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期貨交易所「第 6屆期貨鑽石獎」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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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  

類別 
獎項名稱 名次 得獎公司/基金/法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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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期貨交易所第 6 屆「期貨鑽石獎」活動辦法 

壹、主辦單位 

    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 

貳、活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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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舉辦本活動。 

叁、獎勵對象 

一、 期貨業； 

二、 期貨經理事業；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其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四、 銀行業； 

五、 保險業； 

六、 證券業； 

七、 造市者； 

八、 期貨信託事業、政府四大基金、票券業及其他法人機構。 

肆、評選期間 

    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 

伍、獎項內容及評選標準 

一、 期貨業 

(一) 交易量鑽石獎 

1. 獎勵對象 

（1） 期貨經紀商； 

（2） 期貨交易輔助人； 

（3） 期貨自營商。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應達同類業者合計交易

量之 1%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期貨經紀商

交易量之計算不含所屬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自營商交易量

之計算不含造市交易量及證券自營商於期貨自營帳戶中另外

開立期貨避險分戶及期貨非避險分戶之交易量。 

4. 獎額：依獎勵對象類別，至多評選 3 名。 

(二) 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獎勵對象 

（1） 期貨經紀商； 

（2） 期貨交易輔助人； 

（3） 期貨自營商。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應達同類業者合計交易

量之 1%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之交易量成長幅度，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期

貨經紀商交易量之計算不含所屬期貨交易輔助人，期貨自營

商交易量之計算不含造市交易量及證券自營商於期貨自營帳

戶中另外開立期貨避險分戶及期貨非避險分戶之交易量。 

4. 獎額：依獎勵對象類別，至多評選 3 名。 

二、 期貨經理事業 

     (一)交易量鑽石獎 

1. 獎勵對象：期貨經理事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2 名。 

       (二)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獎勵對象：期貨經理事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交易量之增量及成長幅度分別予以排序，權重分占

70%及 30%予以加總，如分數相同者，則以增量大者為優先，

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評量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2 名。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一)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鑽石獎 

1. 獎勵對象：國內發行之股票型及平衡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針對投資地域另行分類。 

2. 入選標準： 

(1) 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2) 該基金報酬率排名須居整體市場同類型基金之前 50%以

上； 

(3) 依每檔基金週報酬率最差 5%表現進行平均計算，應優於

整體市場同類型基金之前 50%以上； 

(4) 一年期 Sharpe Ratio(以月化標準差衡量)居整體市場同類

型基金之前 50%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二) 交易量鑽石獎 

1. 獎勵對象：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旗下基金及接受

委任之全權委託投資契約於期交所期貨及選擇權之交易量，

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三) 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獎勵對象：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旗下基金及接受

委任之全權委託投資契約於期交所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之增

量及成長幅度分別予以排序，權重分占70%及30%予以加總，

如分數相同者，則以增量大者為優先，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

評量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四、 銀行業 

(一) 交易量鑽石獎 

1. 獎勵對象：銀行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二) 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獎勵對象：銀行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交易量之增量及成長幅度予以排序，權重分占 70%及

30%予以加總1，如分數相同者，則以增量大者為優先，並綜

合評量其他因素評量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五、 保險業 

(一) 交易量鑽石獎 

1. 獎勵對象：保險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1有關銀行業、保險業及證券業之交易量成長鑽石獎評選，如遇獎勵對象評選期間前 1 年(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交易量為 0，無法計算交易量成長率時，則交易量改以 1 計算之。 



選擇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2 名。 

(二) 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獎勵對象：保險業。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交易量之增量及成長幅度予以排序，權重分占 70%及

30%予以加總，如分數相同者，則以增量大者為優先，並綜

合評量其他因素評量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2 名。 

六、 證券業 

(一) 交易量鑽石獎 

1. 獎勵對象：證券業以期貨交易人身分從事國內期貨交易者。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二) 交易量成長鑽石獎 

1. 獎勵對象：證券業以期貨交易人身分從事國內期貨交易者。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

選擇權交易量之增量及成長幅度分別予以排序，權重分占

70%及 30%予以加總，如分數相同者，則以增量大者為優先，

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評量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七、 造市者 

 造市績效鑽石獎 

1. 獎勵對象：期貨自營商及特定法人機構向期交所申請從事造市業

務者。 

2.  入選標準：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依各造市契約之報價成績及交易量分別

予以排序後加總，如排序後分數相同者，則以交易量大者為優先，

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3 名。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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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獎勵對象：期貨信託事業、政府四大基金、票券業及其他法人機

構。 



2. 入選標準：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國內期貨及選擇權交易量達 10,000 口以上； 

(2) 對推廣國內期貨市場發展具有助益； 

(3) 參與期貨市場交易足為市場表率。 

3. 評選標準：由評審委員會優先考量獎勵對象於期交所期貨及選擇

權之交易量，並綜合評量其他因素決定之。 

4. 獎額：至多評選 6 名，不列名次。 

陸、附則 

一、 獎勵對象於期交所公告之評選期間起始日至第6屆期貨鑽石獎頒獎

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以獎勵： 

（一） 在期交所集中市場從事期貨業務受主管機關處以警告(含)以上

之處分。 

（二） 受主管機關命令解除其董事或監察人職務，或停止其全部營業

或撤銷營業許可等處分。 

二、 已獲所屬業別「交易量鑽石獎」獎項者，即不再頒予相同業別之「交

易量成長鑽石獎」。 

三、 若各獎項評選標的有過多或不足之情形，期交所得視情形增減或從

缺。 

四、 期交所將依本活動評選標準，針對獎勵對象實際交易情形主動進行

評比；另如有需要，期交所得洽各獎勵對象及相關公會提供相關資

料，以供評比。 

五、 得獎之單位經期交所通知後，不願公布其公司行號者，視同棄權，

由原得獎之名單遞補之。 

六、 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期交所保有最終解釋權與增修權，另本

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期交所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

之權利，並將相關異動訊息公告於期交所網站，不另行個別通知。 

七、 如有活動辦法相關問題，請洽詢期交所(02)2369-5678 交易部蘇先生

(分機 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