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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期貨市場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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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8年成交量 

期貨 17,151,319,397 

選擇權 13,131,177,897 

Total 30,282,497,294 

 2018年衍生性金融商品成交量達
30.28(billion)，創歷年新高。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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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成長率20.2%為自2010年之後成長最快速的一年。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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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2018年全球期貨市場交易量成長概況 

類別 
2018年交易量 
(百萬口) 

2017年交易量 
(百萬口) 

年成長率 

期貨 17,151 14,842 15.6% 

選擇權 13,131 10,356 26.8% 

總計 30,282 25,198 20.2% 

資料來源：FIA MARKETVOICEMAG 

商品發展交易概況-1 6 

 2018年全球衍生性商品集中市場交易量達 302.82 億口，創下
歷史新高，年成長率達 20.2%，為 2010 年以來最高。 

 期貨交易量成長15.6%  達171.51億口，選擇權交易量成長 
26.8% 達131.31億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商品發展交易概況-2 

 利率類：成長主要來自北美
地區(市占率53%)，該區主
力商品為CME之歐洲美 元期
貨、5年及10年期美國國債
期貨 

 股權指數類：受2018年第
一季及第四季股市大幅波動
影響，2018年股價類期貨交
易量躍升，並主要由亞洲及
拉丁美 洲市場帶動 

 匯率類：主要由印度及巴
西驅動市場交易量，因當地
貨幣匯率振幅較往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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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股價指數類及個股類：如前所
述，受股市大幅波動影響，全
球股價指數類及個股類選擇權
商品皆年增逾兩成，市占率合
計逾八成 

 匯率類：2018年匯率類選擇權
與期貨交易量發展相似，主要
由印度市場小型契約所貢獻 

商品發展交易概況-3 

類別 2018年交易
量 

市佔率 
較2017年 
成長率 

股價指數類 6,552 49.9% 30.7% 

個股類 4,251 32.4% 22.5% 

匯率類 1,166 8.9% 42.0% 

利率類 874 6.7% 11.5% 

能源類 162 1.2% -2.4% 

農產品類 101 0.8% 25.6% 

貴金屬類 14 0.1% 21.3% 

非貴金屬類 11 0.1% -0.5% 

其他 0 0.0% 10.2% 

總計 13,131 100.0% 26.8% 

2018年全球各類別選擇權商品交易概況 

資料來源：FIA MARKETVOICEMAG 單位：百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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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2018年成長快速主要是因為亞洲區域和拉丁美洲
區域的快速成長。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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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2,572,507 

亞洲成長率 

2,776,523,066 拉丁美洲成長率 
5,265,097,175 

歐洲成長率 

10,559,161,846 北美成長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項目 2018年未平倉量 

期貨 227,985,561 

選擇權 599,604,189 

Total 827,589,750 

 2018年衍生性金融商品未平倉量下降至
8.276億張合約。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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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2018年未平倉量成長率下降1.4%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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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2018年衍生性金融商品未平倉量前三名分別為個股類、股
價指數類和利率類。 

資料來源：FIA 

項目 2018年未平倉
量 

百分比 

股價指數類 217,123,444 26% 

個股類 327,043,270 40% 

利率類 164,138,698 20% 

匯率類 28,507,922 3% 

能源類 60,052,320 7% 

非貴金屬類 7,139,876 1% 

農業類 17,106,462 2% 

其他 2,686,306 0% 

貴金屬類 3,791,452 0% 

Total 827,589,750 100% 

12 
未平倉量占比 

能源類7% 

股價指數類 
26% 

個股類40% 

利率類2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個股類佔所有未平倉量近40％且比2017年下降近5％
，這是未平倉量總體 下降的最大原因。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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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項目 2018年1-6月成交量 2019年1-6月成交量 成長率 

期貨 8,491,964,822 9,288,077,941 9.4% 

選擇權 6,408,367,074 7,264,218,747 13.4% 

Total 14,900,331,896 16,552,296,688 11.1% 

 2019年1-6月衍生性金融商品成交量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11.1% 。 

資料來源：FIA 

 

11.1% 
 
 

13.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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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2019年1-6月亞洲和拉丁美洲
成交量比其他地區成長快速。 

資料來源
：FIA 

15 

其他 

歐洲 

北美 

5.8% 

35.8% 

-7.5% 

-5.3% 

31.7% 

拉丁美洲 

亞洲 

地區 2018年1-6月 
成交量 

2019年1-6月 
成交量 

成長 
率 

亞洲 5,133,828,746 6,760,553,703 31.7% 

北美 5,391,776,769 5,103,422,501 -5.3% 

歐洲 2,713,501,357 2,510,014,065 -7.5% 

拉美 1,402,006,860 1,903,964,061 35.8% 

其他 259,218,164 274,342,358 5.8% 

Total 14,900,331,896 16,552,296,688 1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項目 2018年6月未平倉量 2019年6月未平倉量 成長率 

期貨 236,739,436 243,775,482 2.97% 

選擇權 614,836,400 640,776,732 4.22% 

Total 851,575,836 884,552,214 3.87% 

 2019年6月衍生性金融商品未平倉量相較於去年
同期成長3.87% 。 

資料來源：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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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地區 
2018年6月 
未平倉量 

2019年6月 
未平倉量 成長率 

亞洲 75,621,693 79,209,771 4.7% 

北美 447,613,899 457,031,911 2.1% 

歐洲 228,471,384 233,356,281 2.1% 

拉美 82,638,059 99,378,411 20.3% 

其他 17,230,801 15,575,840 -9.6% 

Total 851,575,836 884,552,214 3.9% 

 2019年6月拉丁美洲未平倉量相較於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0.36%。 
 2019年6月亞洲未平倉量相較於前一年同期增加了4.7%。 

資料來源：FI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亞洲期貨市場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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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球期貨市場各區域交易量，前三名分別為亞洲
(37 %)、北美(34.9% )、 及歐洲(17.4 %) 

 2018年全球期貨市場交易量成長率，前三名分別為拉
丁美洲(40.8% )、亞洲 (27.1% )及北美(18.8% ) 

 2018年亞洲交易量重回各區域之冠，成長率亦高居第二，亞
洲期貨市場成亮點 

區域 交易量 市占率 成長率 未平倉量 市占率 成長率 

亞洲 11,193 37.0% 27.1% 68 8.2% -1.4% 

北美 10,559 34.9% 18.8% 455 55.0% -1.1% 

歐洲 5,265 17.4% 6.7% 212 25.6% 9.0% 

拉丁美洲 2,777 9.2% 40.8% 71 8.6% -13.6% 

其他 489 1.6% -17.8% 21 2.5% -36.6% 

總計 30,282 100.0% 20.2% 828 100.0% -1.4% 

2018年全球各區域期貨市場交易概況 (單位：百萬口) 

資料來源：FIA 

亞洲期貨市場成亮點-1 19 



亞洲期貨市場成亮點-2 

資料來源：2019年3月份FIA MarketVoice Magazine 

 2018年全球前20大期貨交易所中，位於亞洲的交易所就佔了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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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期貨商品交易量統計 2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亞洲地區選擇權商品交易量統計 2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亞洲地區期貨及選擇權商品交易量統計 2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亞洲地區期貨及選擇權商品OI統計 2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亞洲交易所新商品一覽(2018~迄今) 



盤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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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交易時間以當地時間表示 

27 亞洲主要交易所盤後推動概況-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新加坡交易所 

 亞洲自建盤後交易平台交易所中，新加坡交易所最早設有盤後交 
易時段 

 該交易所之商品主要以國外股價指數為標的，故其商品之一般交 
易時段各有不同，並在收盤一段時間後，依不同時間開始盤後交 
易，盤後交易收盤時間則相同，並採逐步延長交易時間方式推動，  
90年開始推動盤後交易，95年12月由19:00延長至22:55；98年8月 
延長至23:55；99年1月延長至01:00；99年8月延長至02:00；105  
年10月31日延長至04:45；108年11月延長至05:15 

 另新加坡交易所約9成商品設有盤後交易時段，涵蓋股價指數類、 
利率類、匯率類、商品類期貨及選擇權 

 新加坡摩台指數期貨盤後交易時段交易量占全日交易量約占15% 

28 亞洲主要交易所盤後推動概況-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日本交易所 

 盤後交易開盤時間依商品類別於不同時間開盤，股價指數期貨及 

選擇權統一於16:30開始盤後交易，公債期貨及選擇權統一於 

15:30開始盤後交易，盤後交易收盤時間則相同，並採逐步延長方 
式推動 

 96年9月開始盤後交易時段至19:00；97年11月延長至20:00；99年 

7月延長至23:30；100年7月延長至03:00；105年7月19日延長至 
05:30 

 另日本交易所之商品除個股選擇權及TAIEX Futures無盤後交易時 
段，其餘商品皆設有盤後交易時段 

 小型日經225指數期貨盤後交易時段交易量占全日交易量約占31% 

29 亞洲主要交易所盤後推動概況-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亞洲主要交易所盤後推動概況-4 

  香港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較新加坡及日本晚建置盤後交易平台，上線
初期盤後 交易時段僅掛牌恒生指數期貨及H股指數期貨
，後再逐步增加小型 恒生指數期貨、小型H股指數期貨
、人民幣貨幣期貨及倫敦金屬期 貨小型合約 

各商品盤後交易統一於17:15開盤，收盤時間初期為
23:00，103年 
11月延長時間至23:45，108年6月延長時間至03:00 

恒生指數期貨盤後交易時段交易量占全日交易量約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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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證券市場逐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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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市場自109年3月23日起，股票撮合將由每5秒集合競價，調
整為逐筆交易 

 現行期貨市場已經是逐筆交易，未來股票市場全面逐筆撮合時
，評估對股票期貨可能影響： 

 逐筆交易後，股票撮合與揭示速度增加，有助於股票期貨
與標的證券的套利活動 

 期貨與現貨市場套利活動增加，股票期貨與標的證券價格的
市場效率 

 股票期貨參與者深度及廣度增加，買賣價差有機會縮小 

 現貨市場逐筆撮合可能增加盤中股票價格波動度，進而影
響股票期貨價格 盤中波動度，惟評估影響將不明顯 

逐筆對股票期貨的影響 3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程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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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近幾年資訊電腦科技進步，程式交易在期權
市場已經蔚為主流，常常聽到人人談MultiCharts
、API、自動交易，乃至高頻交易、演算法交易、
人工智慧(AI) 

 程式交易已經是普遍的交易行為，但因部分交易人
採電腦程式進行交易時，未發現程式有誤，導致
錯誤下單等，因而可能產生成交價格異 常事件 

 國際上高頻交易的演算法交易大量使用，使得交易
市場的複雜度增加， 為市場公平性及風險管理帶來
衝擊。鑒於演算法交易或高頻交易在金 融市場之影
響力與日俱增，且國際間金融市場的相互依存性及
高度關 聯性，為維護證券期貨市場的交易秩序，加
強演算法交易之控管，將 是未來各國證券期貨監理
機構共同之趨勢 

34 交易行為改變及場監理-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歐盟市場監理規範及措施 

歐盟執行委員會於 2017年完成修訂歐盟金融
工具市場準則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MiFID II)，並於2018年1
月付諸實施 

為提高市場透明度及加強投資人保護，MiFID II 對
凡在歐盟市場從事或參與演算法交易的業者，包括
交易所、投資公司、造市者 及提供直接電子連線 
(Direct Electronic Access, DEA)服務之公司及
一般結算會員等，應具備的系統及管控機制要件，
均詳盡 規範 

35 交易行為改變及場監理-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印度市場監理規範及措施 
 為避免演算法交易及高頻交易對市場帶來之風險，印度

主管機關(SEBI)要求交 易所每月需提交月報，內容包括
演算法交易占總交易量比例、經手經紀商相關 交易彙整
、功能不彰或交易程式發生錯誤等統計及資料，另經紀
商及自營商則 需每年提交經合格資訊系統稽核師簽證之
系統稽核報告給交易所，確保系統管 控符合要求 

 印度證券交易所(NSE)自2009年開始即對各種演算法程式
交易進行管控，業訂定 與實施相關管控措施，透過事前
申報核准制、交易前之預防控制措施及交易後 之控管等
三大面向進行管控 

 另為防止交易人大量委託並刪單之行為，亦針對交易會
員之委託成交比率過高 者予以收費，並就相關異常交易
行為進行後續分析，以有效管理演算法交易或 高頻交易
，減少電子交易對市場帶來之風險，增加交易透明度，
維護市場穩定 性與公平性 

36 交易行為改變及場監理-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韓國市場監理規範及措施 

韓國2013年12月因HanMag期貨商程式失誤，誤
輸入幾千筆Kospi選 擇權委託單，短短143秒
即損失了462億韓寰(資本額為200億)， 
2014年韓國交易所即開始對期貨及選擇權
商品實施價格穩定及  Kill Switch機制，
以加強風險管控，防止類似錯誤再次發生 

 2017年5月17日通過立法，未來將要求高頻交易
商向主管機關登記， 指定境內代理人負責申報
作業，並需建置妥適之風險控管機制 

37 交易行為改變及市場監理-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交易行為改變及市場監理-5 

  美國市場監理規範及措施 

 2010年5月的Flash Crash，造成道瓊工業指數數分鐘暴跌千點，2012
年8月Knight Capital的程式失誤，導致空前數量的錯誤委託單向市
場發 送，造成紐約證券交易所148家上市公司價格巨幅波動，此外
尚有多起 重大市場失序事件，均肇因於交易程式出錯 

 民主黨執政時期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針對管理演算法交易提出
之 自動化交易草案(Regulation Automated Trading, Reg AT)，與前
述歐 盟規範有諸多雷同之處，共和黨執政後，該草案仍在繼續諮詢評
估 

 另為了削減自動化交易藉速度優勢，截取較佳之價格，可能對其他交
易人帶來負面之影響，若干交易所陸續採行了減速機制(Speed Bump)
。如 美國IEX交易所對所有交易，包括委託下單、委託回報或成交回
報等傳 輸，一律延緩350微秒。之後，紐約證券交易所在SEC要求下
，也針對小 型及中型股票，採行減速機制 

3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蔡蒔銓教授 



動態價格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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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盤中瞬間價格異常事件，國際上有期貨交易所透過建置「動態
退 單機制」予以防範。近年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如CME、Eurex、
KRX、HKEx及NSE等，均陸續推動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以防範因錯誤
下單、胖手指及盤中委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等事件，所產生之價
格異常波 動風險 

 在國內，期交所亦參採國際作法，近年分階段實施期貨市場動態價格 
穩定措施，以強化市場價格穩定功能，提升國內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概念為交易所訂定一「合理成交價格區間」，該即 
時價格區間於盤中隨市場成交價格、買賣報價行情及理論價格動態調 
整，當買進(賣出)委託之可能成交價超過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時
， 系統會將該委託退回，以防範交易人成交於異常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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