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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為營造更活絡、穩健、效率的市場，於今（2021）年 6月 28日上市「小

型電子期貨」，上市第一個月交易熱絡，日均量為3,921口（統計6月28日至7月底數值），

與電子期貨相當；就交易人參與情形觀察，因小型電子期貨契約規模及保證金僅為電子期

貨八分之一，上市初期成功吸引小資族群關注，自然人比重達 55%，高於同期電子期貨約

35% 之比重，期交所刻持續推廣本商品予各類交易人，期望更加活絡市場交易。

今年以來在我國證券市場交投熱絡、行情波動加劇的影響下，個股期貨日均量近 34 萬

口，已為期交所第二大商品。為加強對個股期貨交易人之保護，期交所於 6 月 28 日將動

態價格穩定措施擴大實施至個股期貨，有效降低其價格異常波動風險，並使臺灣期貨市場

交易量逾 99% 商品均已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期貨市場的永續發展亦需靠與時俱進的市場管理，期交所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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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因應國內疫情，調整期貨商居家辦公之管理。期交所期望與業界先進共同努力，以健全

期貨市場之管理，讓國內期貨市場穩健地永續發展。

此外，期交所正加快建置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腳步。為使金融機構對期

交所規劃的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制度有初步了解，期交所於 7 月 7 日及 13 日，

以線上方式舉辦兩場「建置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座談會，金管會黃主委親臨致

詞並全程參與，兩場線上座談會共有近 120 家金融機構董事長、總經理及相關負責人與會，

提出諸多寶貴建議。

目前已有多家持有較大店頭衍生性商品部位之金融機構，已向期交所表達可就近於國

內提交集中結算，期交所規劃明（2022）年 6 月起優先實施對利率交換協定（IRS）的自

願性集中結算。有鑑於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已為國際間的監理趨勢，主管機關交

付期交所建置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的任務，期交所身為專業期貨交易結算機

構，有信心能順利推動。期交所在座談會後，已建立專責窗口，持續與金融機構業者溝通，

以協助業者建置集中結算相關系統、申請結算會員等；同時，亦加快腳步向英國、加拿大、

美國等國外主管機關申請成為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QCCP），以利金融業者因應巴賽

爾協定三（Basel III）及國際證券監管組織（BCBS-IOSCO）「未集中結算交易保證金計

提規範（UMR）」等相關風險資本計提之規範。

期貨市場在我國資本市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為達服務實質經濟的願景，期交所自當

全力衝刺，推陳出新各項商品與制度，持續健全臺灣期貨市場，期望在各方共同努力耕耘

下，為交易人建構更穩健更具效率的期貨交易環境！

期交所致力活絡期貨市場交易
建構更穩健有效率之交易環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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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於今（2021）年 7 月 7 日及 13

日舉辦 2 場「建置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

線上座談會，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親臨致詞，2 場線上

座談共有逾 120 家金融機構相關負責人參與，藉由

座談會汲取業者建議，有助於推動明（2022）年 6

月實施新臺幣 IRS 會員自願性集中結算。

黃主委致詞時表示，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全

球金融改革重點為設置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

算制度，以降低系統風險。我國已修正期貨交易法，

增訂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之法源，指定期交所

為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集中結算之結算機構，

並指示期交所儘速建置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

算機制，使金融業更能掌握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風險管理，並降低資本計提。

中央銀行外匯局局長蔡炯民致詞時表示，過去

一年來，中央銀行與金管會、期交所密切就建置店

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一案，交換意見，眾所

周知，金融海嘯後，G20 關注到龐大店頭衍生性商品

風險，並決議推動標準化的集中結算，之後多國亦

陸續實施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金融穩定是中

央銀行經營的目標之一，央行非常重視期交所建置

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期待期交所能順利建置

完成，央行亦將與期交所、所有金融機構共同維護

金融市場穩定。

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表示，期交所規劃於明年

6 月第一階段推出新臺幣 IRS 會員自願性集中結算服

務，2023 年 6 月推出新臺幣 IRS 客戶集中結算及因

應 UMR 推出新臺幣 NDF 集中結算。第二階段將規

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座談會

銀行保險票券及證券期貨業者逾 120 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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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推出韓圜 NDF 及外幣 IRS 集中結算服務，並視市

場需求加速納入更多商品。

期交所去年（2020）12 月已向歐盟歐洲證券市

場管理機構（ESMA）申請成為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

手（QCCP），並將加快腳步向英國、加拿大、美國

等國外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期望爭取國內金融機構

及交易相對方之國外金融機構在台提交集中結算。

由於巴賽爾協定三（Basel III）及 UMR 等國際

規範實施，將加速金融機構將店頭衍生性商品部位

納入集中結算之意願，期交所建立本國集中結算機

制，有助強化我國金融基礎建設，目前已有 22 家國

內外金融機構有意擔任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會

員。另期交所亦歡迎保險業者申請成為個別結算會

員，並將規劃提供結算會員部位提前了結、部位管

理及保證金壓力測試等加值服務。

黃主委於期交所與業者交流後，作出三點指

示：一、期交所於 2010 年 12 月向歐盟歐洲證券市

場管理機構（ESMA）申請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

（QCCP）資格後，應加速同步向國際如英國、加拿

大、美國等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以利金融業者適用

Basel III 資本計提規範；二、期交所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適用商品應持續多元化，加速納入其他商

品；三、請期交所建立窗口，持續與金融機構業者

溝通，協助業者建置集中結算相關系統、申請結算

會員，及提供有關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專

案建置進度等，另提供期交所高階主管之聯繫管道，

以快速回應金融機構業者需求。

文／謝怡昇（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文／矯恒杰（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股東會

通過每股配發股利 4.65元

 期交所 110 年股東常會由董事長吳自心（中）主持，左為總經理黃炳鈞，右為監察人孫天山

期交所於 7 月 20 日召開 110 年股東常會，由期

交所董事長吳自心主持。本次股東會通過每股配發

股利 4.65 元（含現金股利 3.25 元及股票股利 1.4 元）

之盈餘分派案，並選出第 9 屆董事及監察人共 14 位。

2020 年全球金融市場在 COVID-19 疫情影響下

行情波動劇烈，臺灣期貨市場 2020 年交易量達 3.41

億口，較 2019 年成長 30.9%，創歷史新猷；2020 年

夜盤表現亮眼，較 2019 年成長 55.8%，占日盤交易

比例 37.5%，夜盤已成為交易人盤後交易避險的主

要管道。在交易量挹注營收下，期交所 2020 年稅後

淨利達 28.58 億元，每股稅後盈餘 7.76 元。今年上

半年期貨市場交投熱絡，日均量達 179.1 萬口，與

2020 年相較再成長 28.5%，其中股票期貨日均量達

32.8 萬口，較 2020 年成長逾兩倍，成長動能居所有

商品之冠。

期交所近年來研發多元化商品及接軌國際之交

易結算制度有成，國內期貨市場得以穩健發展。新

商品部分，鑑於小型契約交易漸為潮流，期交所今

年商品推動重點將放在小型契約，2 月 1 日新增 6 檔

小型股票期貨契約，6 月 28 日上市「小型電子期貨

契約」，滿足國人交易需求，持續為期貨市場挹注

新動能。制度面部分，期交所自 2018 年起分階段建

置「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6 月 28 日適用

商品納入個股期貨，今年底將再納入商品類期貨，預

計 2023 年底前，期交所所有商品均將適用。此外，

「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亦如火如荼分階段

規劃建置，7 月在金管會及中央銀行的指導下已邀集

相關業者舉辦兩場座談會，第一階段是明年 6 月將推

出新臺幣 IRS 會員自願性集中結算服務。

臺灣期貨市場亮麗表現，吳董事長感謝股東支

持，未來一年將再接再厲研議新商品及新制度，持續

推動臺灣期貨市場繁榮發展，期望各位股東能繼續給

予支持。隨後由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進行 2020 年度

營業及財務報告，並順利通過承認 2020 年度營業報

告書、財務報表及每股發放現金股利 3.25 元、股票

股利 1.4 元之盈餘分派等案。於討論案結束後，隨即

進行期交所第 9 屆董事及監察人選舉。

依期交所章程第 22 條規定，設置董事 15 人，監

察人 5 人，除主管機關依期貨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指

派及核定非股東董事 4 人、監察人 2 人擔任第 9 屆董

事、監察人外，其餘董事 11 人、監察人 3 人，已於本

次股東常會選出，於 7 月 23 日就任，任期 3 年。

 期交所舉辦兩場「建置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線上座談會，金管會主委黃天牧（左上1）、中央銀行外匯局長蔡炯民（左

　下 1）及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左下 2）全程參與，多家金融機構負責人（右）出席並提出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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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玳驊（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第 3季各項交易獎勵　7月 1日起跑

為鼓勵期貨業者、從業人員及法人機構交易

或推廣期交所商品，期交所近年來持續推出各項

交易獎勵活動，市場反應良好。為持續提升商品

交易量及活絡度，期交所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

針對重點推廣商品辦理多項交易獎勵活動，包括

「110 年第 3 季股票期貨交易獎勵活動」、「110
年下半年富櫃 200 期貨至尊爭霸賽活動」、「110
年第 3季富時 100期貨星據點爭霸賽活動」、「110
年第 3 季期貨交易輔助人交易獎勵活動」及「110
年第 3 季法人機構交易獎勵活動」，期許藉由獎

勵活動，持續活絡期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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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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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英國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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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獎勵活動辦法已公告於期交所網站

（http://www.taifex.com.tw），歡迎上網查詢。

文／黃筠芸（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文／李欣恬（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宅在家也可增進期貨理財功力

期交所「防疫在家學期貨」專區  正夯

防疫期間都要乖乖宅在家，期交所考量防疫

期間交易人學習期貨理財需求，網羅相關學習資

源成立「防疫在家學期貨」專區正夯，交易人可

一網打盡學習期貨及選擇權的相關資源，正符合

目前「宅在家」的學習需求。

相較於證券，期貨波動較大且商品種類多元，

交易人更需要培養專業知識，並深入了解風險控

管的重要性。「防疫在家學期貨」

專區即以「期貨教育」為出發點，

集結期交所重要制度懶人包及文

宣、近兩年上市國內外股價指數商

品宣導專區、以及在 6 月 28 日上

市上線的小型電子期貨及個股期貨

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宣導專區，

另外也放入期貨產業發展基金委託

證基會製作的期貨宣導漫畫、文宣

手冊及宣導影片等。

交易人也可藉由動態的影片

或動畫來了解期貨知識，像是「期

貨影音知識網」包含眾多課程及

2021 年新商品及新制度宣導說明

會影片，「期貨及選擇權數位學習

網」則以活潑有趣的動畫講解期貨

期交所於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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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9 月 1 日起

實施，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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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期貨業者充分了解本次修正內容，並配

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避免群聚之政策，本次說明

110年度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
內控制度修正宣導說明會

會採線上直播方式辦理，於 8 月 6 日至 17 日辦理

8 場線上宣導說明會。期交所於會中解析期貨管理

法令增修之緣由、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訂歷

程、期貨業者違規案例、查核期貨業者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作業所見缺失事項及期貨商資通安全

重點事項，期望使與會先進業者能確切掌握相關

重點事項，以協助業者完善其內部控制制度，落

實法令遵循。

基礎觀念的網站，內容共分九大單元，循序漸進

教導期貨知識，並有英文版供交易人了解期貨相

關用語。在看完文宣、影片瞭解期貨專業知識後，

交易人也可利用「線上虛擬交易所」平臺，體驗

模擬期貨交易，在真實進入市場前獲取交易經驗。

「防疫在家學期貨」專區內容有靜有動，民眾可

依自身喜好選擇想瞭解的期貨資訊。

期交所「防疫在家學期貨」專區

文／謝怡昇（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期交所小型電子期貨 6月 28日上市
同日實施個股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臺灣期貨市場再添生力軍。期交所於 6 月 28

日上市「小型電子期貨」新商品，提供交易人小

額資金參與電子股機會；同日實施「個股期貨動

態價格穩定措施」，臺灣期貨市場交易量逾 99%

商品均已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市場價格穩定

功能趨於完備。

為鼓勵期貨經紀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各營業

據點積極推廣小型電子期貨，期交所於上市當日

起至 9 月 30 日舉辦「小型電子期貨交易獎勵活

動」，已含期貨經紀商、期貨交易輔助人、相關

從業人員及法人機構等獎勵方案，以提高市場

參與熱度。獎勵活動辦法業已公告於期交所網站

（http://www.taifex.com.tw），歡迎相關業者及

從業人員與法人機構上網查詢，積極推廣以爭取

佳績，協力推動臺灣期貨市場成長。

小型電子期貨契約乘數為每點新臺幣 500 元，

其餘規格設計同電子期貨；另每 8 口同月份小型

電子期貨未平倉部位得沖銷同月份電子期貨反向

部位 1 口。小型電子期貨有利交易人執行分批進

場、加減碼策略，更為精準地執行配對及策略交

易，使交易策略及投資組合更為多元，分散風險，

可望提供更多交易、避險及大小型商品套利機會。

此外，期交所 2018 年起分階段實施動態價格

穩定措施，已陸續適用於股價指數期貨、臺指選擇

權、匯率期貨及 ETF 期貨等，6 月 28 日再納入個

股期貨。個股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運作方式與股

價指數期貨相同，於逐筆撮合時段，針對每一新進

委託逐一檢核，買進委託之可能成交價格高於即時

價格區間上限，則予以退單；同樣地賣出委託之可

能成交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則予以退單。

個股期貨退單點數於現貨開盤後，退單百分比

為3.5%，另考量期貨市場係於上午8時45分開盤，

尚無現貨成交價格，退單百分比放寬至 7%。而標

的個股遇減資、新設合併等事件時，將有一段時間

停止買賣，且恢復交易當日波動通常較大，以及個

股遇重大利多或利空時，常需要數日反應。因此，

個股期貨標的若遇：一、標的個股經暫停交易後，

直到恢復交易當日之股市開盤前；二、標的個股前

一日收盤價達漲停或跌停，期交所得暫停該檔個股

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另為降低系統性風險，當

天期貨開盤前如果達到期交所訂定的盤前量化暫停

指標，亦會暫停所有個股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直到股市開盤後恢復。

為使更多民眾認識「小型電子期貨」及「個

股期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期交所於網站（www.
taifex.com.tw）首頁設置宣導專區，包含相關期貨

契約規格及資訊，歡迎上網查詢，另外期交所也將

本次新商品新制度宣導影片放置於期貨影音知識網

及 YouTube，交易人可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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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
內控制度標準規範修正
文／張文禮（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經理）、李欣恬（期交所期貨商輔導部專員）

臺灣期貨交易所於今（2021）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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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透視

Features

為健全期貨市場管理同時促進業者對法規之

遵循，今年度期貨商及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

務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增修訂案，除依據主管機

關、自律組織及期交所業務章則最新條文異動增修

訂相關內容外，亦就重大制度之變革，增訂及修訂

有關總則、客戶徵授信作業、客戶帳戶之管理、受

託買賣及成交作業、交易保證金追繳作業、部位管

理作業、其他防範發生交易糾紛或詐騙案件之具體

作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期貨商居家辦公

之管理、權益作業、租賃作業、網路安全管理、存

取控制、系統開發及維護、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管

理、對子公司之監理及金融檢查報告之管理等之內

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

健全期貨市場管理，強化業者法規遵循

本次增修訂之主要內容包括：

一、開放採專人辦理分支機構自行查核作業者，

每年得選擇以一次「財務業務作業專案查

核」，取代一次以「查核分支機構財務業務

作業報告表」進行財務業務作業之督導查核。

二、配合期貨公會 2020 年 9 月 15 日及 2021 年 4

月 21 日公告修正「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

自律規則」

（一）增訂公司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應先請交

易人填寫「期貨交易知識認知表」，

及公司辦理徵信評估作業，應以合理

方式為之並確保有效執行，其相關注

意事項應依「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

理自律規則」第 5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

規定辦理；

（二）有關 70 歲以上交易人每年重新辦理財

力評估之對象，修正為最近一年有交

易之 70 歲以上交易人，另對固定收入

未達新臺幣（下同）60 萬元或資產證

明未達 5000 萬元者，增訂期貨業者得

接受新增選擇權買方之委託。

三、有關交易人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申請變更

基本資料應由開戶經辦人員以電話向委託人

確認之規定，放寬可由經濟部商業司網站可

資查對之資料，期貨商得免以電話向委託人

確認；並修正期貨交易人以非當面方式變更

戶籍地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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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四、為強化期貨商委由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委託

人開戶資料變更之確認及查證作業之管控，

增訂期貨商應自訂相關管控機制，以釐清雙

方權責分工。

五、為確保期貨交易人之權益，避免期貨交易糾

紛，增訂期貨商辦理交易人新增部位委託逐

筆檢核保證金作業、交易人高風險帳戶通知

及代為沖銷作業，應依期交所 2020 年 9 月

16 日臺期輔字第 10900027890 號函留存相關

風險控管時點之計算資料。

六、為強化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對內部人員

利益衝突之查核，增訂內部人員利益衝突查

核相關內容。

七、為防範業務員以其內部人員帳戶進行交易，

致易生對客戶不當贏利保證或隱瞞虧損情

事，針對業務員交易帳戶增訂強化監控機

制。

八、配合期交所 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告修正「期

貨商申請緊急支應調整後淨資本額不足作業

要點」，修正期貨商之調整後淨資本額占其

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客戶保證金總額低於百分

之三十時，期貨商得依該要點申請緊急支應

其調整後淨資本額之不足。

九、為強化防範發生交易糾紛或詐騙案件，增訂有

關詐騙案例之教育宣導等規範，並增加受託買

賣業務員之主管或其指定人員應按季執行「善

意關懷客戶訪談作業」等內容。

十、有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

（一）修正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應向法

務部調查局申報等文字，並增訂期貨

商辦理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向法務部

調查局申報作業應注意事項，及增列

有關公司辦理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應

遵循之各項規定；

（二）增訂期貨商應依業務性質等因素，評

估其洗錢及資恐風險，並訂定具體風

險評估項目等相關內容；

（三）增訂確認客戶身分、疑似洗錢或資恐

交易態樣之辨別及持續審查與監控相

關資料之保存等控管措施。

十一、為落實期貨商執行居家辦公管理之內部控

制制度，依期交所 2021 年 1 月 12 日臺期

輔字第 1100000106 號函，增訂居家辦公各

項作業控管機制及查核程序。

十二、考量期貨商電腦系統架構包含作業系統及

網路環境，增列作業系統之安全漏洞修補

作業；另為強化期貨商資通安全防護機

制，依期交所 2021 年 1 月 8 日臺期輔字第

1100400022 號函，增訂期貨商每日應針對

核心系統之帳號登入失敗及非客戶帳號登

入嘗試紀錄進行監控與分析，並增訂網路

下單登入應採多因子認證方式，以落實執

行相關防治措施。

十三、增訂行動應用程式檢測新增對第三方檢測

實驗室所提交之檢測報告，應依期貨公會

「新興科技資訊安全自律規範」附錄所列

檢測項目建立覆核機制，以確保檢測項目

及內容一致等內容。

十四、配合金管會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告修正「股

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第 9 條

之 1，增訂薪資報酬委員會對於會議討論

其成員之薪資報酬事項等相關內容。

本次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相關修正內容及

修正對照表，已登載於期交所期貨商管理系統網

站，請於登入後點選「期貨商內控標準規範」、「IB

內控標準規範」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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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透視

Features

年齡層
性別

國外期貨市場
不法案例

文／戴良安（期交所監視部經理）、李雅玲（期交所監視部專員）

道瓊工業指數閃電崩盤事件

2010年5月6日美國東部時間上午9時30分，

美國道瓊工業指數開盤約為 10,862 點，指數於下

午 2 時 40 分下跌至 10,460 點，隨即 7 分鐘內指數

急劇下跌580點，接近9,880點，被市場稱為「Flash 

Crash（閃崩事件）」，相較當日開盤價格已下跌

9%，指數幾分鐘後又迅速回升，當天指數高低點

價差接近千點。

事件發生疑似緣由

在該事件發生五年後的 2015 年 4 月 21 日，

英國執法部門在倫敦市郊拘捕了一名英國 36 歲高

頻期貨交易人 Navinder Singh Sarao。Sarao 被指

控利用程式下單軟體執行交易，意圖操縱芝加哥商

業交易所（CME）上市的 E-mini S&P 500 期貨，

Sarao 在極短時間內頻繁執行大量且多筆的委託

賣單，隨即在這些無成交意願的委託賣單被成交

前迅速刪單，目的是創造市場大量賣壓的假象。

Sarao 布假單的動作於美國金融監督管理局（The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FINRA）

調查美股閃電崩盤事件時引發關注，這些舉動疑似

對公開市場價格造成影響。

Sarao布假單型態

Sarao 在 2010 年 5 月 6 日 大 量 交 易 E-mini 

S&P 500 期貨契約，委託買賣契約價值高達 2 億美

元，交易金額占當時市場總額最高接近三成，執行

委託後隨即刪單口數達 2 萬口，其頻繁委託下單與

刪單被認定對市場價格造成衝擊。以下就其當日布

假單情況進行說明。

當日 Sarao 在芝加哥時間上午 9 時 20 分（倫

敦下午 3 時 20 分），啟動自動交易程式，在委託

簿內最佳買價向上 3 個跳動點（Ticks）委託 4 筆

共 2,100 口的賣單，委託賣出契約價值高達 1.2 億

美元，Sarao 設計之程式可自動偵測 E-mini S&P 

500 期貨價格變動，當成交價格上漲接近委託賣單

價格時，程式將自動取消原委託賣單，另以更高價

格重新執行委託賣單，使委託賣出的價格持續與最

佳成交價維持著固定價差，確保委託賣單不會成

交，當日 Sarao 第一次關閉程式時，已經進行了

604 筆的委託與刪單。

芝加哥時間上午 11 時 17 分（倫敦下午 5 時

17 分）Sarao 再次啟動自動程式交易，在委託簿內

最佳成交價向上 3 至 7 個跳動點的價格，分別委託

了 5 筆賣單，每筆賣單 600 口，委託賣出契約價值

高達 2 億美元，委託賣出的數量為當時委託買進數

量的兩倍，使委託簿委買委賣口數嚴重失衡。為了

加強市場強大賣壓假象，同一期間 Sarao 間歇地手

動執行單筆為 289 口或 188 口之賣出委託，合計

135 筆共 32,046 口的賣單，其中有 132 筆取消。

當指數價格形成下跌趨勢後，Sarao 賣出 E-mini 

S&P 500 期貨，之後再用更低的價格買回沖銷。

Sarao 在當天芝加哥時間下午 1 時 40 分（倫敦晚

上 7 時 40 分）停止當日自動程式交易。

根據美國金融監督管理局監管人員的估算，

Sarao 當日大約影響 1,850 萬筆市場委託單，高賣

低買交易行為讓他獲利近 88 萬美元。

引發市場崩跌效應與監理改革

Sarao 停止自動程式交易後 1 分鐘，芝加哥

時間下午 1 時 41 分起，E-mini S&P 500 指數期

貨開始快速下跌，反映該指數期貨波動程度的芝

加哥選擇權交易所波動率指數（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 Volatility Index） 瞬 間 拉 升

20% ∼ 30%，同一時間證券市場個股也開始連

動下跌，亦造成道瓊工業指數急劇下跌（即前述

之閃崩事件），市場陷入混亂：寶鹼、惠普、通

用電器和 3M 股價下跌超過 10%，iShares 羅素

1000 價值股 ETF 跌到 0.0001 美分；蘋果及蘇

富比則大漲至每股 10 萬美元。另因 E-mini S&P 

500 指數期貨大幅下跌，於芝加哥時間下午 1 時

45 分 28 秒引發 CME 啟動價格保護機制，暫停

該契約交易。

E-mini S&P 500 期貨重啟交易後，指數價格

開始快速拉升，標準普爾 500 指數也由下午 1 時

45 分的低點 1,056 點，拉升到下午 1 時 53 分的

1,120 點，市場開始又以正常價格重新交易。 

美股閃電崩盤事件雖難直接認定為 Sarao 布

假單行為引發，卻也引起美國金融監督管理局的

重視。當時美國市場尚未對布假單行為有所規

範， 到 2010 年 7 月 才 通 過 Dodd-Frank Act 之

Section 747 法案，於商品交易法（The Commodity 

Exchange Act） Section 4c 規定，將布假單列為禁

止擾亂市場秩序之交易行為。經過多年調查審判，

患有自閉症的 Sarao 於 2020 年 1 月被依操縱市

場罪判處於家中軟禁 1 年，並繳回所剩不多的犯

罪所得。

結語

Sarao 在 2010 年 5 月 6 日上午，啟動了自動

交易程式，委託上千筆鉅額但無成交意願的賣單，

藉此營造市場有大量賣壓的假象，等到市場參與者

受到影響而賣出後，Sarao 於市場價格下跌時就回

補空單結束交易。在 Sarao 當日停止交易後，由

E-mini S&P 500 指數期貨開始快速下跌，而引發整

體市場連帶重挫，短暫幾分鐘後又漲回當天合理價

位，此一事件後美國於 Dodd-Frank Act 法案，將布

假單列為禁止擾亂市場秩序之交易行為。Sarao 本

人則被判刑及追繳犯罪所得。

近年來，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 也持

續對涉及操縱市場價格、虛偽不實申報及布假單等

不法交易案例進行處置，處置方式也從行政裁罰擴

展至刑事訴訟，以進一步強化對市場的管理。

「布假單」為期貨交易的不法行為，係交易人以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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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意圖誘導其他市場參與者出價，藉此影響市場交易獲取價

差利益。該行為會扭曲市場委託價格資訊，誤導其他交易人做出錯誤判斷，故屬於市場交易

之禁止行為。本文將就2010年美股閃電崩盤事件，說明疑似布假單行為而造成的崩跌效應。

圖：2010年 5月 6日美國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走勢圖

A May Day
The May 6 'flash crash' can be viewed as 
the culmination of years of regulatary 
shifts toward as ear of fast trading.

Source: WSJ Market Dat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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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透視

Features

端點進階
威脅偵測與防護

端點進階威脅

所謂端點進階威脅是泛指駭客專為躲避傳統資

安防禦機制所設計的攻擊手法，其目標是竊取企業

敏感資料或將資料加密以進行勒索，攻擊者採取的

模式會先使用各類型社交工程誘騙使用者，使個人

電腦成為進入點後，再進行客製化的進階常駐與長

時間的持續刺探找出有價值的資訊，以獲取商業及

政治利益。

上述駭客攻擊手法，透過國際有組織的駭客集

團針對特定對象進行，非特定特徵碼防毒軟體可以

偵測，有些攻擊者在經過順利提權後還會關閉防毒

軟體，以進行各種破壞及特殊攻擊，如勒索軟體，惡

意程式等。

駭客潛伏週期延長不易發覺

根據趨勢科技過往揭露的臺灣企業平均遭駭

客潛伏的時間，已經到達 598 天（圖 1），也就是說，

駭客平均在企業內部潛伏期可能超過一年半以上

才會曝光。

在潛伏期間，駭客有大量時間進行企業內部網

路的探索，等待機會竊取有價值的資料或擴大存取

權限範圍，這代表駭客會不計時間成本，只為成功

入侵後獲取不當利益，另一方面表示即便企業有層

層防護措施，駭客入侵到組織內部後，企業通常也

需要足夠的時間觀察與分析才有機會察覺。

由此可知，駭客從成功滲透到企業端點，到取

得滿足其利益價值，通常需要長時間才能達到其目

的，而在傳統的資安防禦模式下，通常較著重在閘

道端的資安設備，對於閘道端被突破後的攻擊活

動，以及被攻擊重點的端點偵測，皆在攻擊期間無

法有效察覺到異常行為，因此導致國內、外此類型

的資安新聞事件不斷發生。

企業面對端點進階威脅之應處

一般企業在發現遭受端點進階威脅攻擊事件

後，通常需要外聘專業鑑識人員進行紀錄收

集與分析，判讀災害發生的過程，找出原因後

才能有效解決問題，然而企業損害已經造成。

缺乏端點設備可見度是企業組織無法掌

握駭客攻擊範圍和影響的主要原因，如何在

駭客行動時就偵測其潛伏期之行為，有效的

偵測及回應解決方案可發掘這類進階威脅事

件，同時了解攻擊的路徑、軌跡與手法，找出

端點防護破口，阻止攻擊再次發生，這對企業

來說才是積極應處之道。

建立端點進階威脅防禦機制

近年來國內、外資安團隊積極投入研發

推出端點偵測與回應 （Endpoint Detection 

and Response, EDR）方案，以及透過應用

雲端資源技術推出的託管式端點偵測與回應

（Managed Detection and Response, MDR）

方案。

EDR 方案為企業本地端自行建立系統，因需

分析龐大資料，需要準備足夠的伺服器硬體資源，

而有些產品必須購買指定的硬體設備。除此之外，

如何分析判斷相關資料的人員培養，則是另一大

課題，但這對於規模較小的企業，沒有足夠的資

源與人力部署 EDR，產生導入困難。

為解決 EDR 導入門檻，應運而生 MDR 方

案，即採用雲端資源技術，主打只需在企業內部

屬輕量級的端點程式，即可進行威脅分析，此類

產品大幅降低企業的導入門檻，方案運作方式類

似託管式資訊安全監控中心（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SOC），將資料傳送至資安團隊雲端監控

中心，由資安團隊替企業進行資料分析，確保企

業的資訊安全。國際知名資訊科技研究顧問公司

Gartner 於 2017 年市場指南中提出，企業正在尋

求更即時的威脅檢測與事件處理能力，但在有限

的資源下，很難投入足夠的人力與技術。因此，

他們認為若能採用 MDR 服務，將可幫助企業做到

持續威脅偵測，並快速調查與回應已確認的資安

事件。

藉由 EDR 與 MDR 企業可依本身需求選擇適

合的解決方案，自行成立專管人員或委由資安團

隊提供之專業團隊（圖 2）強化端點行為監控與分

析，有效提早發現找出企業端點未知的潛在威脅

與惡意行為。

不論是採用 EDR 或 MDR 服務，皆具備端點

威脅快速偵測能力，可在短時間內即偵測到由駭

客行為所造成的威脅事件，有些產品並具備攔阻

功能，阻止攻擊擴散，這些偵測能力主要仰賴平

臺高度自動化的偵測方式，例如使用 AI 技術，機

器學習，情資系統，大數據等，並配合專業的白

帽駭客分析人員，進行全天候的收集資料，進行

分析，因使用高度自動化分析工具，可同時進行

數量龐大端點設備分析。

Gartner 已將 EDR 或 MDR 產品視為端點防

護平臺（Endpoint Protection Platform）的重要

防護成員，與防毒軟體共同搭配，並建議企業進

行已知或未知威脅偵測。

結語

面對國際 APT 攻擊事件不斷發生，企業應尋

求更即時的端點進階威脅檢測與事件處理能力，

不能僅仰賴防毒軟體確保端點安全，可朝向建立

EDR 或 MDR 端點偵測與防禦機制，以幫助企業做

到即時與持續的端點威脅偵測，並快速調查與回應

已知的可疑行為，在威脅有機會將資料外洩或破壞

之前預先加以攔阻，提升預防企業遭受 APT 攻擊

所帶來的損失與傷害。

以往一般企業在端點設備主要仰賴防毒軟體進行防護，但從近來年觀察國內、外仍屢次

發生進階持續性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資安事件，端點設備已經無法單

靠防毒軟體就能有效達到端點威脅防護之目標。

文／田振湘（期交所資訊規劃部副經理）、侯力維（期交所資訊規劃部專員）

圖 1：各行業 APT攻擊潛伏天數

圖 2：端點防護平臺魔力象限表

資料來源：趨勢科技

資料來源：國際市調機構 Gartner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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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OTC衍商集中結算規範

有鑑於 OTC 衍商市場之高度不透明性，和其

衍生之信用風險及系統性風險，為強化 OTC 衍商

市場之風險控管，避免金融危機再次上演，各國元

首於 2009 年的 G20 高峰會決議，強調：一、所有

標準化之 OTC 衍商應經集中結算；二、OTC 衍商

應進行交易申報；三、非集中結算的 OTC 衍商交

易應符合更嚴格的資本要求。對此，BIS 與國際證

券管理機構組織（簡稱 IOSCO）共同於 2012 年發

布「Principle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簡稱 PFMI），以提供各國建立如集中結算

機構（簡稱 CCP）及交易資訊儲存庫等金融市

場基礎設施之相關指引。IOSCO 亦於同年公布

「Requirements for Mandatory Clearing」，協助

各國訂定標準化 OTC 衍商的強制集中結算機制，

以共同控管相關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系統性風

險。針對非集中結算之交易監理，BIS 與 IOSCO

亦於 2013 年共同發布「Margin Requirements for 

Non-centrally Cleared Derivatives」，以期透過提

撥原始保證金（簡稱 IM）之方式，強化交易安全，

並降低金融機構所承擔之對手信用及市場風險。

據金融穩定委員會（簡稱 FSB）統計，截至

2020 年 11 月為止，美國、日本、歐盟、韓國、

中國、香港、新加坡等 FSB 成員國（地區）多已

通過相關法令，例如美國的 Dodd-Frank Act、

歐盟的 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簡稱 EMIR）等，以落實 G20 對 OTC 衍商監理

的三大改革，包含集中結算機制及非集中結算之

IM 規範。在集中結算機制方面，各國亦陸續建置

CCP，以提供利率交換契約 （IRS）、信用違約交

換（CDS）、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換

匯換利交易契約 （CCS）之集中結算服務，並針

對 IRS 及 CDS 等標準化商品實施強制集中結算。

CCP的運作機制

CCP 之所以能發揮協助金融穩定、降低

系統風險之功能，係源於其藉由「債務變更」

（Novation）的法律程序，使其成為「原買方之賣

方，及原賣方之買方」，即各方「集中之交易對手」

（即 CCP 原文 central counterparty 之意），以集

金融危機凸顯OTC衍商集中結算的重要性

將時間倒回 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依

美國破產法第 11 章規定向美國法院申請破產前

夕，當時已成立逾 160 年的雷曼兄弟及其集團企

業為當時全球規模第四大的投資銀行，於全球五大

洲皆有據點。據國外研究，2008 年下半年時，雷

曼兄弟的 OTC 衍商部位約有 35 兆美元，約占當

時全球 OTC 衍商市場的 5%。其與交易對手約有

100 萬筆交易，並簽有約 6,000 份的商品合約。然

因OTC衍商為雙邊交易，除非交易雙方自願揭露，

監管機關並無從得知雷曼兄弟及其與個別交易對手

的實際暴險情形。從而，儘管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

之前，已有風聲指出雷曼兄弟的流動性問題，外界

仍無法確知雷曼兄弟實際的財務狀況，監管機關亦

難以評估是否對雷曼兄弟施以援手。

幾經周折，最後雷曼兄弟因資金調度及求援

失敗，必須面臨倒閉的現實，市場參與者無不想方

設法，希望降低該公司倒閉對其帶來的財務衝擊。

在 OTC 衍商交易方面，由於雷曼兄弟破產將觸發

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協會（簡稱 ISDA）ISDA 

Master Agreement 中的違約條款，雷曼兄弟的違

約交割將可能使其交易對手無法收取應得之款項，

進而造成更多金融機構之財務危機。為此，ISDA

於 2008 年 9 月 14 日提供了一個額外的交易時段，

允許市場參與者抵銷交易部位，以協助降低系統風

險。亡羊補牢，為時已晚，雷曼兄弟的高槓桿操作

所造成的資金缺口，已使其無法透過既有機制降低

金融界的系統性風險。

除作為 OTC 衍商之交易當事人外，雷曼兄弟

亦為其旗下子公司及客戶於集中結算市場進行交易

結算，故其帳上除有自行交易的部位外，亦有代其

子公司或客戶持有的部位。為免雷曼兄弟的龐大客

戶部位受到其破產違約的影響，國際集中結算機

構，如倫敦交易結算所（簡稱 LCH），隨即啟動

違約管理程序以降低市場風險。相關程序包含移轉

雷曼兄弟之客戶部位至其他經紀商、區分產品類型

及貨幣以逐項拍賣雷曼兄弟的自有部位並換取現

金，以及動用違約保證金以賠償交易對手損失。最

後，LCH 成功處理雷曼兄弟帳上約高達 9 兆美元、

共 66,390 筆的集中交易，並僅動用雷曼兄弟所繳

交的原始保證金中約 35%。此亦凸顯集中結算機

制對金融穩定的正面意義，並為國際 OTC 衍商之

金融監理指出一條明路。

雷曼兄弟事件後的監理改革 –
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集中結算機制 中承擔結算交割義務，分散對手違約交割風險，並

使交易資訊透明化。申言之，在風險分散方面，

CCP 集中結算機制係透過以下方式降低系統風險：

多方交易部位互抵及淨額結算

雖然淨額結算於雙邊交易及集中結算機制中皆

有適用，但 CCP 透過集中交易機制，可抵銷多邊

暴險，降低整體暴險金額。舉例而言，假設市場上

有甲、乙、丙三間銀行互相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圖 1）。在傳統雙邊交易模式下，交易一方針對

個別交易對他方負有金額不等的給付義務，交易雙

方需獨自承擔對方違約之信用風險。但於集中結算

模式下，CCP 透過債務變更的法律機制，使其取代

原交易之一方，例如將原甲與丙之合約，變更為「甲

與 CCP 之合約」及「CCP 與丙之合約」。故 CCP

得進行多邊之債務抵銷，並結算個別交易對手應給

付之淨額，以降低整體暴險。在此集中結算機制下，

CCP 作為集中交易對手，將承擔多方之違約風險。

因此，CCP 的風險管理機制將格外重要。

CCP的風險管理

自2007年陸續發酵的美國次級房貸危機，至2008年美國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簡稱「雷

曼兄弟」）倒閉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一連串事故衝擊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同時也暴露了當

時金融監理的弱點。許多銀行的破產或接近破產，凸顯銀行資本和流動性緩衝的不足，促使

國際清算銀行（簡稱BIS）之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推動巴賽爾協定三（Basel III）銀行監

理改革。此外，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簡稱「OTC衍商」）交易制度缺點，包含交易資訊不

透明、擔保品不足以支應實際交易等，亦為金融危機後金融監理改革的重點。本文將由金融

危機之背景出發，論及國內外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監理改革、集中結算機制運作原理及法律架

構，以描繪集中結算機制之輪廓，協助讀者了解其對金融穩定之重要性。

文／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合夥外國法律師　

林信宏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律師　

王莉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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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集中結算機制概念示意圖

交易方 應收 應付 互抵後淨額

甲 20 -40 -20

乙 60 -20 40

丙 40 -60 -20

為妥善管理 CCP 所承擔的各方信用風險及流

動性風險，CCP 透過向結算會員收取擔保品、要求

參加結算機制之會員資格、要求結算會員提撥資金

成立違約基金，並透過瀑布式的違約處理程序等方

式，以控管相關風險。舉例而言，歐盟 EMIR 規範

（Regulation (EU) No 648/2012）即要求 CCP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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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察，我國目前規劃的 OTC 衍商集中結

算機制，似較偏向前述之「背對背交易模式」。

而既有期貨交易所與其結算會員適用之期貨結算

交割契約，則似較接近「代理結算模式」。因此，

未來期貨交易所在提供 OTC 衍商集中結算服務

時，集中結算機構、結算會員及其客戶之三方關

係應採何種模式，擬訂相關法律文件時應參考何

版本，仍需各方參與者審慎思考及規劃。

OTC衍商之監理及展望

誠如前述，OTC 衍商的集中結算是金融危機

後國際金融監理改革的重要一環。雖然 OTC 衍

商的集中結算機制設計複雜，但完成後將可簡化

OTC 衍商錯綜複雜的交易網絡（圖 3），使各方市

場參與者得以相互抵銷暴險部位，進而降低所承擔

之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因此，集中結算機制若能

廣為市場參與者運用，除可降低整體暴險並提升

市場穩健性外，亦可能使個別市場參與者減少其為

OTC 衍商交易所需繳納之保證金數額。此外，透

過集中結算機制及交易資訊儲存庫之建立，可提高

OTC 衍商的市場透明度，使監管機關得以掌握市

場暴險並即時因應，以免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演。

然而，集中結算機制仍有其限制，僅能適用

於高度標準化之商品，但 OTC 衍商交易類型眾

多，非標準化之商品仍不計其數。為打造健全之

金融環境，非集中結算的 OTC 衍商交易申報及

IM 規範，亦為維持金融穩定不可或缺的元素。我

國目前雖無 IM 相關規範，惟考量金融交易高度交

錯及國際化之實情，我國金融機構之海外分支機

構或交易對手為遵循該金融中心之 IM 法規，均將

使海外金融中心的相關規範對我國金融機構產生

文件，以處理結算會員及客戶部位之管理、交易結

算程序及未成功結算之配套措施，並明訂雙方間之

權利義務。有關 CCP、結算會員及其客戶之三方

法律文件架構（圖 2）。

結算會員發生違約事件使損失發生時，應依照下列

順序動用資金以填補交易對手損失：

•  違約方提交之保證金；

•  違約方提交之違約基金；

•  CCP 之自有資金；

•  非違約方提交之違約基金。

透過上述 CCP 的多方交易部位互抵及淨額結

算機制，可移轉個別交易對手的風險；並透過 CCP

的風險管理機制，加強集中結算機構的財務穩健

性，以免造成新的「大到不能倒」之隱患，並協助

維持金融市場穩定。

我國OTC衍商的集中結算機制發展現況

為回應國際金融市場對 OTC 衍商的監理趨勢，

我國亦自 2011 年 3 月起，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劃建置我國 OTC 衍商交易資料

儲存庫，並於 2012 年 4 月 2 日正式實施。在強制

集中結算方面，我國並於 2019 年通過期貨交易法

修正案，以增訂 OTC 衍商強制集中結算之法源依

據。目前，臺灣期貨交易所刻正規劃適用於我國的 

OTC 衍商集中結算機制，並預計自明（2022）年 6

月起分階段推行 IRS 及 NDF 之集中結算。

此外，新修訂的期貨交易法亦針對結算會員資

格、結算保證金之控管、違約事項之處理程序等結算

之管理及應遵循事項進行規範。惟在違約事項處理

程序方面，期貨交易法第 49 條僅規定應先由結算會

員之結算保證金支應，其餘支應順序則授權由結算

機構自行訂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

集中結算機制之法律架構及合約設計

由於法律規範密度有其侷限性，針對法規未盡

周延之處，例如結算保證金的計算、交易結算及交

割、CCP 自有資金及保證金之分離管理、違約事

件發生時具體的資金支應順序等執行細節，仍須於

CCP 之業務規則中進行細部規範。此外，因得直

接參與 CCP 集中結算之結算會員有其資格限制，

故結算會員除結算自有部位外，亦會替其客戶進行

結算。從而，為建構一完善之集中結算運作機制，

結算會員與其客戶（即 OTC 衍商交易之一方）間、

以及結算會員下各交易方之間仍需具備相應之法律

關鍵看法

Dialogue

CCP

交易方

結算會員 結算會員

交易方
衍生性金融商品結算契約

ISDA附約 ISDA附約

店頭衍生性金融商品
集中結算業務規則

圖 2：集中結算機制法律文件架構

圖 3：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網絡示意圖

國際金融實務上，關於結算會員與客戶間的

法律關係，依照結算機構所在地之法制及交易模

式，大致可分為美國的「Principle – Agent 模式」

及歐洲的「Principle – Principle 模式」。簡言之，

美國「Principle – Agent 模式」係由結算會員擔任

個別交易方之代理人，於 CCP 進行交易結算（簡

稱為「代理結算模式」），與其原有的期貨集中交

易模式相似，並有 Dodd-Frank Act 及商品期貨交

易委員會所制定之相關規定為其配套規範。而歐洲

的「Principle – Principle 模式」，則是藉由結算

會員與 CCP 承作一與其客戶相同之交易（back-

to-back transaction），以將該交易之風險移轉予

CCP 承擔（簡稱為「背對背交易模式」）。

合約文件方面，由於國際上 OTC 衍商交易多

以簽訂 ISDA Master Agreement 為基礎，故無論

是「代理結算模式」或「背對背交易模式」，國

際實務上結算會員與客戶間多採用 ISDA 與期貨

同業協會（簡稱 FIA）共同擬定的 ISDA Master 

Agreement 附約（Addendum）。而交易方之間

則簽訂「衍生性金融商品結算契約」（Cleared 

Derivative Execution Agreement），以處理雙方

權利義務。上述各項合約文件之內容，則按當地

法令之規範密度有不同版本的條款設計，以反映

雙方間之法律關係。據觀察，歐盟因其為多國聯

盟之特性，為使歐盟層級法規得以適用於各會員

國，故在集中結算規範上不若美國詳細。因此，

適用於歐洲集中結算的相關合約條款設計，通常

較適用於美國集中結算之合約條款複雜許多。

實質拘束力。根據筆者代表我國金融業與國外相

對機構協商 IM 條款的實務經驗，雙方互為 IM 提

撥之議約結果將直接影響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

議約成敗亦將直接影響我國金融機構是否得於國

際金融市場繼續承作 OTC 衍商。緣此，推動集中

結算機制及擴大市場參與固有其必要，國際原始

保證金規範於我國金融機構交易之影響，同為監

理機關及市場參與者需密切關注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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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自由開源軟體及授權
文／高隆樺（期交所資訊規劃部經理）、張雅雯（期交所資訊規劃部業務員）

什麼是自由開源軟體 ?

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是指軟體使用者

能夠自由地使用、運行、學習、修改以及重新發

布這類軟體。其中，為了讓使用者能夠自由地學

習、修改軟體以及重新發布修改後版本，這類軟體

必須開放源碼（Source code）。相較於自由軟體

著重在給予使用者自由，開源軟體（Open-source 

software）則是一種開發方法，只要開發團隊願意

開放軟體源碼，該軟體即為開源軟體。因此，目前

為止發布的自由軟體都是開源的，都符合開源軟體

定義，但有些開源軟體不是自由軟體。同時滿足自

由軟體和開源軟體定義的軟體，可以合稱為自由開

源軟體（FOSS）。

自由軟體起源於 1990 年代的自由軟體運

動，由自由軟體之父理查 ‧ 史托曼（Richard 

Stallman）提出較為明確的定義：

• 自由 0：無論任何目的，每個人都有運行程式的

自由。

• 自由 1：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學習這個程式是如何

運作的，並且可以按照個人意願修改

程式。

• 自由 2：每個人都有重新發布程式、分享程式副

本給他人的自由。

• 自由 3：每個人都有改進程式、分享改進後程式

給他人的自由。

軟體能夠給予使用者上述四項自由時，就是自

由軟體。這裡的 Free 指的是自由，而非免費，所

以自由軟體是可以收費的。

源軟體社群可能向開發團隊回報他們發現的問題，

也可能在自行修復後，向開發團隊提出拉取請求

（Pull Request），開發團隊審查後可以決定是否

採納此次變更，如審查通過，這些變更過的程式碼

就會併入原本的軟體源碼中。在不斷檢視、審查、

改進源碼的過程中，軟體的程式碼品質會越來越

好，進而延長軟體的生命週期，降低被攻擊的可能

性以及維護軟體的成本。

此外，Dennis Brandl（2004）發現由於自由

開源軟體讓軟體使用者都能自由的運行程式碼，相

當於在各種環境中進行了廣泛的用戶測試，自由開

源軟體比許多專屬軟體更穩定。

自由開源軟體授權

軟體授權具有法律效力，說明如何在合乎

規範的情況下使用軟體，並保障軟體作者的著

作權（Copyright）。軟體授權主要可以分為兩

種，專屬授權（Proprietary Licensing）及自由

開源軟體授權（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Licensing）。專屬授權較為排外，軟體公司以

保密、著作權及專利三種方式保護軟體，專屬授

權通常不會提供源碼給使用者，且使用者在使用

專屬授權軟體時，可能需要付費，例如 Microsoft 

Windows、Adobe Photoshop 以及 Google Earth；

自由開源軟體授權鼓勵開發人員交流、討論軟體源

碼，在保留著作權的同時，以開源軟體授權（Open 

source licenses）保護軟體，允許使用者自由使用

軟體源碼，同時規範使用者的行為。

著作權與著作傳

根據現行法律規範，軟體受到著作權保護，

版控平臺 GitHub 也說明如果開發者沒有替自己撰

寫的源碼選擇授權，則視為開發者保有著作權。因

為受著作權保護的源碼無法讓使用者自由使用、學

習、修改以及衍生軟體，而直接拋棄著作權的源碼

則會落入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完全無法

規範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有可能發生使用者將源碼

使用於專屬授權軟體的情況，如此依然無法讓其他

使用者自由使用、學習、修改以及衍生軟體。因此，

自由軟體協會提出著作傳（Copyleft），基於現有

的著作權體制，讓軟體自由的同時，也確保後續修

改及衍生的軟體同樣自由。著作傳在原作者保有著

作權的前提下，額外增加散布條款，條款內規定使

用者使用、修改或衍生後的軟體皆必須保有同樣的

全球趨勢

Global outlook

自由，並規定授權內的散布條款不可更動，如此便

可確保軟體的源碼和自由在法律上不會被分開，保

障其他使用者能自由使用軟體的權利。任何人皆能

使用自由開源軟體，不論有無修改，都必須將自由

傳承下去。

參考 Larry Troan《Open Source from a Proprietary 

Perspective》可繪製出各類型軟體授權與著作權的

關係（圖 1）。

當世界上已經有人發明輪子，我們還需要自己重新發明輪子嗎？開源軟體就像已經打

造好的輪子，如果我們善用開源軟體，就不必樣樣親自手工打造，可以使用現有的、經過

開源軟體社群維護並精煉過的產物。

為什麼要用開源軟體 ?

近年來，開源軟體的使用已經是企業軟體開

發中難以避免的作法，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為了將

主流的軟體技術應用在產品上；二是因為使用開源

軟體可以縮短軟體開發的時程、減少花費成本；三

是因為開源軟體有整個開源軟體社群協助審查程式

碼，程式碼品質較好。

使用主流的軟體技術

截至 2021 年 6 月，世界上最大的開源軟體開

發網站 SourceForge 已有超過五十萬個專案，並

且有數百萬個註冊用戶。開源軟體開發社群成為商

業軟體公司之外最強大的創新力量，他們共享專業

知識，不斷創新，包含改進、增強現有功能或創造

新功能。目前主流的前端框架 Angular、React 及

Vue.js、Linux 作業系統、程式語言 Python 以及

PHP 等，都是自由開源軟體。

縮短軟體開發時程

使用開源軟體可以縮短產品開發時程，加速

產品上線速度，並且替解決業務問題提供新的解

決方法。例如，開發團隊需要實作一個功能時，

可以選擇使用現成的輪子——引用開源的函式庫，

也可以由開發團隊重造輪子——自行撰寫這個功

能。一般來說，開發團隊應專注在開發產品的核

心業務邏輯，因此，其他的功能可以採用開源軟

體，節省開發時程以及開發人員的精力。

程式碼品質佳

相較於專屬軟體，只有開發團隊成員能夠檢視

源碼，開源軟體的源碼開放讓更多人檢視、審查、

改進源碼，因此更有機會發現錯誤、安全漏洞。開

圖 1：各類型軟體授權與著作權的關係

圖 2：自由開源軟體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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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開源軟體授權的分類

自由開源軟體授權中，依據授權性質可以分為

寬鬆型授權（Permissive License）及限制型授權

（Restrictive License）（圖 2）。寬鬆型即為 Non-

Copyleft，是較寬鬆的授權，以最低限度的要求保

護原作者的著作權，授權條款允許但不強制要求公

開衍生作品的原始碼，僅要求使用者標明所使用的

源碼來源及授權。限制型包含 Strong-Copyleft 以及

Weak-Copyleft，授權條款強制要求公開衍生作品

的源碼。Strong-Copyleft 類型授權要求使用者不論

有無修改源碼，都必須將使用自由開源軟體的自由

傳承下去；Weak-Copyleft 類型授權對於使用者也

有額外的限制，在 Strong-Copyleft 和 Non-Copyleft

之間取得折衷。雖然 Non-Copyleft 類型的軟體源碼

仍然有可能發生使用者將源碼使用在專屬授權軟體

的情況，但由於部分國家對於公眾領域定義不甚清

晰，且公眾領域無法保障原作者的著作權，因此，

如果希望讓使用者沒有限制、自由的使用軟體，還

是建議使用 Non-Copyleft 類型軟體授權。

寬鬆 限制

寬鬆型FOSS授權 限制型FOSS授權

Non-Copyleft Strong-CopyleftWeak-Copyleft



2120 臺灣期貨雙月刊TAIFEX BIMONTHLY

考慮所採用的開源軟體間的授權相容性，開發團

隊可以同時使用不同授權的自由開源軟體。

會對外散布產品

開發團隊使用開源軟體開發時，如果會對

外散布產品，不論是散布可執行檔、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或是產品的源碼，

都需要注意所採用的開源軟體相容性。尤其是開

發團隊決定公開產品的源碼時，因為軟體使用者

都能檢視產品源碼，也較容易看出開發團隊是否

有違反授權條款的使用情況。

不同開源軟體授權對於衍生作品的授權有不

同規定，參考《開源軟體應用與管理研究報告》

呈現衍生作品的授權類型限制（詳下表）。

自由開源軟體授權趨勢

2020 年開源軟體管理平臺 WhiteSource 根據

平臺上超過四百萬個軟體套件和 1.3 億個開源檔

案，涵蓋 200 多種程式語言，統計出前十受歡迎

的開源軟體授權（圖 3）。我們可以看出寬鬆型授

權較受歡迎，寬鬆型的 Apache 2.0、MIT 遠比限

制型的 GPL 家族（GPL, LGPL, AGPL）更受開發

團隊青睞。此外，根據從 2015 年到 2020 年的統

計（圖 4），可以看出寬鬆型授權越來越受歡迎的

趨勢。因為寬鬆型授權對使用者的限制較少，使

用者傾向選擇限制較少的開源軟體使用，所以開

發團隊偏好選擇寬鬆型授權，使軟體能擁有較多

的使用者。

全球趨勢

Global outlook

圖 3：2020年十大熱門開源軟體授權

圖 4：寬鬆型授權和限制型授權熱門度

表：衍生作品授權類型限制

圖 5：常用授權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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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時使用不同授權的自由開源軟體嗎 ?

僅在組織內部使用產品

內部使用一般是指僅有組織內部成員能夠取

得產品的可執行檔，不過，在使用到 AGPL 授權

的開源軟體時，除了可執行檔外，條款另外規範

只有組織內部成員能透過網路使用產品服務，才

算是內部使用。產品僅供內部使用時，不需要開

源，也不必挑選產品的開源軟體授權，因此不用

參考 David A.Wheeler《The Free-Libre / Open 

Source Software （FLOSS） License Slide》， 我

們將較熱門的幾種授權間相容性繪製成圖型（圖

5），箭頭由 A 授權指向 B 授權表示 A 授權和 B 授

權相容，可以合併使用 A 授權和 B 授權的開源軟

體，例如 LGPL v2.1 和 GPL v2 相容、BSD new 和

AGPL v3相容；兩種授權間如果無法透過箭頭連上，

則表示兩者不相容，例如 MPL1.1 和 GPL 不相容，

兩者不能合併使用。

同時採用寬鬆型及限制型開源軟體，並重新

發布後，寬鬆型開源軟體會失去原本寬鬆的特性，

其後的使用者也無法自由的使用自身產品中寬鬆

型開源軟體的衍生作品。

自由開源軟體在金融服務業的應用

金融科技開源協會（Fintech Open Source 

Foundation, FINOS）的執行董事 Gab Columbro

在訪談中提到：「採用開源軟體能夠加速金融服

務領域的協作和創新，包括交易、結算、支付、

風險管理、合規性、報告等。」目前該協會成員

包含花旗銀行、高盛投資銀行、加拿大皇家銀行、

野村控股、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其中，高

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建議開發團隊

將自身產品開源時，開發團隊必須替自身產品挑

選符合 OSI 認證的開源軟體授權，此授權必須滿

足產品所採用的開源軟體授權條款規範。從前表

可以看出寬鬆型授權較不限制衍生作品授權，也

因此較容易和其他授權的開源軟體同時使用。同

時採用寬鬆型和限制型開源軟體發布衍生作品時，

可以依據限制型授權的條款規範決定衍生作品的

自身授權，便可以同時遵守寬鬆型和限制型授權

的規定。例如，開發團隊基於 MIT 授權的開源軟

體衍生作品，並在衍生作品中使用 GPL 授權的源

碼，此時開發團隊可以將衍生作品以 GPL 授權開

源，即滿足 MIT 授權和 GPL 授權對於衍生作品授

權的要求。

盛銀行將其內部開發的 Legend 數據管理平臺以

Apache 2.0 授 權 開 源 於 FINOS 的 GitHub 中；

摩根大通也將其內部開發的 Perspective 工具以

Apache 2.0 授權開源於 FINOS 的 GitHub 中。

根據 Linux 開發商 Red Hat 公司截至 2021 年

2 月 23 日的調查，在金融服務業中，有 98% 的受

訪者使用企業開源（Enterprise open source），

而他們表示從企業開源獲得的好處前三名分別是

高品質的軟體（41%）、更好的安全性（34%）、

能夠安全地利用開源技術（31%）。

結語

使用自由開源軟體可以協助企業應用主流的

開發技術在產品中、縮短開發時程、減少花費成

本。然而，企業應該在使用自由開源軟體前，事

先了解自由開源軟體授權條款中的義務性規範以

及使用自由開源軟體隨之而來的風險，有策略地

選擇自由開源軟體，並且積極管理已採用的自由

開源軟體。在設計與實作軟體階段，都應密切關

注採用自由開源軟體的風險與限制，謹慎評估是

否選用、如何選用自由開源軟體，以及選用後的

結果。

寬鬆型FOSS授權 限制型FOSS授權

(加入額外條
款，保護在網
路上運行的應
用程式)

授權條款 Copyleft 類型
衍生作品

授權類型限制

MIT Non-Copyleft 沒有限制

BSD Non-Copyleft 沒有限制

Apache 2.0 Non-Copyleft
未修改部分必須維持
使用 Apache 2.0，其

餘沒有限制。

LGPL Weak-Copyleft GPL 或 LGPL

MPL Weak-Copyleft MPL

GPL Strong-Copyleft GPL

AGPL Strong-Copyleft AGPL

限制型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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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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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L v3
11%

GPL v2 11%

59%
45% 41% 36% 3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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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 3
LGPL 2.1

LGPL 2.0

BSD 2
Microsoft Public
Microsoft .Net Library

其他 5%

LGPL v2.1 5%
BSD 3 6%

BSD 
2%

Microsoft Public

1%

Microsoft .Net Library

1%

LGPL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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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貨集中交易市場
交割結算基金計算

及違約金額分擔方式介紹
文／許鈴佩（期交所結算部經理）、賴美君（期交所結算部專員）

由 CCP 擔負期貨交易契約之結算及保證履

約責任，可有效降低市場整體信用風險及系統風

險，但也增加 CCP 風險管理之挑戰。因此，國際

機構及各國金融主管機關更加重視 CCP 風險管理

機制及面臨危機之復原能力。為促進金融穩定的

目標，2012 年 4 月國際清算銀行支付暨市場基礎

設施委員會（Committee on Payments and Market 

Infrastructures, CPMI）與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發布「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準則」（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PFMI），訂定

國際間監管、監督及管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共同

標準，以控管並降低國內暨跨國重要金融市場基礎

設施之風險。

CCP 為各國重要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為符合

國際監管準則，CCP 持續依照 PFMI 準則，強化

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之控管機制及違約處理程序，以

提升其擔負期貨市場履約保證之責任。

國際結算機構財務安全防衛機制架構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財務安全防衛機制建構在

完整結算會員制度，由結算會員與 CCP 共同擔負

交割履約責任。而擔負此責任須有財務安全防衛資

金為後盾，資金來源包括結算保證金、CCP 提存

賠償準備金、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及結算會員依

CCP 所定比例及分擔金額上限分擔（以下稱共同

分擔限額）。

未違約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等財務安全防衛資

源支應之時機。

另各結算會員之結算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繳

存金額，係依各結算會員部位風險所計算，以涵蓋

各結算會員可能違約之風險，當結算會員部位風險

愈高，應繳存之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也愈高。結

算會員發生違約事件時，先以其預先繳存之保證金

及交割結算基金，支應其違約損失。因此，CCP

採 Defaulter-pay Approach，可強化結算會員風險

管理意識，並降低結算會員之道德風險。

若違約結算會員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仍不足支

應違約損失時，CCP 續採 Survivor-pay Approach，

以未違約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及共同分擔限額

等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依分擔比例，支應違約損失

差額。由於發生重大違約事件時，可能因市場行情

劇烈變化，或相關連帳戶接續違約等因素，導致多

家結算會員違約之連鎖效應，因此，CCP 會適時

評估整體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之適足性，視狀況採取

調整交割結算基金等措施，以維持其財務安全防衛

資源對違約風險之承受能力。

國際結算機構交割結算基金計算方式

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係期貨市場財務安

全防衛資源之一，遇結算會員發生違約情事，用

以擔負履行結算交割義務。國際主要 CCP 訂定

交割結算基金總額時，皆採壓力測試法（Stress 

Testing），依不同壓力測試假設情境，如：歷史情

境（Historical Scenarios）、假設性情境（Hypothetical 

Scenarios），估算結算會員可能違約金額。

CCP 訂定交割結算基金總額後，依各結算會

員業務規模及部位風險程度，收取各結算會員交割

結算基金。交割結算基金係「定額」及「續繳基金」

之合計數，定額基金為 CCP 之每家結算會員依其

經營及業務風險所繳存固定基金，續繳基金則以各

結算會員部位，採風險衡量方式所計算之基金。查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歐洲結算所（Eurex 

Clearing）、倫敦結算所（LCH）、香港期貨結算

公司（HKCC）、新加坡結算所（SGX-DC）、韓

國交易所（KRX）等國際主要 CCP 續繳基金制度，

其分擔方式共計 2 種。

方式一：以各結算會員未沖銷部位所需結算保證金占

全市場比例為基礎乘以交割結算基金總額計算之

LCH、HKCC、SGX-DC、KRX 均以各結算會

員未沖銷部位所需結算保證金占整體結算會員結

算保證金比例（以下稱保證金占比）乘以交割結算

基金總額，計算續繳基金。CME 則較為特別，採

95% 保證金占比，5% 交易量占比之方式計算。

為適切反映近期未沖銷部位風險程度，國際主

要 CCP 計算保證金占比資料期間，CME、LCH、

HKCC、SGX-DC 採最近 3 個月期間，KRX 取樣期

間則較長，為最近 1 年。

方式二：以各結算會員預估可能虧損金額（Stress 

Loss over Margin，SLOM）占全市場比例計算之

Eurex Clearing 採結算會員最近 30 天預估可

能虧損金額（Stress Loss over Margin，SLOM）

平均值，占整體結算會員最近 30 天預估可能虧損

金額平均值之比率，計算各結算會員應繳存交割結

算基金。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由集中結算機構（Central Counterparties, CCP）擔負集中結算，

提供經由期貨集中交易市場執行交易之結算、交割及擔保期貨交易之履約，藉由集中結算

機制將交易對手風險轉由 CCP承擔，有效降低市場整體信用風險。2008年投資銀行雷曼

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無法履行履約交割責任，CCP即發揮擔任履約保證責任

之作用，透過風險控管及違約處理程序，迅速完成雷曼兄弟之違約處理與部位移轉，降低

雷曼兄弟違約事件對金融市場衝擊。

當 CCP 備有充足財務安全防衛資源，其風險

承受能力較高，因此，CCP 須維持充足之財務安

全防衛資源，以因應各種可能壓力情境（Stress 

Scenarios）下結算會員可能之違約風險。為使交

割結算基金足以涵蓋可能違約風險，CCP 採風險

基礎（Risk-Based）方式，訂定交割結算基金。遇

發生結算會員違約事件，CCP 評估財務安全防衛

資源支應違約損失之適足性，啟動結算會員違約損

失分擔程序，並採風險基礎方式，分擔違約損失。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結算會員違約損失之支應順

序（圖 1），依序為違約結算會員之結算保證金、

違約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CCP 賠償準備金、

未違約結算會員之交割結算基金、依 CCP 所定比

例及分擔限額，由未違約結算會員共同分擔。由於

結算會員之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為支應違約損失

的重要資源，CCP 在建構結算會員違約損失分擔

程序時，會納入「由違約結算會員支應違約損失

（Defaulter-pay Approach）」及「由未違約結算

會員支應違約損失（Survivor-pay Approach）」等

2 種風險管理機制。

CCP 首要著重採 Defaulter-pay Approach，透

過強化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之管理，提升保證金

承擔市場價格波動及交割結算基金涵蓋違約之風險

承受能力，讓結算會員發生違約事件時，違約結算

會員之結算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等財務安全防衛

資源，可支應大部分違約損失，以相對降低須動用

圖 1：國際集中交易市場結算機構財務
安全防衛資金支應順序

交割結算基

金之計算，

採風險衡量

基礎訂定

違約結算會員之

結算保證金

違約結算會員之

交割結算基金

集中結算機構

賠償準備金

未違約結算會員之

交割結算基金

未違約結算會員

依結算機構所定比例及

分擔金額上限分擔

未違約結算

會員分擔違

約金額方

式，採風險

衡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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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 交割結算基金計算方式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

結算會員應繳交割結算基金（Guaranty Fund），取下列 2 種金額較大者：

1. 50 萬美元

2. 交割結算基金總額乘以各結算會員分擔比例之金額，分擔比例如下：

（1）95％依最近 3 個月所需結算保證金占全市場保證金比例（CM's proportionate 
contribution to aggregate risk performance bond requirements）

（2）5％依最近 3 個月交易量占市場總交易量比例（CM's contribution to risk-
weighted transaction activity）

歐洲結算所

（Eurex Clearing）

結算會員應繳交割結算基金（Default fund），取下列 2 種金額較大者：

1. 一般結算會員（General Clearing Membership, GCM）500 萬歐元，直接結算會員

（Direct Clearing Membership, DCM）100 萬歐元

2. 將交割結算基金總額扣除 EUREX 賠償準備金之金額，依各結算會員最近 30 天預估可

能虧損金額平均值，占整體結算會員最近 30 天預估可能虧損金額平均值之比率，計算

各結算會員應繳存交割結算基金

倫敦結算所

（LCH）

結算會員應繳交割結算基金，取下列 2 種金額較大者：

1. 50 萬英鎊

2. 交割結算基金總額乘以各結算會員分擔比例之金額，分擔比例如下：

（1）50％依最近 3 個月每日收盤後保證金均值占全體會員比例（End of Day Margin 
Weight, average daily initial margin oblig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day）

（2）50％依最近 3 個月每日盤中保證金最大值占全體會員該金額比例（Peak Intra-
Day Margin Weight, average maximum intra-day initial margin obligation 
arising at any point during each day）

香港期貨結算所

（HKCC）

 結算會員應繳交割結算基金，取下列 2 種金額較大者：

1. 一般結算會員（General clearing participant）定額基金為 750 萬港元，個別結算會員

（Clearing participant）為 150 萬港元

2. 各結算會員續繳交割結算基金按最近 60 個營業日之平均應繳結算保證金占全市場平均

結算保證金之比例（each HKCC participant's daily average total net margin liabilities 
as compared to the daily average market total net margin liabilities）訂定

新加坡結算所

（SGX-DC）

結算會員應繳交割結算基金，取下列 2 種金額較大者：

1. 100 萬元新加坡幣

2. 結算會員暴險額，如：以最近 3 個月每日未沖銷部位所需保證金占比 （exposure that 
the CM brings to the clearing system,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o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M's average margin requirements over the preceding three months）
乘以交割結算基金總額訂定

韓國交易所

（KRX）

結算會員應繳交割結算基金，取下列 2 種金額較大者：

1. 定額基金 10 億韓圜

2. 結算會員續繳基金為交割結算基金扣除定額基金，而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為交割結

算基金總額乘以分擔比例，分擔比例為最近 1 年結算會員日平均保證金占全市場比例

（average daily margin of a clearing member to the average daily margin of all the 
clearing members）

表：國際主要 CCP交割結算基金計算方式

表：未違約結算會員分擔違約金額計算

國際結算機構之結算會員分擔違約金額方式

CCP 平時向結算會員收取交割結算基金，遇

結算會員不履行結算交割義務時，倘以違約結算會

員結算保證金、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CCP

賠償準備金支應違約損失後，仍有不足，須以未違

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支應，並依分擔比例，由

未違約結算會員分擔違約損失。

CCP 為符合結算會員所繳存交割結算基金用

以共同承擔結算交割義務之意旨，就結算會員分擔

比例之制定，皆以風險基礎為原則，如：CME、

Eurex Clearing、LCH、HKCC、SGX-DC 及 KRX

等國際主要 CCP，均按各未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

算基金占全體未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之比

例，定其違約分擔金額。

以下表為例，當 D 結算會員違約，須以未違

約結算會員 A、B、C 之交割結算基金支應違約損

失時，CCP 即按結算會員 A、B、C 各自交割結算

基金占比（50%、20、30%），計算其應分擔違約

損失之金額。

倘違約金額龐大，以前述未違約結算會員交割

結算基金支應違約損失後仍有不足，則由未違約結

算會員共同分擔違約限額支應。CCP 視整體結算

會員資本額水準，訂有分擔違約金額上限，該限額

為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之倍數。至分擔違約金額

方式，亦按前述交割結算基金占比訂定，與交割結

算基金分擔違約金額之分擔基礎一致。

結語

綜觀全球衍生性商品結算業務發展趨勢，CCP

擔負期貨市場履約保證之責任重大，須致力強化風

險管理之韌性（Resilience）、復原（Recovery）

及處置（Resolution）計畫，以降低發生結算會員

違約事件時，對期貨市場造成連鎖性衝擊及影響。

因此，CCP 除即時監控結算會員部位風險，強化

保證金及財務安全防衛資源之管理等日常風險控

管，以保持營運之韌性外，並運用未違約結算會員

共同分擔限額及補充交割結算基金等復原工具，來

支應違約損失，以維持 CCP 正常營運。

期交所肩負期貨集中市場交易契約之結算及保

證履約之重大責任，落實執行結算會員管理機制與

風控架構甚為重要。為保持營運之韌性，期交所從

期貨集中交易市場下單前預繳保證金、成交後風控

及市場監視等措施，已設有完善風險管理制度控管

市場風險；為確保發生重大結算會員違約時，有足

夠資源支應違約損失，亦設有結算會員共同分擔限

額及補充交割結算基金等復原工具，以降低違約事

件對市場衝擊及影響。

展望未來，期交所將持續關注國際主要 CCP

之結算制度，適時推動符合國際規範之各項財務

安全防衛機制，以因應金融市場環境變化，強化

CCP 風險承受度，確保市場安全運作能力。

結算會員
交割結算基金

（億元）
交割結算基金占比 分擔比例

總分擔違約金額

1 億元 5 億元 10 億元

A 5 50%（=5 /10） 50% 0.5=1×50% 2.5=5×50% 5=10×50%

B 2 20%（=2 /10） 20% 0.2=1×20% 1=5×20% 2=10×20%

C 3 30%（=3 /10） 30% 0.3=1×30% 1.5=5×30% 3=10×30%

D 3 （於違約時，交割結算基金已全數支應）

合計 100% 1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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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計劃推出
微型美國公債殖利率期貨 

文／阮浩耘（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計劃

今（2021）年 8 月 16 日推出微型 2 年期、5 年

期、10 年期及 30 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期貨（微

型美債期貨）。美國債券去（2020）年發行量為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之最，去年 10 月至今年 4 月美

國政府預算赤字 1.9 兆美元，創歷史新高，使得美

債相關避險及交易需求大幅增加，CME 美國公債

期貨及選擇權今年 4 及 5 月份交易量較去年增加 3

成以上。有鑑於此，並為滿足更多元投資人需求，

CME 推出微型美債期貨。

微型美債期貨之契約設計與現有美債期貨有諸

多差異。報價部分，微型美債期貨採殖利率報價，

規模每基點（basis point）10 美元，最小跳動點 0.1

基點。因此微型美債期貨買方，會在殖利率上升時

獲利。而傳統美債期貨採百元報價，價格與殖利率

走勢相反，買方會在殖利率下跌時獲利；掛牌月份

契約部分，微型美債期貨掛牌連續 2 個近月契約，

而傳統美債期貨則為3個季月契約；交割方式部分，

微型美債期貨採現金結算，以每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美東時間下午 3 時 Broker Tec 公布之美國債券指標

價格（BrokerTec U.S. Treasury Benchmarks）為基

準，進行現金結算，而傳統美債期貨則採實物交割。

CME 表示，BrokerTec 為自營商交易美國政

府公債現貨之主要電子交易平臺，每日依據實際

交易狀況，計算並發布 4 次新發行（on the run）

美國政府公債殖利率價格指標，指標相關計算方

式，均符合英國基準指標規範（UK Benchmark 

Regulation）與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相關原則

（IOSCO principles），可有效反映美國公債之實

際交易價格， CME以此價格作為結算價基準。（資

料來源：CME）

ESMA 啟動 2021 年
集中結算機構壓力測試 

文／陳浩仁（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為符合歐洲市場基礎設施監管規則（EMIR）

規範，歐洲證券及市場管理局（ESMA）日前公布

第 4 次集中結算機構（CCP）壓力測試框架，以

評估歐盟及第三國 CCP（Tier 2 TC-CCPs）於極

端市場情況下之韌性與安全性，並辨識潛在系統

弱點。

今年壓力測試聚焦於信用風險與集中度風險，

並輔以過去經驗強化本次測試方法。ESMA 與歐洲

系統風險委員會（ESRB）將受試 CCP 置於極端

但合理之不同市場環境，測試範圍涵蓋前述風險，

並首次納入作業風險因子：

˙信用壓力：評估 CCP 於市場大幅波動及會員違約

同時發生時，擔負損失之能力與資源。

˙集中度風險：衡量部位集中度對清算成本

（liquidation costs）之影響。

˙反向信用壓力：以增加違約會員數及市場震盪程

度，辨識 CCP 資源耗盡時點。

˙操作風險：評估提供 CCP 服務之第三方機構對

結算業務重要性與分析其對 CCP 之影響。

ESRB 本次與歐洲央行（ECB）及 ESMA 共

同設定壓力測試情境，包含觸發歐盟金融體系中

由 ESRB 指定之一項或多項系統性風險來源。受

試 CCP 將面臨相關資產類別多項風險因子之壓

力衝擊測試，評估於全球性總體經濟事件影響下

之韌性。本次將測試 13 家歐盟 CCP 及 2 家英國

CCP，測試結果預計於明（2022）年下半年發布。

（資料來源：IEU.MONITORING）

 英國透過 ICE 舉行首
次碳排放權配額拍賣
文／林佳旻（期交所企劃部業務員）

英國於去年 1月 31日正式脫歐，歷經 11 個月

過渡期，自今年起退出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期間雙方曾

討論透過「交易許可」（allowing permits）連結雙邊

碳交易市場，但英國政府於今年 5 月18 日實施英國

版碳排放交易體系（UK ETS），目前兩交易體系並

未建立跨區共同碳價（carbon price），後續發展仍

待觀察。

UK ETS 與 EU ETS 市場運作模式相似，由

英國政府訂定碳排放總量上限（cap），適用能源密

集型產業、發電業及航空業，該等業者進行經濟活

動，必須具備溫室氣體排放許可（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ermit）—英國碳排放權配額（UKA）。

實施初期 30% 碳權為免費分配（free allocation），

70% 透過市場拍賣（auctions）購買，並規劃自 2026

年起逐年調降免費配額比例，預計 2030 年將降至

0%，屆時所有碳權都將透過拍賣競價機制取得，惟

高碳洩漏（carbon leakage）風險產業仍可100% 免

費取得配額。

英國商業、能源暨產業策略部（BEIS）於今年

4 月底公布參與 UKA 拍賣資格標準，並由洲際歐洲

期貨交易所（ICE Futures Europe，以下簡稱 ICE）

負責舉行今年 5 月 19 日首次拍賣，當日以每公噸

43.99 英鎊共賣出 605 萬 2 千個 UKA 予 14 個競

標者。此外，ICE 亦於同日推出英國碳排放權配額

期貨（UKA Futures），掛牌 3 個 12 月到期及 1 個

3 月到期契約，契約單位 1 口為 1,000 個 UKA，即

1,00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Co2e）。ICE 於今年 5 月

21日另推出英國碳排放權配額每日到期期貨（UKA 

Daily Futures），惟目前交易不活絡，前述兩商品均

由 ICE Clear Europe 進行結算。（資料來源：Global 

Investor Group）

南韓有望出現
合法虛擬貨幣交易所
文／陳韻頻（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伴隨匿名幣（privacy coins）禁令、虛擬貨幣

課徵所得稅及中央銀行數位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試行等相關法案之施行，

南韓政府近期要求虛擬資產營運商（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s, VASPs）於今年 9 月 24 日前

完成加密貨幣法規遵循，並向隸屬於南韓金融監督

委員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 FSC）

之金融資訊分析署（Korea 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 KoFIU）註冊。未來經註冊 VASPs 將合法化

並納入監管，有助抑制南韓境內虛擬貨幣詐騙、洗

錢等犯罪行為。

由於南韓虛擬貨幣交易平臺遭駭致投資人重

大損失事件層出不窮，KoFIU 對 VASPs 註冊資格

要求須取得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ISMS）。此

外，VASPs 須達成客戶帳戶實名制要求，並與韓國

當地銀行業者合作，以確保虛擬貨幣交易所遵循瞭

解客戶（KYC）及洗錢防制（AML）法令規範。為能

如期取得 KoFIU 註冊資格，VASPs 近來紛紛停止

不合規定之虛擬貨幣交易。目前南韓眾多虛擬貨幣

交易所中，僅 Bithumb、Coinone、Korbit 及 Upbit

等 4 家業者符合帳戶實名制要求，有望成為合法

虛擬貨幣交易所。（資料來源：Yahoo Finance、

Coindesk）

CME 
擬推出碳補償期貨 
文／黃開雋（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隨著全球加速邁向淨零排放，芝加哥商業交易

所集團（CME Group）計劃於今年 8 月 1日推出全

球天然碳補償（Nature-Based Global Emissions 

Offset, N-GEO）期貨，以提升全球碳補償市場的透

明度。新商品為實物交割，契約規模為認證碳標準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之 1,000 碳補

償單位，最小升降單位為每碳補償單位 0.01美元。

現行碳補償交易多屬自願性，企業可透過植

樹、保護森林或農業計劃等自然方式取得碳排額

度，而高碳排放企業能夠透過交易達成設定排放目

標。如要在 2030 年前完成 2015 年 12 月巴黎協

定所設定的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目標，自願進行碳交

易市場至少還要成長 15 倍。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期

透過標準化商品協助企業加速達成淨零排放目標。

（資料來源：Reuters）

國際視角

Global scan

CME 計劃推出微型美國公債殖利率期貨 

ESMA 啟動 2021 年集中結算機構壓力測試

英國透過 ICE 舉行首次碳排放權配額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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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供交易人藉此參與國際原油市場。（資料來源：

OSE Press Release）

LME 將重啟
公開喊價交易大廳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預計將於今年 9 月 6

日重啟被稱為「交易圈（the Ring）」之交易大廳，

重啟後，廣為實物市場使用之官方結算價格（official 

prices）將恢復由圈內交易決定，而金融機構部

位評價參考之每日收盤價（end-of-day closing 

prices）則將維持由電子交易決定。

LME 為目前歐洲唯一保留公開喊價制度之交

易所，已有144年傳統，為因應疫情社交距離要求，

於去年 3 月首次暫停公開喊價交易大廳之營運，以

避免公開喊價過程造成疫情擴散，並將每日結算價

等基準價格全面改由電子交易決定。LME 於今年 1

月曾計畫永久關閉交易大廳，但遭經紀商及交易人

強烈反對，認為關閉交易大廳將降低交易量及流動

性，故取消該計畫。（資料來源：Bloomberg）

Nasdaq 計劃年底推出
Nasdaq-100 波動率

指數選擇權
文／陳婉瑜（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那斯達克交易所（Nasdaq）業取得美國證

券交易委員會（SEC）同意，預計今年底推出

Nasdaq-100 波動率指數（VOLQ）選擇權。VOLQ

是 Nasdaq 於 2019 年推出，採 Nasdaq-100 指數

（NDX）選擇權連續 4 個最近週到期契約，最接

近價平的 2 檔價內及 2 檔價外買賣權共計 32 個契

約價格計算編製，反映市場對未來 30 天 NDX 波

動之預期。

Cboe 於 2004 年推出全球第一檔 VIX 期貨，

2006 年再推出 VIX 選擇權；根據 Cboe 統計，今

年 5 月 VIX 期貨及選擇權日均量較 4 月份分別成

長 32% 及 21%，相較於去年同期則分別成長 86%

及 74%，顯示交易人對波動率指數商品之需求日

增。VOLQ 選擇權之上市屬於 Nasdaq 與芝加哥商

業交易所（CME）合作計畫之一環，CME 現已推

出 VOLQ 期貨、小型及微型 NDX 期貨及期權，未

來 Nasdaq 推出 VOLQ 選擇權，將提供市場更多元

NDX 交易及避險選擇。（資料來源：The Trade、

Cboe Monthly Volume Statistics）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碳洩漏（Carbon Leakage）

SGX
上市全球首檔

ESG REIT 期貨
文／黃開雋（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新加坡交易所（SGX）日前推出日經永續不

動產投資信託（Nikkei ESG-REIT）指數期貨，以

因應持續增加的永續投資需求，便利資產管理公司

與投資人參與日本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市場。

該契約為全球首檔 ESG REIT 期貨商品，標的指

數由東京證交所（TSE） 60 檔 REIT 組成，依全

球不動產永續指標（GRESB）評等，用 ESG 因子

調整權重進行編製。契約到期採現金結算，契約乘

數為每點 2,500 日圓，以指數點 1,157.84 點計算，

每口契約價值約 290 萬日圓。

日本目前為亞太區最大不動產投資信託市場，

SGX 此次推出之 ESG REIT 期貨，符合 ESG 投資

規範且與東證 REIT 指數（TSEREIT Index）具相

似之風險報酬特徵，提供投資者建立永續投資組合

的機會。（資料來源：The Straits Times）

OSE 將推出
CME 集團石油指數期貨 

文／李承欣（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日本大阪交易所（OSE）計劃今年 9 月 21 日

推出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

石油指數期貨（Petroleum IndexTM Futures），併

同新一代衍生性商品交易系統（J-GATE 3.0）同日

上線。該新商品為 OSE 掛牌首檔能源類商品，標

的指數係由 CME 集團編製，追蹤旗下紐約商業交

易所（NYMEX） WTI 原油期貨、RBOB 汽油期貨

及紐約港超低硫柴油（ULSD）期貨等 3 項商品最

近月契約價格，依今年 5 月 31 日資料，前揭商品

占指數權重分別為 72%、13% 及 15%。

OSE 石油指數期貨契約特色為日圓計價、現

金結算，採小型規模契約設計，指數每點1萬日圓，

依指數水準 177.31 點計算，每口契約價值約 180

萬日圓，契約到期交割月份為自當月起連續 6 個月

碳洩漏係指當一個國家（區域）為追求減碳，採取嚴格政策提高排碳成本，以減少碳排

放量時，可能致使產業外移至其他低碳排放成本國家（區域）之外溢效果，導致最後沒有降

低全球碳排放總量，只是碳排地點有所不同。

有鑑於此，歐盟於今年 4月批准了「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預計將在 2023年起，對高碳進口產品課徵碳邊境稅，以防止法規

較寬鬆國家生產之高碳產品對歐盟境內廠商產生不公平競爭，希望推動其他國家達到與歐盟

同樣等級之氣候管制條件。

CME
 推出 FTSE 100

調整利率總報酬期貨 
文／陳婉瑜（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集團（CME Group）於

今年 6 月推出 FTSE 100 調整利率總報酬期貨

（Adjusted Interest Rate （AIR） Total Return 

Futures）。該商品特性類似總報酬交換契約（Total 

Return Swap, TRS），採基點（basis point）報價

及指數收盤基差交易（Basis Trade at Index Close, 

BTIC），可作為店頭市場 FTSE 100 指數報酬與

英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SONIA）交換交易之替代

工具。

FTSE 100 調整利率總報酬期貨契約乘數為每

點 10 英鎊，採現金結算，契約最後交易日為該契

約月份之第三個星期五。目前 CME 已推出 S&P 

500 指數、那斯達克 100 指數、羅素 1000/2000

指數及道瓊工業平均指數等總報酬期貨；此新商品

將有助於納入未集中結算保證金規則（UMR）之

資產管理及退休基金等業者降低交易成本，亦可作

為銀行及避險基金業者短期隱含附買回融資成本避

險工具。（資料來源：PR Newswire）

國際視角

Global 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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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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正「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申請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國

內期貨交易登記作業要點」第壹點、第參點，自2021年4月1日起實施。

公告調整本公司「臺股期貨」、「臺指選擇權」及「股票期貨暨選擇權契

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

公告修正期貨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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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6月28日起實施。

1

2
4

公告日期 2021 年 03 月 25 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000832 號函

概要說明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21 年 03 月 11 日金管證券字第 1090378842 號函及臺灣證券交易所

2021 年 3 月 19 日臺證交字第 1100004336 號公告辦理。為建立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

投資人申請登記無紙化環境，修正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投資國內有價證券或從事國

內期貨交易登記作業要點第壹點及第參點。修正重點如下：一、申請登記：現行境外華僑及外

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辦理申請登記時，須由代理人（或代表人）檢送中英文登記表正本至證

交所備查；自實施日起以電子公文函附英文登記表電子檔代替，並聲明前揭登記表電子檔與正

本相符，以達無紙化環境，另尚未使用電子公文管理系統者得以紙本函文聲明並附英文登記表

影本送證交所備查。二、申請註銷登記：現行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大陸地區投資人辦理申請註

銷登記時，須由代理人（或代表人）傳真註銷申請登記表、申報納稅代理書及稅捐稽徵機關同

意函等文件至證交所；自實施日起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公告日期 2021 年 04 月 21 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2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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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第 16 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交易規則」第 2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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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指期貨」自然人與法人部位限制數分別由 10,000 口

與 22,000 口調整為 12,000 口與 24,000 口，「臺指選擇權」法人部位限制數由 75,000 口，調

整為 85,000 口，自公告次ㄧ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起生效。另調整「富邦金期貨」等 29 檔股票

期貨契約，以及「台塑選擇權」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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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日起生效；為調降者，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起生效。

公告日期 2021 年 05 月 28 日、2021 年 06 月 10 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001618 號函、臺期交字第 1100001760 號函

概要說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21 年 5 月 25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42026 號函、2021 年 6 月 8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4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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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擴大適用至以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及小型電子期貨，修正

旨揭規章。修正重點如下：一、增訂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契約，納入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適用範圍，修正第 2 條第 2 項第 1 款；將以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契約納入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適用範圍，修正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以受益憑證為標的之文字。二、新增第

13 條第 1 項，明定以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契約遇特定情形時，臺灣期貨交易所得宣布自期

貨市場開盤起暫停該契約之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並於收到標的證券當市開盤揭示資料後，恢復

該契約之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新增第 13 條第 2 項，明定遇國內外期貨或現貨市場漲跌幅逾臺

灣期貨交易所所定之一定比率時，臺灣期貨交易所得宣布自開盤起暫停全部以股票為標的之股

票期貨契約之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並於收到現貨市場當市開盤指數後，恢復其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新增第 13 條第 3 項，考量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可能影響交易人權益，故明定臺灣期貨

交易所應透過交易資訊發布管道或媒體傳輸工具，宣布暫停或恢復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公告增修訂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契約」規格及交

易規則、「業務規則」、「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交

易經手費收費標準」、「結算服務費收費標準」及「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

準」等條文，自2021年6月28日起實施。

3

公告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公告文號 臺期交字第 1100200510 號函、臺期交字第 1100200670 號函

概要說明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22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36533 號函、2021 年 5 月 25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00345297 號函及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規則第 29 條辦理。配合臺灣期貨交

易所推出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契約（以下簡稱小型電子期貨），訂定該等

期貨契約交易規則，並配合修正旨揭規章。小型電子期貨，規章增訂重點如下：一、一般交易

時段之交易時間為上午 8：45 至下午 1：45；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 8：

45 至下午 1：30。盤後交易時段之交易時間為下午 3：00 至次日上午 5：00；到期月份契約最

後交易日無盤後交易時段。二、最小升降單位為指數 0.05 點；其契約價值為每點新臺幣 25 元。

三、每日漲跌幅採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10% 為限。四、本契約之到期交割月份為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三個月份，再加上 3 月、6 月、9 月、12 月中三個接續季月，總共六個月份

的契約在市場交易；新交割月份契約於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一般交易時段起

開始交易。五、交易人部位限制數為：自然人 1,000 個契約，法人 3,000 個契約，期貨自營商

9,000 個契約。六、期貨商應繳納之交易經手費為每一契約買賣雙方各為新臺幣 4.8 元。七、

結算會員應繳納之結算手續費、交割手續費為每一契約買賣雙方各繳納新臺幣 3.2 元。八、本

契約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實施日期為2021年6月28日。「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規則」、「臺

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修正重點如下：一、配合臺灣期貨交易所新增小型電

子期貨，每八個契約得沖銷同一交割月份之電子期貨契約一個，故刪除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規

則第 53 條第 3 項期貨商辦理綜合帳戶部位互抵之商品限制。二、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

指數期貨契約部位限制，將依交易人持有本契約之未沖銷部位，加計小型電子期貨依合約規模

八比一折算後之同一方未沖銷部位合計數，合併計算，故修正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

期貨契約交易規則第 16 條。又考量若標的指數因故無法繼續編制等因素，致標的指數編制機

構終止授權，本契約需停止交易，而有無法於 30 日前公告之虞，新增同法第 18 條但書文字。

規章快易通

Legal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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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統計至2021/07底止。

市場參與概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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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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