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交易所
鉅額交易制度介紹

為
提供交易人多元化商品交易管道，滿足大額

交易需求，並吸引機構法人及店頭市場交易

人參與我國期貨市場，促進交易活絡，我國期貨

市場鉅額交易機制係參酌證券市場發展歷程，先

於 2011 年 12 月 19 日推出逐筆撮合之鉅額交易

制度，使交易人能在鉅額交易市場，將大額委託

輸入期交所交易系統，以價格優先、時間優先之

公開競價原則進行撮合；後於 2013 年 12 月 2 日

開放議價申報之鉅額交易方式，讓買賣雙方交易

人於議定大額交易價格及數量後，由期貨商向期

交所申報，並經期交所檢核確認後成交。

期貨市場交易人因避險、轉倉、策略性、方

向性或遠月份契約交易等不同需求，除集中市場

一般交易方式外，可能還需進行鉅額交易，故交

易所提供便利多元之鉅額交易管道，有助滿足市

場參與者不同交易需求，吸引其持續參與期貨市

場。觀察期貨市場發展趨勢，近年來國際期貨交

易所紛紛採取將多數商品納入鉅額交易制度、調

降鉅額交易之最低申報數量標準，以及降低鉅額

交易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等措施，以提供更便利

更符合交易需求之鉅額交易制度，吸引交易人參

與。以下介紹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鉅額交易制度

以及近年相關發展，以供我國鉅額交易制度發展

之參考。

新加坡交易所（SGX）

SGX 衍生性商品之鉅額交易制度（Negotiated 

Large Trades）係提供大額交易買賣雙方於議定後，

將交易部位向交易所申報及結算之議價鉅額交易制

度，其鉅額交易適用於股價類、匯率類、商品類和

利率類等眾多類別之大部分期貨及選擇權商品。

鉅額交易買賣雙方於議定價格後應即時申報，

其申報之鉅額交易須符合交易所規定之最低申報數

量標準，例如：MSCI 臺灣指數期貨鉅額交易之門

檻為 50 口。原則上，鉅額交易之每一契約交易數

量均應達門檻，但針對同一標的之組合式委託，只

要組合中有任一契約（One Leg）達門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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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SGX 之鉅額交易門檻可以發現，其標準

之設置會考量商品集中市場一般交易之流動性，

對流動性較佳者要求相對較高之門檻，例如：日

均量逾 7 萬口之 MSCI 臺灣指數期貨鉅額交易門檻

為 50 口；而日均量僅近百口之 MSCI 臺灣指數期

權門檻則為 25 口。此外，近年 SGX 亦因應交易人

需求，調降 Nikkei 225 期貨等商品之鉅額交易門

檻，讓交易人更方便使用鉅額交易。

SGX 鉅額交易 24 小時均可進行，其價格無漲

跌幅限制，且不列入當日開盤、最高、最低及收

盤價格及行情紀錄。此外，為便利交易人以較精

確價格進行議價，鉅額交易價格之最小買賣升降

單位，可小於一般集中交易之升降單位，例如：

MSCI 臺灣指數期貨鉅額交易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

為 0.01 點，較一般集中交易之升降單位 0.1 點低。

韓國交易所（KRX）

KRX 之 衍 生 性 商 品 鉅 額 交 易（Negotiated 

Block Trades）亦採議價申報之方式，近年來 KRX

逐步將不同類別商品納入鉅額交易，例如：為便

利機構投資人進行大額交易及交易長天期契約，

除原已適用之匯率類及利率類商品外，2014 年將

股價類之 KOSPI 200 指數期貨及選擇權、個股期

貨及選擇權，以及商品類之黃金期貨亦納入鉅額

交易。

KRX 鉅額交易門檻之設置亦考量商品流動性

情形，不同到期月份之流動性設置不同標準，例

如：對流動性較佳之 KOPSI 200 指數期貨與選擇

權最近月契約設置 20 口之鉅額交易門檻，而流動

性相對較低之其他到期月份契約則僅要求 1 口之

門檻，以利交易人透過議價之方式交易流動性較

低之契約。在價差或組合單方面，KRX 之股價類

及商品類契約價差交易不適用鉅額交易，利率類

及匯率類之價差交易，則較非價差交易另外訂有

較高之門檻。

KRX 鉅額交易時間同集中市場一般交易，

其鉅額交易價格須介於交易所規定之參考價格上

下一定範圍內。另為滿足交易人精確掌握價格之

需求，KRX 將 KOPSI 200 指數期貨與選擇權及其

小型契約之鉅額交易最小買賣升降單位統一設為

0.01 點，不受限於集中市場一般交易之升降單位。

日本交易所集團（JPX）

JPX 自 2008 年 起 衍 生 性 商 品 之 鉅 額 交 易

（Block Trades）改透過現貨市場非集中競價交易

（Non-Auction Trading）之 J-NET 交易系統進行。

除少數未獲授權之國際指數商品外，JPX 所有商品

均適用鉅額交易。

配合期貨鉅額交易改於非集中競價交易系統

進行，為提升便利性，JPX 不再要求原鉅額交易最

小之 100 口門檻，將所有衍生性商品非集中競價

交易門檻統一設為 1 口，使交易人不論口數高低

均可自由選擇透過集中市場一般交易或採非集中

競價交易進行。

JPX 非集中競價交易時間依商品有所不同，然

均可涵蓋集中市場一般交易時段，集中市場夜盤

交易至次日上午 5 時 30 分收盤者，則非集中競價

交易同樣在次日上午 5 時 30 分結束。另 JPX 非集

中競價交易之價格，須介於交易所規定之參考價

格一定範圍內，而為充分滿足交易人精確掌握買

賣價格之需求，JPX 於 2016 年調降非集中競價交

易最小買賣升降單位，將個股選擇權設為 0.1 點，

其餘所有衍生性商品則一律設為 0.0001 點，均不

受限於集中市場一般交易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

香港交易所（HKEx）

HKEx 之鉅額交易（Block Trades）亦採取議價

申報之交易方式，且適用於大多數商品，僅小型

恒生指數期貨和選擇權以及小型 H 股指數期貨等

未納入適用範圍，主要係因該等小型契約之交易

人主要為自然人，較無鉅額交易需求，且如有鉅

額交易需求者仍可透過標準型契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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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Ex 之鉅額交易門檻，亦可觀察到流動性較

佳者門檻較高之情形，例如：日均量逾 40 萬口之

股票選擇權，門檻為 500 口；日均量逾 10 萬口

之恒生指數期貨，門檻為 100 口；而日均量未達

百口之人民幣期貨為 50 口。另其鉅額交易如為價

差或策略組合，則組合單中只須任一契約達門檻

即可。

HKEx 鉅額交易時間同集中市場一般交易，其

鉅額交易價格無漲跌幅限制，亦不列入開、高、

低、收價格及行情紀錄，其最小買賣升降單位則

與集中市場一般交易之升降單位相同。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Group）

CME Group 之鉅額交易（Block Trades）亦採

取議價申報之方式，且其不允許透過電子系統或

平臺接受多方委託進行撮合之鉅額交易方式。CME 

Group 旗下眾多交易所，如：CME、CBOT、NYMEX

及 COMEX 等掛牌之眾多不同類別商品多適用鉅額

交易。

CME Group 之鉅額交易門檻，亦依商品交易

情形及流動性設置，例如：日均量逾 20 萬口之歐

元兌美元期貨門檻為 150 口；日均量 9 萬餘口之

澳幣兌美元期貨門檻為 100 口；日均量 1 口之美

元兌人民幣期貨門檻為 10 口。近年來 CME Group

為便利交易人建立新部位或滿足其轉倉繼續持有

部位等需求，對過去一段期間流動性較差商品調

降其鉅額交易門檻，例如：於 2017 年將日均量

未達 10 口之 E-mini NASDAQ Biotechnology Index

（BTIC）期貨鉅額門檻由 50 口調降為 20 口、將

日均量千餘口之 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期貨

門檻由 300 口調降為 50 口。比較特別的是，CME 

Group 之 S ＆ P 500 期貨及道瓊期貨和選擇權，均

不適用鉅額交易，主要係因該等商品交易極度活

絡，大額委託透過集中市場一般交易成交相對其

他商品容易，且不影響集中市場價格。

CME Group 旗下交易所對價差交易或策略組

合交易，依期貨或選擇權契約之不同，為同商品

（Intra）或跨商品（Inter）之組合，或者為期貨與

選擇權契約之組合，要求其組合之所有契約合計

須達鉅額交易門檻、任一契約交易數量須達所有

契約中之最大門檻，或選擇權數量須達門檻且期

貨數量須符合對應選擇權之 Delta 值等不同標準。

CME Group 之鉅額交易隨時均可進行，且價格

無漲跌幅限制。其鉅額交易價格之最小買賣升降

單位與集中市場一般交易之升降單位相同。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Eurex 之鉅額交易（Block Trades）同樣採議價

申報之交易方式， 其包含股價類、利率類、匯率

類和商品類等眾多類別商品多數契約均適用鉅額

交易。

Eurex 之鉅額交易門檻亦考量商品交易情形與

流動性設置，例如：日均量逾 8 萬口之 DAX 指數

期貨門檻為 250 口；日均量未達千口之 MDAX 中

型指數期貨門檻則為 50 口。針對流動性特別低

之商品，Eurex 甚至降低其門檻至 1 口，以方便交

易人透過議價方式交易，例如：其 MSCI 香港及

MSCI 印度指數期貨之門檻均為 1 口。Eurex 選擇

權策略交易之組合單，其鉅額交易門檻與其組合

中同樣標的之選擇權契約相同。

Eurex 商品鉅額交易時段依商品而有不同，然

多涵蓋集中市場一般交易時段，其鉅額交易價格

須於交易所允許下單的價格範圍內進行，且其價

格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與集中市場一般交易相同。

綜合上述 6 家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之鉅額交易

制度及近年發展可以發現（表 1），國際期貨市場鉅

額交易均透過議價方式進行，其交易時間多能涵蓋

集中市場一般交易時段，並且各交易所均將各種類

別商品多數契約納入鉅額交易，其主要目的係藉由

提供商品多元交易管道，方便交易人依需求進行不

同類別商品之轉倉、避險或策略性交易，同時吸引

具策略性交易需求或店頭市場之法人機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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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 SGX KRX JPX HKEx CME Eurex

表 1：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之鉅額交易制度

此外，在鉅額交易最低申報數量標準方面，

國際期貨交易所近年來多採取調降門檻標準之措

施，藉以提升參與者使用議價鉅額交易之便利性，

且會視個別商品交易情形，進一步調降流動性較

低者之門檻，以使交易人得以透過議價鉅額方式

買賣該等商品，達成其交易目的。另為使交易人

進行鉅額交易時，能更精確的掌握交易及避險價

格，SGX、KRX 及 JPX 等亞洲交易所均允許其鉅額

交易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可以小於集中市場一般

交易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

結語

近年來國際主要交易所均持續精進其鉅額交

易制度，透過提供市場參與者多元便利之交易管

道，吸引具不同交易需求之交易人參與，並藉以

提升不活絡商品流動性。綜合國際交易所之作法，

主要係將多數商品納入鉅額交易，使交易人可以

透過議價之方式進行交易；並藉由調降申報數量

門檻使鉅額交易更容易進行，尤其針對流動性較

差商品，更設置極低之門檻以利完成交易；另外

則是降低鉅額交易之最小買賣升降單位，以使交

易人更精確掌握價格。本文彙整國際期貨交易所

鉅額交易相關作法，以作為未來期交所接軌國際，

完善鉅額交易制度，提升我國期貨市場國際競爭

力之參考。

TAIFEX BIMONTHLY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