），不得僅以業務員或內部研究單位等非

公司名義為之，且所列業務員以已向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登記者為限，並應揭示本

名，不得以化名為之，因此，倘從業人員以匿名或化名利用前揭之方式從事業務廣告活動，

將屬違反上述規定。四、請各期貨公會會員對所屬從業人員加強宣導上述使用通訊軟體、社

群媒體或網站聊天室等電子通訊傳播工具從事業務廣告活動之相關規定。

規章快易通

Legal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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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以上

5%以上至 70%以下

3%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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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率前 15 大經紀商

2021 / 02 2021 / 03
41,377,281 

31,735,879 （16.25%）

14,744,667   （7.55%）

10,612,748 （5.44%）

7,461,205  （3.82%）

6,336,844 
（3.25%）

5,196,971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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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1/02及2021/03夜盤與日盤同等商品日均量比值分別

為30.65%與35.01%，2021/01-2021/03為31.22%。

註：截至2021/03底止，開戶數共計1,957,120戶，其中自然人

占1,946,200戶，法人占10,920戶。

註：統計至2021/03底止。

市場參與概況統計

350,000

345,000

340,000

335,000

355,000

360,000

365,000

370,000

2021/02 2021/03 2021/01-03

371,460 
 

366,661 

375,000

350,110  

單位：日均量（□）

0

200

400

600

800

1,000

32

693

27

102
43 30 16 5 11 28 886

分公司（營業點）

總公司（家數）

商
營
自
貨
期

商
紀
經
貨
期

人
助
輔
易
交
貨
期

業
事
問
顧
貨
期

業
事
理
經
貨
期

業
事
託
信
貨
期

員
會
算
結

行
銀
算
結

0
2021/02 2021/03 2021/01-03

121,498 戶 129,827    戶

159,251    戶

單位：戶數（□）

200,000

180,000

160,000

140,000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350,000

345,000

340,000

335,000

355,000

360,000

365,000

370,000

2021/02 2021/03 2021/01-03

371,460 
 

366,661 

375,000

350,110  

單位：日均量（□）

0

200

400

600

800

1,000

32

693

27

102
43 30 16 5 11 28 886

分公司（營業點）

總公司（家數）

商
營
自
貨
期

商
紀
經
貨
期

人
助
輔
易
交
貨
期

業
事
問
顧
貨
期

業
事
理
經
貨
期

業
事
託
信
貨
期

員
會
算
結

行
銀
算
結

0
2021/02 2021/03 2021/01-03

121,498 戶 129,827    戶

159,251    戶

單位：戶數（□）

200,000

180,000

160,000

140,000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交易統計

Statistics



TAIFEX  BIMONTHLY

雙月刊
60VOL.

15 DEC. 2020

英國富時100指數期貨上市

期交所參加2020年度
金融服務愛心公益嘉年華 06
從校園到職場—
與期貨共創Future 08
擴大年輕人期貨知識宣導
期交所提供免費學習平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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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期貨鑽石獎」評選期間為2020年7

月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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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信事業、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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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