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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壹、報告事項
(一) 有關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發展趨勢，謹報請公鑒。

(二) 有關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法源依據，謹報請公鑒。

貳、討論事項
(一) 有關本公司建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規劃，謹提請討論。

(二) 有關本公司建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時程規劃，謹提請討論。

(三) 有關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謹提請討論。

(四) 有關本公司規劃建置結算系統入口網站提供交易結算資訊，俾利市場參與
者運用，謹提請討論。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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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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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
有關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發

展趨勢，謹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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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發展趨勢

一. 2008年金融海嘯後，國際監理機關為強化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之風

險控管，2009年9月G20各國元首於匹茲堡高峰會決議推動標準化店

頭衍生性商品需採行集中結算。為落實G20之決議，各國相繼因應

訂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之相關法源。迄今，美國、日本、歐

盟、韓國、中國及香港業提供利率交換契約(Interest Rate Swap, 

IRS)、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 CDS)、無本金交割遠期

外匯(Non-Delivery Forward, NDF)、換匯換利交易契約(Cross 

Currency Swap, CCS)集中結算服務，並陸續實施IRS及CDS強制集

中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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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發展趨勢

二.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對於2015年3月發布「非集中結算店頭衍生性

商品之保證金規範(Margin requirements for non-centrally cleared 

derivatives)」，所有金融機構與系統重要性非金融機構(systemically 

important non-financial entitles，簡稱「受規範之法人實體」（

covered entity）)從事之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交易，將依據平均名
目本金之門檻差異，分階段適用雙方交換原始保證金與變動保證金
，以適切反映交易對手風險。

在計算上揭名目本金平均值時，應包含實物交割之遠期外匯與外匯交
換契約。

Phase 1

2016/09

Phase 2

2017/09

Phase 3

2018/09

Phase 4

2019/09

Phase 5

2020/09

平均名目本金 3兆 2.25兆 1.5兆 0.75兆 80億

單位：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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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發展趨勢

三. 非集中結算店頭衍生性商品之保證金規範最終階段將於2020年實施，

屆時預計將有大規模交易對手納入規範；對於現行市場參與者及服務

提供者將在短期內造成顯著衝擊。爰本公司規劃提供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服務，希冀為市場參與者帶來相關效益，說明如下：

(一) 依照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對店頭衍生性商品資本計提規範，現行金融機

構對店頭衍生性商品之雙邊交易適用20%~100%風險權數(risk weight)，透過

CCP集中結算機制，金融機構對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QCCP)僅需計提

2%~4%風險權數，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資本計提及保證金負擔，提升我國金

融機構資金運用效率及國際競爭力，並健全我國金融市場發展。

(二) 倘我國能自行提供CCP集中結算服務，可使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制度

與國際金融市場並駕齊驅，提供我國市場參與者擁有完善且便利之店頭衍生性

商品交易結算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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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pecialists in business and people performance in financial services

Taifex OTC Clearing – Public Hearing 11th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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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ic is fast becoming the leading independent consulting firm 
specialising exclusively in financial services. 

Our specialist Clearing practice has advised most of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local CCPs over the past 9 years. In APAC we have worked with 
JSCC, SGX, HKEx and ASX assisting th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TC services and best practice risk management.

We are honoured to be working with Taifex on the OTC Clearing project, 
an initiative that will bring enhanced stability to the Taiwanese financial 
market.

Sionic Overview

https://www.sionic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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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Evolution

9

2008 2009 2010 2011 2013 2015 2017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September 2008: 

Lehman defaul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eptember 2009: G20 Commitments –

“All standardised OTC derivative contracts 

should be traded on exchanges or electronic 

trading platforms, where appropriate, and 

cleared through central counterparties by end-

2012 at the latest. OTC derivative contracts 

should be reported to trade repositories. Non-

centrally cleared contracts should be subject 

to higher capital requirements.”

July 2010: 

US Dodd Frank 

Act

April 2012: Global 

CPMI-IOSCO Principles 

fo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s (PFMI)

October 2012: 

Japanese 

Clearing Mandate

September 2013: 

Final stage of US 

Clearing Mandate 

June 2016: 

EU Clearing 

obligation

August 2016: 

CPMI-IOSCO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of 

CCPs

March 2017: 

BCBS Margin 

rules for non-

cleared trades 

(first wave)

January 2018: 

European MiFID 

II

July 2019: Basel 

III – large 

exposures, 

Interest Rate in 

Banking Book etc 

(Hong Kong)

Safeguards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include mandatory clearing of OTC products

August 2012: EU 

proposals European 

Markets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EMIR) 

https://www.sionic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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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clearing

10

• Certainty of settlement 
1

• Continuity and maintenance of orderly markets –

during stress events

2

•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3

• Credit risk mitigation
4

• Capital benefits (dependent on local capital rules) 
5

•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 Netting

o Documentation

6

• Enhanced liquidity hence enhanced pricing – as a 

consequence of all of above

7

• Clearing Member and Client Protection
8

• Transparency – real-time assessment of Clearing 

Member exposures

9

• Evolution of market –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10

• Attrac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nd promotion of 

new product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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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onic sionicglobal.com

m:

o:

m:

o:

11

Christian Lee
Partner

+44 (0) 7583 259 357

+44 (0) 20 7842 4800

Christian.Lee@sionicglobal.com

111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N 1AP

United Kingdom

Sean Coote
Director

+44 (0) 7776 001 926

+44 (0) 20 7842 4800

Sean.Coote@sionicglobal.com

111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C2N 1AP

United Kingdom

Sean has unique practical experience 

covering sell side, buy side and CCP 

clearing operations. His derivatives 

expertise is based on over 25 years in 

senior operations and project 

management positions. 

He has consulted extensively for 

banks and CCPs including assisting a 

CCP in launching an OTC service. 

He has also set up clearing 

operations for clearing brokers 

covering harmonis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oth SCM and 

FCM models

Christian is head of Sionic’s

Clearing practice.  

He has advised many clients on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change since 

the 2008 crisis.

He has led and overseen multiple 

assignments for many exchanges 

and CCPs across the globe 

providing advice on how to 

implement clearing strategies.

A risk manager by training, prior to 

joining Sionic he headed up 

the SwapClear risk team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uccessful wind-

up of the Lehmans OTC portfolio in 

2008.

Taifex Team Leads

Our teams consist of  some of the world’s foremost clearing experts.

https://www.sionicglobal.com/


案由二
有關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之法

源依據，謹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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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16日座談會之會議決議

一.業者同意本公司建置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
先推出利率交換契約(IRS)及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契約
(NDF)之集中結算服務。

二.基於實施強制集中結算可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及使集中
結算業務達規模經濟，俾利該機制得以順利發展等效益
，有關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建置完成時，
即併同實施利率交換契約(IRS)之強制集中結算，業者表

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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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交易法-增訂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相關規範

 107年12月25日期貨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經立法院院會

三讀通過，增訂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法源依據，

並於108年1月16日經總統令公布施行，明訂非在期貨交

易所進行之期貨交易，符合主管機關規定應集中結算之期

貨交易範圍者，應於其指定之集中結算機構依期貨交易法

規定進行集中結算，倘集中結算之期貨交易範圍涉及外匯

事項者，應先會商央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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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修正「期貨結算機構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之令(金管證期
字第1080319526號)及發布有關期貨交易法第三條第二項但書
規定之令。(金管證期字第10803195266號)

金管證期字第10803195266號令摘要：依據期貨交易法第三條
第二項但書規定，指定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為本會規
定應集中結算之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期貨交易之結算機構。

金管證期字第1080319526號令摘要：
一. 明定期貨結算機構業務範圍納入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期貨交易之集

中結算業務。

二. 明定期貨結算機構賠償準備金應按在期貨交易所與非在期貨交易所
之期貨交易分別提存及以不同專戶存儲。

三. 增訂期貨結算機構應擬訂財務安全防衛機制之資金支應順序，報經
金管會核定，並明定於其與結算會員訂定之期貨結算交割契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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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集中結算範圍規劃草案

一.契約種類為新臺幣固定利率對浮動利率交換契約。

二.契約一方約定之浮動利率指標為「台北金融業拆款定盤利率」(Taipei 

Interbank Offered Rate，以下簡稱TAIBOR)：

TAIBOR係指指定報價銀行依據「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金融業拆款中心台北金融業拆款定盤利率作業規範」所為台北金
融業拆款市場新台幣拆款利率報價之定盤利率(fixing rate)。

三.契約存續期間介於28日至15年。

四.適用對象：國內金融機構與其他國內金融機構或國外金融機構，應於
成交後，提交經金管會核准並指定辦理該期貨交易結算業務之國內期
貨結算機構，依結算機構業務規則進行集中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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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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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
有關本公司建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

制之規劃，謹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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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
集中結算機制規劃(草案)說明

臺灣期貨交易所

1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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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由及效益
Background an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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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Background 

金融海嘯後，G20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算

• 肇始於美國次級房貸問題，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使區域性問題最終波及全球金融
市場，各國開始正視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監理之重要性

2008年金融海嘯之發生背景

• 2009年9月G20各國元首於匹茲堡高峰會討論

所有標準化店頭衍生性商品都應採行集中結算

未集中結算之店頭衍生性商品，應適用較高資本計提，且遵守相關之保證金規範

金融海嘯成因解決之道

•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於2012年2月發布「強制集中結算之規範
(Requirements for Mandatory Clearing)」，共17項準則，內容涵蓋店頭衍生性
商品強制集中結算之決定方式、規範對象、跨國規範及相關豁免規定

國際監理組織IOSCO規範

• 各國依據IOSCO準則推動店頭衍生性商品強制集中結算

• 推動方式從自願逐步推行至強制集中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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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Background 

非採集中結算之交易應交換原始及變動保證金

• 2014年4月發布「銀行對集中結算交易對手曝險之資本計提要求」

銀行對合格集中結算交易對手(QCCP)適用之風險權數(risk weight)為
2%~4%，非集中結算(雙邊交易)適用之風險權數(risk weight)依交易對手
不同信用評等採不同權數為20%~100%，且需計提信用價值調整(Credit 

Valuation Adjustment, CVA) ，自2017年1月1日起生效。

• 2013年9月發布「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保證金規定」

所有從事非集中結算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金融公司及具系統重要性之非金
融法人實體，皆須按交易對手風險，交換適當原始與變動保證金。

交換原始保證金規定：自2016年9月1日後成交之新契約逐步適用。

交換變動保證金規定：自2017年3月1日後成交之新契約開始生效。

已實施此規定之國家：美國、日本自2016年9月1日起實施，歐盟自2017

年2月4日起實施，香港自2017年3月1日起實施。

• 倘我國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對手，為美國、歐盟、日本、香港、
韓國、新加坡之金融機構，則須遵守該國之強制集中結算規範及未集中結算
店頭衍生性商品之保證金規範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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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Benefits 

集中結算可降低交易對手風險及簡化雙邊結算程序

非集中結算(雙邊交易)特點：
1. 存在交易對手違約風險

2. 交易透明度低

3. 存在眾多複雜之雙邊結算程序

4. 市場整體曝險額高

5. 運作及法遵成本高、效率低

 集中結算特點：
1. 降低交易對手違約風險

2. 交易透明度高

3. 可簡化眾多複雜之雙邊結算程序

4. 市場整體曝險額低

5. 運作及法遵成本低、效率高

6.交易對手願意提供較好之報價
24



效益Benefits 

集中結算可減少擔保品及資本計提之負擔

非集中結算 集中結算

未來潛在曝險額 (A)=1,000,000 x 0.5%1

(Potential Future Exposure)
5,000 5,000

擔保品所需總額 (B)
(Total Collateral Required)

700 572

風險權數(Risk Weight) (C) 20% 2%

交易對手信用風險 (D)=(A)x(C)x 8%2

(Counterparty Credit Rrisk)
80 8

信用評價調整風險 (E)
(Credit Valuation Adjustment,CVA)

310 -

違約基金資本要求 (F)
(Default Fund Capital Requirement)

- 72

原始保證金抵減 (G)
(Offset for Initial Margin Received)

-11 -

資本所需總額 (H)=(D)+(E)+(F)+(G)
(Total Capital Required)

379 80

擔保品所需總額 (B)+ 資本所需總額 (H) 1,079 652

註1：依Basel規定，1年以上5年以下利率交換契約之未來潛在曝險額計算權數(Add-on Factor)為0.5%。
註2：依Basel規定，最低資本適足率為8%，其餘(B)、(E)、(F)、(G)等數字係BIS依歷史資料估算而得。

依國際清算銀行(BIS)於2014年10月發表「Regulatory Reform of Over- the-Counter Derivatives: 

An Assessment of Incentives to Clear Centrally」，文中以名目本金100萬美元、五年期的利率
交換契約(IRS)為例，分析資本計提差異，如下：

單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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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Benefits 

集中結算之效益高於成本

非集中結算 集中結算

交易曝險之
風險權數

20%-100% 2%-4% 

信用價值調
整(CVA)計提

依據交易對手
信評計提

免計提

保證金要求
BCBS要求較高
(至少需涵蓋10

天風險)

CCP要求較低
(至少需涵蓋5天

風險)

需遵循
CCP規定

集中結算相對
非集中結算之成本

集中結算相對
非集中結算之效益

26



效益Benefits 

集中結算機制對我國之預期效益

• 維繫我國金融機構與國際金融機構之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業
務，並可在國內集中結算，無須透過國外集中結算機構且支
付高額結算費用

1. 維繫與國際金融機構
之交易

• 我國金融機構可適用較低交易曝險之風險權數、降低Basel所
規範之資本計提負擔、厚實金融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2. 降低Basel規範之資
本計提負擔

• 金融機構僅需評估CCP之違約風險，可簡化風險控管作業，
降低成本

3. 簡化金融機構之風控
作業及降低成本

• 透過每日洗價(mark to market)及保證金追繳等風控機制，可
使交易人瞭解其部位所面臨之市場風險，強化交易人之風險
控管及風險預警

4. 強化交易人之風險控
管及風險預警

• 透過集中結算機制之財務防衛資源(保證金、交割結算基金、
賠償準備金)及違約處理程序，降低違約事件之系統性風險，
強化市場風險管理，並促進金融市場穩定

5.強化市場風險管理，
並促進金融市場穩定

• 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之監督管理與國際金融市場並駕齊驅，
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

6. 吸引外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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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Benefits 

強制集中結算之預期效益

 IOSCO發布之「強制集中結算之規範」建議主管機關評估店頭衍生性商

品是否採行強制結算商品之決策時，須考量商品契約之標準化程度、交

易量、流動性、市場特性及公平、公正、公開之價格資訊是否易取得，

以及其他國家主管機關是否將其納入強制結算商品等因素。

 採行強制集中結算之預期效益：

1. 擴大集中結算之業務量及客群，使客戶結算業務達規模經濟

2. 降低系統性風險，提供市場參與者完善健全之金融交易環境

3. 與國際制度接軌

 參採各國主管機關業發布之強制集中結算規範，規劃將新臺幣計價之

IRS契約列為強制集中結算商品，詳細商品規格條件，亦參考國際結算

機構商品規格與市場參與者之交易習慣訂定，以符合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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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集中結算現況及我國店頭
衍生性商品市場規模

OTC Market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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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集中結算現況

註：IRS為利率交換、CDS為信用違約交換、NDF為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CCS為換匯換利

國家 強制集中結算商品 主要結算機構 提供集中結算服務之主要商品

US IRS、CDS
CME

ICE

IRS、CDS、NDF

CDS、NDF

EU IRS、CDS
LCH

Eurex

IRS、CDS、NDF

IRS、CDS

Japan IRS、CDS JSCC IRS、CDS

Hong Kong IRS HK OTC Clear IRS、NDF、CCS

Singapore IRS SGX IRS、NDF

Korea IRS KRX IRS

China IRS 上海清算所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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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利率類及外匯類商品名目本金餘額占
比達9成9

 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名目本金餘額約新臺幣69.14兆元

 銀行業占比83.79%，保險業占比15.13%，證券業占比0.96%，票券業占比0.12%

資料來源：櫃買中心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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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
中結算機制規劃(草案)

Proposal of OTC Derivatives Cl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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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架構
Leg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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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法源-期貨交易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108年1月16日經總統
令公布施行。108年6月24日金管會令指定本
公司為指定之集中結算機構，未來符合主管機
關規定應集中結算之範圍者，應於本公司進行
集中結算。

 期交法三讀通過後之法規架構

證交法

銀行法

保險法

票券金融管理法

店頭交易

豁免

期交法
集中交易

適用

期交法

店頭交易
面遵循各
業管法規

店頭集中
結算面回
歸期交法

**交易面維持現行法規架構

未來我國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面仍遵循各業管法規，集
中結算面回歸期交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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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中結算架構
Clear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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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結算機制之參與者及本公司之角色
Clearing Model

就已被本公司接受結算之交易，本公
司會擔任雙方交易人之共同交易對手

作為共同交易對手，本公司對每筆交
易承擔相關之交易對手風險，本公司
之權益及責任，會持續直至該交易到
期日，或該交易被取消結算為止 Clearing 

Member a

Client A

Clearing 
Member b

Client BClient A Client B

1. Bilateral Trades

2. Submit to TAIFEX for cl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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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架構
Account Structure 

結算會員

自有帳
House 

Account

客戶帳
Client 

Account

A部位

A應有保證金

A擔保品

B部位

B應有保證金

B擔保品

C部位

C應有保證金

C擔保品

客戶帳
Client 

Account

D部位 E部位 F部位

D+E+F應有保證金

自有部位

自有保證金

自有擔保品

個別分離帳戶
(ISA)

D應有保證金 E應有保證金 F應有保證金

D+E+F擔保品

綜合分離帳戶-

總額保證金
(OSA-Gross margin)

37



(三)商品規劃Product Scope 

-利率交換
(Plain Vanilla Interest Rate Swap, 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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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集中結算之IRS類型、存續期間及幣別

 利率交換類型：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

 最長存續期間：15年

 幣別： 第一階段：新臺幣

第二階段：美元、歐元、日圓、人民幣、澳幣

(將與業者溝通後，再行調整)

 利率指標

 有關利息支付頻率、計息方式、計息日曆等其餘契約條件，本公
司依交易雙方約定辦理集中結算。

NTD IRS USD IRS EUR  IRS JPY IRS RMB IRS AUD IRS

TAIBOR
USD-LIBOR-

BBA

EUR-EURIBOR-

Reuters/BBA

JPY-LIBOR-BBA

JPY-ZTIBOR

CNY-SHIBOR-

Reuters

CNH-HIBOR-

TMA

AUD-LIBOR-

BBA

AUD-BBR-

BB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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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集中結算之IRS商品規格

商品規格 NTD IRS USD IRS EUR  IRS JPY IRS RMB IRS AUD IRS

類型 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利率交換 ( IRS)

名目本金 固定名目本金

最長存續期間 15年 30年

浮動利率指標 TAIBOR USD-LIBOR-BBA

EUR-EURIBOR-

Reuters

EUR-LIBOR-

BBA

JPY-LIBOR-BBA

JPY-ZTIBOR

CNY-SHIBOR-Reuters

CNH-HIBOR-TMA

AUD-LIBOR-BBA

AUD-BBR-BBSW

浮動利率天期 1M,3M,6M,1Y
1M,3M,6M,1Y

1M,3M,6M
1M,3M,6M,1Y

1M,3M,6M,1Y

1M,3M,6M

浮動利率比價

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

前2個營業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

前2個營業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

前2個營業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前2

個營業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當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前2個

營業日

各計息週期開始當日

浮動利率比價

日之金融中心
台北 倫敦

泛歐實時全額自

動清算系統

(TARGET)

倫敦

東京

北京

香港

倫敦

雪梨

浮動利率計息

天數

Actual /360

Actual /365

(Fixed)

Actua l /360 Actua l /360 Actua l /360
Actua l /360

Actua l /365 (F ixed)

Actua l /360

Actua l /365 (F ixed)

固定及浮動利

率支付日之金

融中心

台北 紐約

泛歐實時全額自

動清算系統

(TARGET)

東京
北京

香港
雪梨

固定利率支付

頻率
1M,3M,6M,1Y

固定利率計息

天數

Actua l /Ac tua l、Actua l /365(F ixed)、Actua l /360、30/360、

30E/360(計息週期起始日及結束日倘遇31日則調整為30日 )、

30E/360( ISDA) (計息週期起始日倘遇月底則調整為30日，結束日依相同原則惟2月除外 )

付息日遇假日

之處理

順延 (Fo l lowing )：下一營業日支付、提前 (Preced ing )：前一營業日支付

修正順延 (Modi f ied  Fo l lowing)：原則採「順延」方式，但若因此而跨月，則改以「提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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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品規劃Product Scope

-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
(Non-Delivery Forward, N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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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集中結算之NDF類型、存續期間及幣別

 最長存續期間：2年

 幣別：新臺幣、人民幣及韓圜(仍須俟央行核准而定)

 定盤匯率

 有關定盤及交割日曆等其餘契約條件，本公司依交易雙方約定辦
理集中結算。

NTD NDF RMB NDF KRW NDF

台北外匯經紀公司於台北時
間11:00a.m.公布之匯率

中國人民銀行(PBoC)於北京
時間9:15a.m.公布之匯率

Seoul Money Brokerage 

Service Limited (SMBS)於首
爾時間3:30p.m.公布之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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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集中結算之NDF商品規格

商品規格 NTD NDF RMB NDF KRW NDF

最長存續期間 2年

確定定盤日是否為營業
日之相關城市

台北 北京 首爾

確定結算日是否為營業
日之相關城市

紐約

定盤日與交割日
間隔天數

2個台北營業日 2個北京營業日 2個首爾營業日

結算匯率
台北外匯經紀公司於台
北時間11:00a.m.公布

之匯率

中國人民銀行(PBoC)於北京
時間9:15a.m.公布之匯率

Seoul Money Brokerage 

Service Limited (SMBS)

於首爾時間3:30p.m.公布
之匯率

結算幣別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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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算會員管理
Clearing Memb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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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頭衍生性商品結算會員資格標準
Criteria for Clearing Membership 

 現行可承作店頭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金融機構皆可申請成為結算會員
如證券商、具槓桿交易商資格之期貨商 、票券商、銀行業、保險
業及其他業別(中華郵政) 。

 參照國際結算機構及現行集中市場之作法，本公司規劃將店頭市場
之結算會員資格分為「個別」及「一般」結算會員二類，所需之最
低資本額要求如下：

會員資格類別
Member Categories

個別結算會員
Individual clearing 

member

一般結算會員
General clearing 

member

Minimum Paid-in Capital

新台幣20億
NT$2 billion

(US$ 67 million)

新台幣80億
NT$8 billion

(US$267 mill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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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算作業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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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頭衍生性商品提交集中結算流程
Workflow of OTC derivatives clearing

*Step3&4-Only for client clearing*Step3&4-Only for client cl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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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頭衍生性商品提交集中結算架構
OTC Market 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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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作業時程，將與業者溝通後，再行調整

每日結算作業時程
Daily Operation Schedule

49



保證金抵繳管理
Collateral Management 

 本公司規劃收取得抵繳原始保證金之擔保品分為現金及非現金：

 Cash：NTD, USD, (EUR, GBP, JPY, AUD and CNY may be included).

 Non-Cash：Taiwan Government Bonds. (U.S. Treasury may be included.)

 Concentration Control

 Haircut：Calculated by H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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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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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規劃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之保證金，可分為原始保證金(Initial Margin)、
其他加收保證金(Additional Margin) 及變動保證金(Variation Margin)，用來涵蓋未來
潛在曝險、目前曝險及契約到期前可能面臨之其他風險。

保證金之架構及組成
Margins :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Initial Margin

Market Risk

(HVaR)

Liquidity 
Risk

Additional 
Margin

Credit Risk 
Margin

Variation Margin

Mark-to-
Market daily

Cover PFE(Potential Future 

Exposure) and other risks 

Cover current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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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酌委外研究之建議及國際結算機構之作法，本公司規劃市場風險之計
算採歷史風險值(HVaR)計算：

53

產生歷史報酬矩陣

波動度調整因子

產生情境(Generated Scenarios)

計算每個情境下
投資組合P&L的折現值

依損益大小排序，取損失高於信
賴水準之值計算保證金

＊樣本範圍：歷史情境+壓力情境
＊回溯期間：5年(共1,250個歷史情境)
＊報酬率天數：自營採5天，客戶採7天

＊採EWMA加權波動度調整波動度

＊依更新之波動度重新建構報酬率情境
  矩陣

＊信賴水準：依據EMIR規範，採99.5%
＊為避免厚尾發生，取高於信賴水準
  之VaR值平均(Expected Shortfall)

保證金：原始保證金(市場風險)



 訂定流動性風險保證金加收基準
 除KRX外，各結算機構皆以市場風險 (如：原始保證金或部位曝險額

)作為流動性風險保證金加收基準，本公司規劃採部位曝險額作為流
動性風險保證金加收基準。

 設定流動性風險保證金加收門檻及加收保證金乘數
 商品活絡程度、買賣報價之寬度(bid-ask spread)，將影響部位處理

(close-out)之損益，店頭衍生性商品市場之交易價量未若集中交易市
場透明，因此流動性風險加收保證金門檻及流動性風險乘數建議應
先蒐集市場參與者之交易狀況後訂定之。

 加總各商品之流動性風險保證金
 依各商品之加收門檻及流動性風險乘數，計算各商品之流動性風險

保證金，並予以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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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原始保證金(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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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加收保證金
主要係為控管結算會員之財務資源是否足以支應其所承接
之業務，倘業務擴大太快，可能導致其違約時，其資本不
足以涵蓋違約所造成之損失。

 本公司規劃之信用風險加收保證金業納入結算會員風險管理
之ㄧ環：
 倘結算會員實收資本額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之保證金總

額之百分之二十者，則加收保證金。
 本規畫係參考JSCC、KRX及本公司集中市場之制度。

保證金：信用風險加收保證金



 每日結算價主要係用來計算契約之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 ，每日對部位進行洗價，以得出每日NPV之變化、保證
金追繳金額及價格校正利息(Price Alignment Interest, PAI)。

 本公司參採國外主要結算機構之下列步驟，計算每日結算價

1) 透過外部資訊源(如：Bloomberg、路透等)，取得各商品之市場報價
，利率型商品之報價來源包含但不限於存款利率、拆款利率、利率
期貨、利率遠期、交換利率(包含：IRS、OIS及Basis Swap)等；匯
率型商品之報價來源包含即期匯率、外匯交換匯率及利率曲線等。

2) 結算機構為避免市場報價極端值影響每日結算價之計算，就前述各
商品不同天期之報價，先去除最高值及最低值後，採用簡單平均計
算，並插補方式建構零息利率曲線(Zero Coupon Yield Curves)及匯
率曲線(FX Curve)。

3) 透過前項建構之零息利率曲線及匯率曲線，並計算折現因子
(Discount Factor)後，將各天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計算各契約之
NPV及PAI。

每日結算價計算
Daily settlemen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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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違約結算會員保證金

2
• 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

3
• 結算所自提儲備基金

4
• 非違約結算會員交割結算基金

5
• 非違約結算會員額外指定分擔金額

(Assessment Power)

 Default Loss Waterfall

6
• 變動保證金獲益折扣

• (Variation Margin Gains Haircut)

7
• 結算會員自願性資本投入

(Voluntary Recapitalization)

8
• 淨額結算(Close-out Netting)

 Waterfall Exhausted

以CM參與拍賣之結果決定支應順序，
提高CM積極參與違約處理程序之誘因

違約處理：違約損失分配程序
Default waterfall

建議於期貨交易法規範店頭結算機構財務
安全防衛資源耗盡時之損失分配機制，惟
國際間尚刻正研議復原及處置計劃(RRP)，
將適時增訂相關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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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處理
Default Management

發生違約事件

召集違約處理委員會

客戶帳戶移轉

避險交易

拍賣

財務安全防衛資源

•立即暫停違約結算會員之結算業務，啟動違約處理程序。

•違約處理小組之成員由本公司及結算會員推派之代表組
成。

•未被成功移轉之客戶帳戶將進入拍賣程序。
•設置特別違約專戶，處理違約結算會員未被移轉之部位。

•違約結算會員未被移轉之部位將記錄於拍賣簿中，並建
構成不同拍賣組合。各拍賣組合分別舉行拍賣，違約結
算會員自有與客戶帳戶之部位不可合併拍賣。
•拍賣舉行日前20個營業日，擁有與該拍賣組合相同類別
商品之其他非違約結算會員，均有義務參與拍賣。
•相同價格之最高標單，最早提交者為成功得標者。
•拍賣程序完成，成功得標結算會員需繳付保證金及價金，
本公司將更新交易登記與結算系統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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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時程規劃
Tim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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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時程規劃
Time planning

 第一階段：結算會員自營交易之結算服務(dealer to dealer 

clearing)預計於2020/12月底上線。

 第二階段：結算會員客戶交易之結算服務(client clearing)，
預計於2021/6月底上線併同實施強制集中結算。

(惟仍需視建置及業者準備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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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
有關本公司建立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

制之時程規劃，謹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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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規及法律文件修訂(惟仍需視實際時程規劃，將視各項作業準備時間再行調整)
1. 預計於2019年底前完成本公司結算業務規則及相關規章辦法增修訂草案，並於2019年10月起與市場參與者

及專家學者就草案進行溝通，蒐集相關意見並酌修草案內容，預計於2020年2月函報主管機關核定。

2. 本公司、結算會員及市場參與者須簽署之三方契約，將遵守國際交換交易暨衍生性商品協會(ISDA)或美國
期貨業協會(FIA)所公布之店頭衍生性集中結算契約(Cleared Derivatives Execution Agreement)，以符合國際
規範及交易實務。相關時程將併同前1點。

3. 預計於2019年9月起籌備開業前風險諮詢委員會(Interim Risk Committee)，將邀集專家學者及市場參與者共
同組成，該委員會將參與法規審議及專案規畫等事宜。

二.系統建置(惟仍需視建置及業者準備狀況而定)
本公司預計2019年10月進行系統開發建置，預計於2020年5月釋出系統規格提供市場參與者進行系統開發：

1. 2020年6月開始進行第一階段(Dealer to Dealer Clearing)全市場連線測試。

2. 2021年4月開始進行第二階段(Client Clearing)全市場連線測試。

三.會員上線(Member on-boarding)(惟仍需視建置及業者準備狀況而定)
1. 專題研討會(Workshop)

本公司於籌備期間業已拜訪數家國內金融機構，希冀取得市場規畫共識，於本次公聽會結束後，於2019

年8月起至2021年4月，預計舉行11場專題研討會，主題將涵蓋但不限於：風險管理、保證金計算、會員
管理、違約演練、交易確認登記平台、法規研討等面向。

2. 會員上線流程

1) 本公司預計2020年4月完成結算會員營運手冊及使用者系統操作手冊，以供欲申請擔任本公司結算
會員之業者了解會員上線步驟、所須備齊之文件及系統規格。

2) 本公司預計2020年6月起接受及審核結算會員申請、違約演練及相關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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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規劃時程

以下就集中結算法規增訂、法律文件撰擬、結算系統建置、會員上
線準備及其他相關事項，規劃各項作業時程，以配合機制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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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時程規劃，將視各項作業準備時間再行調整

2019Q3 2019Q4 2020Q1 2020Q2 2020Q3 2020Q4 2021Q1 2021Q2

法規
．草擬本公司業務規則及規

章辦法

．洽業者及學者討論本公司業

規及辦法，並完成草案
．函報本公司業規及辦法

法律文件
．參採ISDA/FIA Master

Agreement，草擬法律文件
．洽業者及學者討論法律文件 ．函報法律文件及契約

系統建置 ．業者系統開發

會員上線準備 ．研訂結算會員營運手冊 ．開放結算會員申請

Workshop ．本公司預計於機制上線前，辦理約11場workshop，以使市場瞭解本公司集中結算規劃

第一階段(Dealer to dealer clearing)上線 第二階段(client clearing)上線

．第一階段全市場測試連線 ．第二階段全市場測試連線

．檢核結算會員申請、違約演練

．籌備開業前風險諮詢委員會(Interim Risk Committee)，就法

規審議及專案規畫等事宜提供意見

．本公司結算系統開發與建置(含web-portal功能)



案由三
有關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

，謹提請討論。

64



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

一. 交易確認登記平台之角色與功能

交易雙方於交易平台上(如Bloomberg等Electronic Platform)完成後，得以在交易
確認登記平台即時確認交易內容、指定結算會員與結算機構及傳送確認後之交
易資料予CCP，亦將交易雙方原簽訂之交易契約(ISDA契約)藉由此平台進行債
務變更(novation)程序，解除原交易契約，成為CCP與交易雙方之新契約，由
CCP成為交易雙方之共同交易對手，故交易確認登記平台具法律約束力(legal 

binding)，屬於集中結算流程之一環。

二. 國際主要結算機構實務作法

依國際實務作法，為便利市場參與者參與集中結算，國際主要結算機構如倫敦
結算所(LCH)及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等均提供多管道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由
市場參與者依其所需自行選擇，如下：

 LCH(倫敦結算所)：MarkitWire/TradeSERV、Bloomberg LP(Bloomberg 

VCON)、Bloomberg SEF、Bloomberg Trading Facility Ltd、DWSEF 

LLC(DealerWeb SEF)、TWSEF LLC (TradeWeb SEF)、TradeWeb Europe Ltd

、TrueEX、TruePTS、Tera Exchange、Traiana等。

 CME(芝加哥商業交易所)：MarkitWire/TradeSERV、Bloomberg、Traiana、
Tera Exchange、TrueEX、TradeWeb…等。

65



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

三. 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

 MarkitWire

現為國際主要結算機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之一，IRS產品主要透過該平
台進行交易確認；MarkitWire符合國際監理要求之即時交易確認服務，
且支援債務變更(novation)程序、更新提交集中結算之交易狀態（接受
、拒絕或暫停）等功能；現行國內金融機構亦有採用該系統作為交易確
認登記平台。

 TradeSERV

現為NDF交易確認平台之一，目前有提交集中結算之NDF商品中達99%

係透過該平台進行交易確認；TradeSERV符合國際監理要求之即時交易
確認服務，且支援債務變更(novation)程序，亦提供全球「直通式處理
」（Straight Through Processing；STP）服務以連線至全球主要結算機
構，協助使用者降低維運與連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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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

三. 本公司規劃認可之交易確認登記平台

櫃買中心衍生性商品交易資訊儲存庫(TR)

櫃買中心TR為主管機關核可及國內店頭市場參與者使用之申報平台，

部分業者建議透過TR進行交易確認登記。櫃買中心可直接透過TR系統

，依業者指示將業者擬送交期交所集中結算之交易資料直接傳送予期交

所(含新作交易與流通契約)，期交所接受後直接修改業者TR系統交易對

手，可在現有業者熟悉作業下提供TR申報與資料傳輸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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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
有關本公司規劃建置結算系統入口網站提供

交易結算資訊，俾利市場參與者運用
，謹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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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站(web portal)之目的與功能

 目的：為協助市場參與者降低資訊系統建置及業務維運成本，本公司
規劃建置集中結算系統之Web Portal，供本公司與結算會員間用以溝
通主要訊息及日常業務運作操作平台，可清楚掌握結算會員自有帳戶
及客戶帳戶狀況，協助結算會員完成日常作業。

 主要功能規劃如下：

1. 部位管理

結算會員得隨時於儀錶盤(Dashboard)確認交易狀態，包含：

(1)交易紀錄(trade blotter)

結算會員得隨時查詢每筆交易之內容，包含產品類別、債務變更狀態
(novation status)屬於接受(accepted)，拒絕(rejected)，或暫停(pending)

、交易日、到期日、幣別、名目本金等。

(2)保證金及部位曝險管理(headroom & risk exposure)

結算會員可隨時了解目前保證金餘額(原始保證金與變動保證金)、淨
現值(Net Present Value)、擔保品及超額保證金合計是否超逾限制，以
監管部位曝險及保證金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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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擔保品管理(Collateral Position)

結算會員得於Web Portal監管擔保品部位、適用之折扣率(Haircut)、擔
保品移轉、擔保品交割。

3. 保證金模擬試算(what-if Simulation)

結算會員得於Web Portal在不影響現有部位的狀況下，對於擬增加的交
易部位模擬試算保證金水位。

4. 客戶交易結算(Client Clearing)管理

(1) 結算會員得隨時於儀錶盤(Dashboard)確認其代結算客戶交易狀態
，包含原始保證金狀態、變動保證金狀態、擔保品狀態、交易限額
及目前已使用之限額。

(2) 相關資料皆可細分為客戶層級資訊(Client Account Level)，且皆
透過Web Portal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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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站(web portal)之目的與功能



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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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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