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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市場及匯率衍生性商品
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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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匯市場各幣別交易比重

美元、歐元、日圓、英鎊及澳幣為前5大交易最活絡貨幣

資料來源：BI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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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外匯市場概況

2017年1-9月份台北外匯市場，全體外匯交易量淨額共計
54,007.8億美元，平均每日外匯交易量為290.4億美元

就交易幣別來看，第三貨幣交易，以美元兌人民幣最高，其
次為歐元兌美元、美元兌日圓、澳幣兌美元及英鎊兌美元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新聞稿

新台幣兌外幣交易 第三貨幣交易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新台幣兌美元 26,041.6 48.2

美元兌人民幣 6,153.6 11.4%

歐元兌美元 5,746.7 10.6%

美元兌日圓 5,046.4 9.3%

新台幣兌其他
外幣

1,004.7 1.9

澳幣兌美元 2,981.3 5.5%

英鎊兌美元 1,571.6 2.9%

其他外幣 5,461.9 10.1%

合計 27,046.3 50.1 合計 26,961.5 49.9

(億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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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

英鎊兌美元匯率

 若GBP/USD為1.3368，代表1英鎊可兌換1.3368美元。

 英鎊兌美元匯率走高，代表英鎊升值、美元貶值；反
之，則代表英鎊貶值、美元升值。

澳幣兌美元匯率

 若AUD/USD為0.7548 ，代表1澳幣可兌換0.7548美元。

 澳幣兌美元匯率走高，代表澳幣升值、美元貶值；反
之，則代表澳幣貶值、美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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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續)

以英鎊匯率(GBP/USD)為例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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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資訊

各財金網站

搜尋GBP/USD、AUD/USD

資料來源：Google

期交所行情資訊網站
http//info512.taifex.com.tw/
Future/index_home.aspx

http://info512.taifex.com.tw/Future/Disclaim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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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資訊(續)

以澳幣匯率(AUD/USD)為例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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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10大匯率期貨交易所

名次 國家 交易所 2017年(1-9月)交易量

1 俄羅斯 MOEX 533,237,683

2 印度 NSE 530,443,479

3 印度 BSE 429,879,945

4 美國 CME 171,777,621

5 巴西 B3 169,058,953

6 土耳其 BORSA ISTANBUL 52,701,052

7 韓國 KRX 48,633,247

8 南非 JSE 47,003,536

9 印度 mSXI 15,426,503

10 杜拜 DGCX 11,125,245
資料來源：Trad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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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英鎊及澳幣匯率期貨交易概況

英鎊兌美元匯率期貨

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

交易所 契約名稱 2017年(1-9月)交易量 日均量

MOEX GBP/USD 1,444,257 7,682

CME GBP/USD 22,570,487 116,946

CME E-micro GBP/USD 521,478 2,702

資料來源：TradeData

交易所 契約名稱 2017年(1-9月)交易量 日均量

MOEX AUD/USD 367,740 1,956

CME AUD/USD 17,857,037 92,524

CME E-micro AUD/USD 781,142 4,047

SGX AUD/USD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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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期貨之
考量(一)

 台北外匯市場，新台幣以外之第三貨幣交易，以美元
兌人民幣最高，其次為歐元兌美元、美元兌日圓、澳
幣兌美元及英鎊兌美元。本公司已推出人民幣、歐元
及日圓匯率期貨，基於完整期貨市場之匯率產品線，
爰推出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期貨，以發揮多元商
品之綜效，提供更多匯率避險管道。

 國人複委託交易國外匯率期貨，澳幣兌美元及英鎊兌
美元分別為匯率期貨交易量第2、4大，2016年~2017年
(1-9月)日均量分別為1,994及847口，顯示交易人對於
澳幣及英鎊衍生性商品具有需求。
(註)第1及3大為歐元兌美元、日圓兌美元匯率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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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期貨之
考量(二)

 英鎊及澳幣匯價波動度介於9%至11%間，交易標的波
動度高，衍生避險、交易需求。

 現行已推出歐元、日圓期貨，再推出英鎊期貨，可組
成類美元指數期貨，有助於增加交易策略之多元性。

美元指數成分比重

幣別 比重 幣別 比重

歐元 57.6% 加幣 9.1%

日圓 13.6% 克朗 4.2%

英鎊 11.9% 法郎 3.6%

(註)美元指數係衡量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變化的一項綜合指標，由美元對六個主要
國際貨幣(歐元、日元、英鎊、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組成，其中歐元、日圓
及英鎊合計占美元指數比重約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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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期貨優點

提供相關匯率之避險及交易管道
 進出口貿易業者、外幣資產持有者及交易人等，可透過匯率期
貨，降低匯率價格波動風險，或依行情走勢進行交易操作。

 亦可與其他交易所匯率期貨進行跨市場價差交易或套利操作

交易門檻低，資金運用效率高
 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契約規模分別為2萬英鎊及

2.5萬澳幣，交易門檻較銀行外匯衍生性商品低許多，且期貨商
品具財務槓桿，可提升交易人資金運用效率。

集中市場交易，價格透明度高，具交易便利性
 店頭商品須與各金融機構詢價，若交易規模較小，亦將面臨較
寬之買賣價差，且契約轉手不易，交易人不易調整部位。

 期交所匯率期貨，於集中市場交易，公開競價，資訊透明度高
，交易人可隨時新增部位或反向平倉，交易便利。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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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
匯率期貨契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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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標的、交易日、交易時間

交易標的

 XBF：英鎊兌美元匯率

 XAF：澳幣兌美元匯率

交易日：同銀行營業日

交易時間

 一般交易時段：上午8：45～下午4：15

 盤後交易時段：下午5：25 ～次日上午5：00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8：45～
下午2：00，且無盤後交易

資料來源: 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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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模

契約規模

 英鎊兌美元期貨：20,000英鎊

 澳幣兌美元期貨：25,000澳幣

 與現行匯率商品契約規模相近，有助於創造流動性

 澳幣兌美元期貨另有參考SGX之契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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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方式及最小升降單位

報價方式(同外匯市場交易慣例)

 英鎊兌美元期貨：每1英鎊兌美元→美元計價

 澳幣兌美元期貨：每1澳幣兌美元→美元計價

 同外匯市場交易慣例

最小升降單位

 英鎊兌美元期貨：0.0001美元/英鎊（2美元）

 澳幣兌美元期貨：0.0001美元/澳幣（2.5美元）

 同外匯市場交易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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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幅限制

漲跌幅限制
 採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3%、±5%、±7%三階段漲跌幅
度限制；到期月份契約自最後交易日前一盤後交易時段起，第
三階段漲跌幅限制為±12%

 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過去10年之每日漲跌幅，98%以上漲
跌幅在3%以下，99.7%以上在5%以下，99.75%以上在7%以下，期
間最大漲跌幅，英鎊兌美元為11.1%，澳幣兌美元為9.7%，爰本商
品之三階段漲跌幅限制為3%、5%及7%，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
之第三階段漲跌幅限制為12% (本公司得視情況調整)

 現行人民幣、歐元及日圓匯率期貨一併修改為三階段漲跌幅：

 人民幣期貨、歐元期貨：3%、5%、7%

 日圓期貨、英鎊期貨、澳幣期貨：3%、5%、7%，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之第三階段漲跌幅限制為12%



放寬漲跌幅觸發基準月份

 英鎊、澳幣匯率期貨放寬漲跌幅觸發基準月份為3月、6月、9

月、12月之最近交割月份契約，遇最後交易日時，當日一般交
易時段之觸發月份由3月、6月、9月、12月之最近交割月份契
約調整為3月、6月、9月、12月之次一個交割月份契約。

 舉例：若英鎊兌美元匯率期貨之當日存續月份契約為201803、
201806、201809及201812，則：
 當日為一般交易日(非最後交易日)：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之觸發

準月份皆為201803契約。

 當日為最後交易日：一般交易時段之觸發基準月份由201803契約調整為
201806契約。

20

  2018 年 3 月 20 日                         2018 年 3 月 21 日 

    一般交易時段         盤後交易時段        一般交易時段 

 

       

  08:45       16:15   17:25          05:00  08:45 

 
觸發月份為 201803 觸發月份為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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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結算價、到期月份、最後交易日

每日結算價

 採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前一分鐘內所有交易之成交量加權平

均價(無成交價時，參考收盤時未成交之買、賣報價訂定之)

到期月份：4個季月
 觀察CME及MOEX匯率期貨交易量主要集中在季月契約(且高
度集中於最近季月)

 交割月份太多，易導致交易分散，降低契約流動性

最後交易日/最後結算日：交割月份第3個星期三
 倘遇國內假日或WM/Reuters因國際外匯市場休假未能提供
台北時間下午2時即期匯率，則以其次一營業日為最後交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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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方式、最後結算價

交割方式：現金交割

最後結算價
 英鎊兌美元期貨：最後交易日台北時間下午2時

WM/Reuters 英鎊兌美元即期匯率中價，四捨五入至小
數點後4位

 澳幣兌美元期貨：最後交易日台北時間下午2時
WM/Reuters 澳幣兌美元即期匯率中價，四捨五入至小
數點後4位

 符合外匯實務，亞洲銀行間匯率選擇權多於台北時間
下午2時（東京時間下午3時之Tokyo cut ）進行比價。

*WM/Reuters盤中即期匯率由湯森路透提供，湯森路透對本服務中的
任何數據出現錯誤或延遲或依據本服務而採取的任何行動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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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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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一)-預期英鎊升值

交易人看法 交易策略

 預期英鎊相對美元升值 買入英鎊兌美元期貨

(GBP/USD匯率走高)

日期 2017年12月1日 2017年12月8日
2017年12月份期貨 1.3368 1.3420
期貨操作 買進10口XBF 賣出10口XBF

獲利
（1.3420-1.3368）×20,000×10口

= 1,04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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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二)-預期澳幣貶值

交易人看法 交易策略

 預期澳幣相對美元貶值 賣出澳幣兌美元期貨

(AUD/USD匯率走低)

日期 2017年12月1日 2017年12月8日
2017年12月份期貨 0.7568 0.7420
期貨操作 賣出5口XAF 買進5口XAF

獲利
（0.7568-0.7420）×25,000×5口

=1,850美元



26

結算制度



結算制度之規劃

保證金及損益之計價幣別

保證金訂定及調整

保證金計收方式

最後結算價計算方式

到期結算作業

結算會員風險控管措施

期貨商對交易人之風險控管

27



保證金及損益之計價幣別

 英鎊兌美元期貨及澳幣兌美元期貨之保證金及損益計價
幣別為美元。

 國內期貨交易人應繳交美元保證金。

 境外外資以本公司公告之外幣繳交保證金。

 以美元計算損益，並計入帳戶美元餘額，計算美元權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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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及損益之計價幣別



本公司商品結構及保證金幣別架構

 美元計價商品保證金及追繳金額，本國交易人得依其與期貨商之約定
，以新臺幣或日圓繳交，並由期貨商代為結匯為美元，其結匯作業應
依央行「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9

保證金及損益之計價幣別(續)

商品

項目

臺幣計價

商品

美元計價

商品

人民幣計

價商品

日圓計價

商品

境外

外資

保證金

收付

本公司公告

之外幣

本公司公

告之外幣

本公司公

告之外幣

本公司公

告之外幣

損益 新臺幣 美元 人民幣 日圓

本國人

、境內外

資

保證金

收付
新臺幣 美元 人民幣 日圓

損益 新臺幣 美元 人民幣 日圓



保證金訂定及調整

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期貨結算保證金之訂定

結算保證金=期貨價格 × 契約規模 × 風險價格係數

風險價格係數
 參考一段期間內價格變動幅度，估算至少可涵蓋一日價格變動幅度

99%信賴區間之值。

進位方式
 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及原始保證金之收取標準以拾元為整數，

拾元以下無條件進位至拾元。

保證金調整方式
 同其他上市匯率期貨，保證金變動幅度達百分之五以上得調整之

。

 保證金調整生效時點於公告日次一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起實施。

30



保證金計收方式

 本公司對結算會員及期貨商之保證金計收方式

 以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計算結算會員及期貨商之應有
保證金。

 期貨商對期貨交易人之保證金收取方式

 策略保證金計收方式

• 適用相同商品跨月價差部位組合。

 期貨交易人得與期貨商約定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

或依策略保證金計收方式辦理
31

委託及部位組合 保證金計收方式

買一口英鎊兌美元期貨

賣一口英鎊兌美元期貨

收取一口

英鎊兌美元期貨保證金

買一口澳幣兌美元期貨

賣一口澳幣兌美元期貨

收取一口

澳幣兌美元期貨保證金



最後結算價計算方式

 英鎊兌美元期貨

 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台北時間下午2時WM/Reuters 英鎊兌美元
即期匯率中價，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4位。

 澳幣兌美元期貨

 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台北時間下午2時WM/Reuters 澳幣兌美元
即期匯率中價，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4位。

 倘前揭即期匯率中價因故未能於最後結算日本公司執行到期交割
作業前產生，或最後結算價顯不合理時，由本公司參酌主要金融
資訊系統(如湯森路透或彭博資訊等)揭露之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
美元匯率市場價格決定之。

32



到期結算作業

 到期結算作業
 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契約之結算方式，採
現金結算方式辦理。

 交割月份之未沖銷部位以最後結算價進行到期部位結算
作業，依最後結算價之差額，以淨額進行現金之交付或
收受。

 作業時間為每一交割月份之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5時。

33



結算會員風險控管措施

 為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英鎊兌美元、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契約交易標的之國際外匯市場係24小時

持續運作，其價格波動會連帶影響期貨市場，故該二項期貨交易契約為非
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委託量控管作業

 結算會員新增部位所需結算保證金不得逾其超額結算保證金總額。
 盤後交易時段(15:00~次日5:00) ：

 除計算成交損益以外，並以市價計算部位損益。
 一般交易時段盤後保證金追繳截止時點後之盤後交易時段(19:30~次日

5:00) ：
 倘結算會員之超額保證金不足，本公司於其一般交易盤後保證金追繳
截止時點超額保證金20%之數額內，暫不限制其新增委託。

 倘結算會員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逾其超額保證金及前述超額保證金
20%之數額時，本公司將採取限單措施。

 部位集中度管理
 結算會員未沖銷部位達20%(限制標準)者，本公司將依規定採取加收結算

保證金等風控措施。但未沖銷之部位總額未達1,800口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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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對交易人之風險控管

保證金收取方式

 依本公司公告之保證金金額及計收方式收取。

交易人應簽署相關檢核表

 已簽署「期貨交易人參與臺灣期貨交易所盤後交易時段交易重點提要檢核表」之

交易人，始得交易英鎊兌美元期貨及澳幣兌美元期貨；

 未簽署前揭檢核表之交易人，於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均不可交易非豁免

代為沖銷商品(包含英鎊兌美元期貨及澳幣兌美元期貨) 。

盤後交易時段新增委託時之保證金檢核

 一般交易及盤後交易時段之未平倉部位均須以市價洗價，計算可動用保證金。

 交易人於可動用保證金額度內，可新增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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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對交易人之風險控管(續)

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

 一般交易及盤後交易時段，倘交易人帳戶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且帳戶留有英

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之未平倉部位，期貨商應進行高風險帳戶通知。

代沖銷作業原則

 一般及盤後交易時段計算風險指標時，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之未平

倉部位須以市價洗價。

 交易人於一般交易時段之風險指標達代為沖銷標準(如25%)，期貨商應代沖銷其

所有尚在交易中之一般交易商品及盤後交易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盤後交易時段，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匯率期貨等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之全部

未平倉部位應進行代沖銷，豁免代為沖銷商品則不進行代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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