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指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5月上線

文／顏榮邦（期交所交易部經理）、溫士懿（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為
加強市場價格穩定，同時使國內期貨市場制

度與國際接軌，提升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

期交所以階段性方式規劃建置期貨市場價格穩定

措施，現行臺灣期貨交易所國內指數類期貨（包

括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電子期貨、金融期

貨、非金電期貨、臺灣 50 期貨及櫃買期貨）各到

期契約及跨月價差皆已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臺指選擇權各到期契約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預

計於今（2019）年 5 月上線。

運作方式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係期交所針對於適用該

措施商品，訂定即時價格區間（期交所在逐筆撮

合交易時段會不斷計算即時價格區間，原則上即

時價格區間將隨成交價漲跌上下調整），針對適

用商品之每一筆「新進委託」逐一進行檢核，並

且依照該筆委託單進入交易系統時之委託簿狀況，

試算該筆委託的可能成交價格。

在檢核時，若買進委託之可能成交價格高於

期交所訂定之「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將退回該

筆買單；若該筆委託為賣出委託，其可能成交價

格低於期交所訂定之「即時價格區間下限」，則

將退回該筆賣單。

若因 1. 新進買進（賣出）委託遇委託簿相對

方無賣出（買進）報價；2. 新進買進（賣出）委

託部分口數成交後，剩餘口數與委託簿賣出（買

進）報價無成交可能等狀況，導致無法試算出可

能成交價格時，則將改以該筆買進（賣出）委託

之「委託價格」是否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

（下）限決定是否退單。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只會對造成價格大幅上漲

的新進買單或造成價格大幅下跌的新進賣單，進

行退單，對於交易人以較低價格委託買進及較高

價格委託賣出，以等待成交機會之委託，不會退

單。另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檢核僅於新進委託進入

系統前檢核，如委託已通過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檢

核進入委託簿，後續將不會再進行檢核（圖 1）。

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計算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及下限之計算公式如下：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基準價＋退單點數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基準價－退單點數

上述公式包含基準價及退單點數兩項元素，

分別說明如下：

基準價

現行國內股價指數期貨基準價原則上採「前

一筆有效成交價」，倘無符合條件之成交價，則

改採「有效委買委賣中價」；倘遇上無符合條件

之委買委賣中價的極少數情況，則基準價由期交

圖 1：臺指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運作方式示意圖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高於即時

價格區間上限，予以退單

買進委託價格，低於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不退單

賣出委託價格，高於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不退單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低於區

間下限，予以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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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據一定標準決定。

臺指選擇權基準價訂定因考量臺指選擇權深

價外或遠月份契約之流動性較低，其成交時間點

及價格多不連續，即時性或參考性較差。臺指選

擇權係以選擇權評價模型計算盤中基準價。

評價模型參酌的參數條件如下：

一、標的價格：包括同標的且同到期日之期貨基

準價、標的指數價格、指數成分股除息影 

響點數及國內外相關商品價格。

二、波動度：包括以選擇權買賣報價價格與數量

等交易資訊決定之波動度、相關期貨波動 

度或標的指數波動度。

三、利率：包括臺北金融業拆款定盤利率、臺 

灣短期票券報價利率指標或臺灣銀行新臺幣 

基準利率。

四、履約價格、距到期時間。

退單點數

相較於期貨價格與標的指數屬於線性關係，

退單點數訂定考量較單純，選擇權價格與標的指

數為非線性關係，影響參數較多，故退單點數

訂定除考量前一日標的指數收盤價及退單百分

比，須依選擇權距到期天數及盤中理論避險比率

（Delta 值）調整，另每日開盤後，市場資訊是否

足以估計各契約波動度，亦須納入考量，

計算公式如下：

一、週到期契約與最近月到期契約之退單點數

避免開盤期間，可能因市場資訊不足致基準

價計算偏誤而影響交易，在各契約取得當盤

最新波動度參數前，退單點數計算方式同臺

股期貨退單點數，在各契約取得當盤最新波

動度參數後，退單點數依盤中理論避險比率

（Delta 值）調整。

1. 取得當盤最新波動度參數前

退 單 點 數 = 最 近 之 標 的 指 數 收 盤 價 × 

退單百分比 2%

2. 取得當盤最新波動度參數後

退 單 點 數 = 最 近 之 標 的 指 數 收 盤 價 × 

退單百分比 2%×Delta 絕對值 ×2

．Delta 絕對值未達 0.25 者，視為 0.25

．Delta 絕對值逾 0.5 者，視為 0.5

．Delta 為 理 論 避 險 比 率， 依 臺 指 選 擇 

權基準價之相關條件訂定之

二、其他到期月份契約之退單點數

長天期契約存在較多時間價值，若單純以

Delta 值決定退單點數，則忽略時間價值對於

基準價影響，另長天期契約因波動度變動對

於選擇權基準價影響較大，為降低波動度變

動的影響，需訂定較大退單點數，退單點數

計算方式同臺股期貨退單點數。

退單點數 = 最近之標的指數收盤價 × 退單百 

分比 2%

例如：最近加權指數收盤價為 10,000 點，臺 

指選擇權日盤各契約退單點數計算方式如下：

退單點數計算範例

（一）週到期契約與最近月到期契約之退單點數

1. 各契約取得當盤最新波動度參數前

退單點數 =10000×2%=200 點

2. 各契約取得當盤最新波動度參數後

．若契約盤中Delta絕對值=0.1，退單點數 

=10000×2%×0.25×2=100 點

．若契約盤中Delta絕對值=0.3，退單點數 

=10000×2%×0.3×2=120 點

．若契約盤中Delta絕對值=0.5，退單點數    

=10000×2%×0.5×2=200 點

．若契約盤中Delta絕對值=0.7，退單點數    

=10000×2%×0.5×2=200 點

（二）其他到期月份契約

退單點數 =10000×2%=200 點

為簡化範例，假設臺指選擇權某履約價格契

約盤中退單點數皆為 215 點，若盤中依評

價模型及市場最新參數資訊於 10:00:00、

10:00:01、10:00:02、10:00:03、10:00:04

計算之「基準價」分別為 149 點、144 點、

140 點、147 點及 151 點，該契約各時點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及下限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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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例可知，盤中以市場資訊即時計算之「基

準價」將隨行情變動，即時價格區間會隨著「基

準價」變動。 

適用交易時段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於逐筆撮合時段，不

適用於集合競價時段。以第一階段適用商品，日

盤逐筆撮合時段為 8:45 ～ 13:45，夜盤逐筆撮合

時段為 15:00 ～次日 5:00，另盤中若因資訊異常

暫停交易，則恢復交易之集合競價亦不適用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

不同委託條件之處理

期交所現行可接受之委託條件為當盤有效

（以下簡稱 ROD）、立即成交否則取消（以下

簡稱 IOC）及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以下簡稱

FOK）等。對於各委託條件之處理，若為 ROD 及

IOC 委託條件，買進（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未

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之口數可成交，

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之口數退單；

若為 FOK 委託條件，當買進（賣出）委託有任一

口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

限，則整筆委託退單。

另臺指選擇權組合式委託，委託條件僅可為

IOC 或 FOK，無 ROD，其成交相對方為兩個單式委

託，故將分別以兩契約之可能成交價是否逾越即

時價格區間進行檢核，若其中一契約超過退單標

準，將退回該組合式委託。

遇特殊市況之處理

考量市場發生重大事件時，市場價格波動也

會放大，國際採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交易所於發

生特殊市況時，均訂有可彈性放寬即時價格區間

上、下限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作法，故期

交所參採國際作法，於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設置相

關量化及質化指標進行放寬，透過放寬即時價格

區間上、下限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等方式，

因應特殊市況所造成之波動。

量化指標

一、期交所系統設有可衡量市場波動之指標，當

發生重大事件時，可能導致市場波動，倘波

動相關指標盤中達預設標準時，將由系統自

動放寬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例如：若某

日盤中，發生國際重大政經事件，致波動相

關指標於上午 10:00 達預設標準，期交所自

動放寬所有臺指選擇權契約即時價格區間上

限及下限至原退單點數 2 倍。

二、考量選擇權基準價計算，須先估計市場波動

度參數，倘開盤時段出現極端市況時，臺指

選擇權因市場資訊不足無法取得當日反應市

況之波動度參數，使選擇權基準價計算偏誤

而影響市場正常交易，故期交所設有盤前放

寬退單點數之指標，當國內外期貨或現貨市

場漲（跌）幅逾一定比率時，將自動放寬所

有臺指選擇權契約之買權（賣權）上限及賣

權（買權）下限，待所有契約取得當日反應

市況之波動度參數後再恢復原退單點數。

質化指標

若國內、外發生特殊事件（例如戰爭、重大

天災、突發性政治、經濟、財金等事件）或因市

場資訊不足時，選擇權基準價計算產生偏誤而影

響交易。期交所得調整單一或全部契約之即時價

格區間上限或下限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以

避免影響市場正常交易。

表 2：基準價及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變動

時間 10:00:00 10:00:01 10:00:02 10:00:03 1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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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放寬即時價格區間上限或下限，或暫停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等作法，期交所均將即時發送

相關電文予市場，以利交易人掌握資訊。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範例說明

案例一（單式委託）：

假設前一交易日加權指數收盤價為 10,000

點， 日 盤 盤 中 TXO 最 近 月 履 約 價 9600 賣 權

基 準 價 為 202 點、Delta 絕 對 值 為 0.9， 則 即

時 價 格 區 間 上、 下 限 分 別 為 402 點（=202+

（10,000×2%×0.5×2）以及 2 點（=202 －

（10,000×2%×0.5×2）， 若 交 易 人 以 市 價

委託買進 1 口履約價 9600 賣權，此時委託簿

如下，該筆委託可能成交價為 403 點，高於

402 點，則該筆委託將被退單。

案例二（組合式委託）：

TXO 次近月履約價 9500 賣權即時價格區間

基準價 202 點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402 點

退單

市價買單

( 可能成交價

403 點 )

買進 委託價 賣出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240 點

退單

市價買單

( 可能成交價

244 點 )

9500 賣權委託簿 9600 賣權委託簿

買進 委託價 賣出 買進 委託價 賣出

上限為 240 點，下限為 0.1 點。履約價 9600 賣權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 250 點，下限為 0.1 點。若

交易人以市價委託買進履約價 9500 賣權、賣出履

約價 9600 賣權 1 口多頭價差組合式委託，此時委

託簿如下，因該筆組合式委託中，9500 賣權可能

成交價 244 點高於即時價格區間 240，則該筆組

合式委託將被退單。

結語

近年來，國際主要期貨交易所均陸續推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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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參採國際作法，預計近

期推出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藉以強化市

場價格穩定功能，提升國內期貨市場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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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額交易制度調整
文／戴良安（期交所交易部副理）、莊志翔（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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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交易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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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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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所紛紛採取調降鉅額交易最低申報數量標準及

降低鉅額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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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交所為提高主力商品臺股期貨（TX）、小

型臺指期貨（MTX）及臺指選擇權（TXO）鉅額

交易便利性，吸引外資及法人機構參與，並使交

易人更精確掌握交易及避險成本，規劃調降 TX、

MTX 及 TXO 鉅額交易最低申報數量，並調整 TXO

鉅額交易最小買賣升降單位預計今年 5 月上線。

本次規劃調整，逐筆撮合及議價申報之鉅額交易

均適用，相關調整內容說明如下：

TX、MTX 及 TXO 鉅額交易門檻減半

參考證券市場鉅額交易作法，以一般交易單

筆買賣申報數量上限為鉅額交易門檻，將 TX 及

MTX 鉅額門檻由 200 口調降至 100 口，TXO 門檻

由 400 口調降至 200 口（表），以提高該等商品

鉅額交易便利性。

若為同標的之選擇權及期貨鉅額交易組合式

委託，只要組合中每個選擇權契約皆滿足最低買

賣委託口數即可。故本次調整後，TX（或 MTX）

與 TXO 之鉅額交易組合式委託，只要組合中每個

TXO 契約均達 200 口門檻即可。

調整 TXO 鉅額交易最小買賣升降單位為 0.1 點

參考證券市場股票鉅額交易買賣升降單位為

一般交易各價格級距適用升降單位（依股價高低

依序為 5 元、1 元、0.5 元、0.1 元、0.05 元及 0.01

元）最小者（即 0.01 元）作法，將 TXO 鉅額交易

升降單位調整為最低報價級距之升降單位（即 0.1

點），使交易人可更精確掌控鉅額交易價格。

結語

期交所針對外資及法人機構交易需求，參考

我國證券市場及國際交易所作法，規劃就主力商

品 TX、MTX 及 TXO 鉅額交易制度進行調整，預計

施行後可大幅提升鉅額交易便利性，使參與者更

精確掌控鉅額交易價格。

商品 調整前鉅額門檻 調整後鉅額門檻

表：鉅額交易最低申報數量調整

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臺指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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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品流動性資訊揭示機制上線
文／張雅青（期交所結算部副理）、曾郁純（期交所監視部專員）

期
貨商品因交易標的涵括國內外指數、上市上

櫃股票及匯率等，種類眾多，每一契約受交

易標的及到期日遠近不同等因素影響，交易活絡

程度不盡相同，而選擇權商品因每日掛牌序列數

眾多，每一序列受價內外程度不同、買賣權別不

同等因素影響，交易活絡程度隨著每日市場行情

變化，當交易人從事交易之契約存在未沖銷部位

較高但交易量較低情形時，可能面臨流動性風險，

交易人宜留意各商品流動性差異。

2 月 11 日起  期交所揭示流動性資訊

期交所為協助市場參與者瞭解不同契約間流

動性差異，以衡量潛在流動性風險，自 2019 年 2

月 11 日起，於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依收

盤時間不同逐次發布期貨商品所有到期月份及選

擇權商品所有序列之未沖銷部位、5 日交易均量及

流動性參考指標等資訊，提供交易人參考，俾利

交易人瞭解各商品流動性差異，提高風險意識，

期貨商亦可將此資訊加值運用，檢視所屬交易人

部位流動性風險，以預為因應，強化整體市場風

險控管。

流動性參考指標定義

流動性參考指標以未沖銷部位相對日均交易

量倍數計算，以流動性參考指標數值 1 為例，表

示該契約之近5日交易量平均與未沖銷部位相當，

當此數值較大時，表示市場未沖銷部位和近 5 日

交易量平均差異較大，遇市場參與者需於短時間

流動性參考指標
當日未沖銷部位

最近 5個交易日之交易均量

內反向沖銷時，因市場日均交易量較未沖銷部位

為低，可能產生流動性不足狀況。

流動性資訊查詢方式

期交所於網站首頁設置流動性資訊查詢專

區，並於查詢專區設有以下不同查詢功能捷徑，

交易人點選下列捷徑後，可直接連結至流動性資

訊專頁，查詢依流動性參考指標排序，或依其欲

查詢商品契約規格篩選之流動性資訊。

．依流動性參考指標排序專頁

．依契約規格查詢專頁

為使市場參與者可快速且便利取得所需商品

資訊，期交所於查詢專頁提供多種篩選條件功能，

交易人可輸入條件（如：到期月份、買賣權別、

履約價格及流動性參考指標區間等），查詢特定

契約之流動性資訊，作為衡量流動性風險參考，

並提供各商品流動性資訊下載功能，期貨商及交

易人可自行加值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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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保證金計算方式

期交所對結算會員收取結算保證金，期貨商

對交易人收取原始保證金，而原始保證金金額係

以結算保證金為基礎，按 1.35 倍之成數加成計

算，再依各契約之計價幣別採千元、百元或十元

進位。以臺股期貨為例，若結算保證金為 70,000

元，則原始保證金為 70,000×1.35=94,500 元，

該契約採新臺幣計價，新臺幣報價契約之收取標

準以千元為整數，因此，按結算保證金 1.35 倍加

成（94,500 元）再採千元進位後，原始保證金之

金額為 95,000 元。

結算保證金計算方式

以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為例，結算保證金 =

期貨指數 × 指數每點價值 × 風險價格係數。其

中風險價格係數依期交所「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

及標準」第 4 條，參考一段期間內各契約期貨指

數變動幅度，估算至少可涵蓋 2 日股價指數變動

幅度 99% 信賴區間之值，由定義可知，風險價格

係數可視為衡量期貨指數波動程度之因子。此外，

保證金計算式中，包含期貨指數、指數每點價值、

風險價格係數 3 個因子，僅指數每點價值為定值，

期貨指數及風險價格係數為浮動數值，故當期貨

指數緩步上揚並處於高點，可能使風險價格係數

（波動）下降，致保證金金額未隨指數上漲而調

高。

國際主要交易所保證金規範

依歐洲市場基礎設施條例（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EMIR）規定，結算機構

訂定非店頭衍生性商品保證金之涵蓋風險期間

（Liquidation Period）須為 2 日以上（除特定符

合歐盟條件之帳戶，保證金涵蓋風險期間可採 1

日以上），同時，訂定保證金須考量抗景氣循環

（Anti-Procyclicality Margin Measure）因素，以避

免因景氣循環變化使標的波動趨緩致保證金訂定

過低，使保證金無法涵蓋標的波動突然放大可能

造成之風險。有關抗景氣循環之措施，EMIR 建議

之方法包含：增加至少 25% 保證金緩衝金額、採

用至少 10 年回溯期間、採用至少 25% 權重之壓

力測試情境。

除上述歐盟規範，國際各主要交易所股價類

期貨市場風險控管層面包含許多環節，例如：客戶徵信（Know Your 

Customer, KYC）、保證金收取、洗價追繳、執行砍倉等，各風險控管環節均環

環相扣、缺一不可。在保證金收取方面，期交所為強化各類契約保證金之風險

承受力，參考國際監理機構對保證金訂定準則規範及國外主要交易所作法，調

整保證金訂定方式，使保證金金額更貼近市場波動情形。

本文首先介紹期交所保證金計算方式，再介紹國際監理機構針對保證金之

相關規範及國外各主要交易所股價類契約保證金訂定方式，俾瞭解期交所優化

保證金制度調整內容及國際主要交易所保證金訂定發展趨勢。

優化保證金涵蓋風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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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制度調整內容

參考國際監理機構對保證金訂定準則規範及

多數國外主要交易所作法，期交所將調整保證金

訂定方式，自今年 3 月 29 日起實施。

調整保證金涵蓋風險天數

為全面強化各契約保證金風險承受度及參考

國際多數交易所（如：OCC、Eurex、LCH、KRX）

保證金涵蓋風險天數採 2 日以上作法，期交所自

3 月 29 日起將各契約保證金由涵蓋 1 日價格變動

幅度 99% 信賴區間之風險值調整為涵蓋 2 日價格

交易所 涵蓋風險天數
是否考量景氣
循環因素

表：國際各主要交易所股價類契約之保證金訂定方式

變動幅度 99% 信賴區間之風險值。

保證金訂定原則納入抗景氣循環考量

參考歐盟歐洲市場基礎設施條例規範及國際

多數交易所（如： CME、OCC、Eurex、LCH）作法，

結算機構保證金訂定原則應納入景氣循環因素，

以因應景氣循環變化致標的波動幅度趨緩造成保

證金訂定金額過低，無法涵蓋標的波動幅度突然

放大之風險，因此，期交所估算風險價格係數方

式除參考一段期間內標的指數波動幅度，亦納入

景氣循環因素，採延長回溯期間之方式，以期回

溯樣本可涵蓋較多之歷史壓力情境，使保證金更

為穩健，並涵蓋 2 日價格變動幅度 99% 信賴區間

之風險值。

結語

為使我國期貨市場之保證金訂定原則符合國

際發展趨勢，並全面強化各商品保證金風險承受

度，使保證金金額更貼近市場波動情形，期交所

將保證金涵蓋風險期間由 1 日調整為 2 日，並於

保證金訂定原則中，納入景氣循環因素，以期調

整保證金制度可提升保證金之風險涵蓋程度、強

化交易人對價格波動幅度之風險承受力，並避免

達期貨商代為沖銷標準。此外，因保證金水位受

期貨價格及風險價格係數兩因子影響，保證金制

度調整後，各契約保證金係依其風險性訂定保證

金數額，即各契約保證金調整幅度未必相同，需

視各契約行情而定。

契約之保證金訂定方式中，有關保證金涵蓋風險

天數及保證金訂定原則是否考量景氣循環因素，

彙整如下表。

期交所調整保證金訂定方式
文／許鈴佩（期交所結算部經理）、黃思瑜（期交所結算部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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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定容（期交所企劃部經理）、陳嫺瑩（期交所企劃部專員）

期
交所去（2018）年 7 月推出國內期貨市場

首宗能源期貨商品 - 布蘭特原油期貨，提供

交易人避險及交易原油價格管道。交易標的布蘭

特原油為全球三分之二原油貿易計價基礎，價格

反應全球原油供需及地緣政治情勢，同時亦為國

內進口原油品項之一，與國內實際用油相關，具

高知名度與代表性。國際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

自去年 7 月以來，從每桶 78 美元，上漲至 86 美

元高價，2018 年 12 月下旬跌破 50 美元後反彈，

至今年 3 月 5 日來到每桶 65.36 美元，同期間期

交所布蘭特原油期貨亦隨著國際原油價格變化，

從每桶新臺幣 2,381 元漲至 2,659 元高價，於 12

月下旬跌至新臺幣 1,540 元後來到新臺幣 2,015

元，屬於波動性高，交易空間大之商品。

影響原油期貨價格變化因素

期貨為現貨未來之預期價格，而原油現貨屬

於全球交易商品，各種不同種類原油，儘管含硫

量品質和生產地區不同，造成價格上有所差異，

但價格變化方向基本上大致相同。原油現貨市場

包括 OPEC 與非 OPEC 成員國之供給情形，全球經

濟發展衍生之原油需求，原油庫存與季節性變化，

以及期貨市場籌碼面之變化等，皆為影響布蘭特

原油期貨價格變化之因素。以下簡單說明。

OPEC 供給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生產之原

油約占世界原油 40%，原油出口則占世界原油貿

易總量 60% 左右，因此，石油輸出國組織之決定

影響國際原油價格走向。該組織目前有 14 個成

員國，通過制定生產目標，積極管理成員國之原

油生產。去年 12 月 OPEC 與以俄羅斯為首之非

OPEC 盟國，為避免供應過剩導致原油價格下跌，

達成減產 120 萬桶 / 日之協議（以 2018 年 10 月

為基準），自今年 1 月起為期 6 個月，由 OPEC

成員國共同分擔 80 萬桶 / 日（伊朗、委內瑞拉、

利比亞為豁免國），以俄羅斯為首之盟國共同分

擔 40 萬桶 / 日，減產協議能否確實執行，成為市

場觀察重點。依據 OPEC 2019 年 2 月油市報告，

2018 年 OPEC 產 量 為 3,186 萬 桶 / 日，2019 年

1 月為 3,080 萬桶 / 日，其中沙烏地阿拉伯約占

33%、伊拉克約占 15%、伊朗和科威特各約 7%，

相較於去年 10 月減產協議之基準，11 個 OPEC 成

員國 2019 年 1 月合計減產 65 萬桶 / 日，若加計

3 個豁免國則減產 155 萬桶 / 日。

非 OPEC 供給

非 OPEC 國家原油產量目前約占世界原油產量

60%，主要包括北美地區（約 24%）、前蘇聯地區

（約 14%）、歐洲（約 4%）。與 OPEC 成員國不同，

非 OPEC 國家原油生產主要由投資者或國際原油公

司掌控，依據經濟因素做投資決策，較能對市場環

境變化做出反應。依據 OPEC 2019 年 2 月油市報

告，2018 年非 OPEC 國家原油產量為 6,217 萬桶 /

日，預估 2019 年為 6,434 萬桶 / 日，主要來自美

國（180 萬桶 / 日）、巴西（36 萬桶 / 日）及俄羅

斯（14 萬桶 / 日）供給增加所致。另依據美國能

源情報署（EIA）2019 年 2 月短期能源展望報告預

估，2019 年非 OPEC 國家原油產量為 6,579 萬桶 /

日，並於 2019 年度能源展望報告指出，由於原油

布蘭特原油期貨觀察重點

布蘭特原油期貨與西德州原油期貨走勢圖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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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然氣產量之大幅增加，以及能源消費緩慢增

長，美國在 2020 年將成為能源之淨出口國。

原油需求

世界原油需求可概分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需求與非 OECD 需求。OECD 由美國、歐

洲大部分國家和其他發達國家組成，非 OECD 則包

括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前蘇聯地區、中國等。

近年來，非 OECD 國家經濟快速成長（如中國、印

度），成為全球石油消費量增長的主要因素，故

非 OECD 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往往是影響油價的重要

因素，對經濟成長之預期也反映在原油需求預估

上。依據 OPEC 2019 年 2 月油市報告，2018 年

全球原油需求達 9,876 萬桶 / 日，其中 51.5% 來

自非 OECD，以國家來看，美國約占 21%、中國約

占 13%、印度約占 4.8%，預計 2019 年全球原油

需求達 1 億桶 / 日，較 2018 年增加 124 萬桶 / 日，

其中預估中國增加 34 萬桶 / 日、美國增加 23 萬

桶 / 日、印度增加 19 萬桶 / 日。

原油庫存

原油庫存數據分為商業庫存與戰略石油儲備

（SPR），一般觀察之庫存數據，係指商業庫存，

戰略石油儲備則作為因應短期原油短缺之衝擊。

EIA 每週三公布截至上週三之美國商業原油庫存數

據，OPEC 每月油市報告涵蓋 OECD 庫存數據，藉

由觀察庫存變化與去年同期消長，判斷價格走勢。

原則上，原油庫存與原油的價格呈相反變動。由於

設備、運輸、倉儲成本等持有成本，原油期貨價格

在正常情況下多呈現 Contango（遠月期貨價格大於

近月期貨價格），而當現貨市場需求強勁、供不應

求時，油商會購買近月合約進行交割，導致期貨價

格出現 Backwardation（近月期貨價格大於遠月期貨

價格）。當遠月期貨與近月期貨之價差越大，建立

庫存動機也越大，而當近月期貨價格漲幅相對遠月

期貨大時，通常會反映出庫存之減少。

季節性需求

原油需求以北半球為主，有冬夏兩個使用旺

季，每年12月中旬至隔年3月底為冬季用油旺季，

接續 3 月底到 5 月底為小淡季，從 5 月底到 9 月

中為傳統夏季用油旺季，傳統淡季則是每年 9 月

中到 12 月中。一般而言，若無其他因素影響，旺

季油價上漲機率較高，但若供需面有重大變化或

地緣政治突發事件將主導價格走勢。

期貨市場籌碼面

以布蘭特原油期貨為例，洲際交易所（ICE）

每週五公布布蘭特原油期貨及期貨與選擇權合計

各類別交易人持倉統計（Commitments of Traders 

Reports，資料日期截至每週二），該統計將交易

人區分為 5 大類，分別為生產商（包括貿易商、

加工業者、大宗使用者等）、交換交易交易商、

避險基金等資金管理機構（Managed Money）、其

他以及未申報者，其中布蘭特原油期貨與選擇權

合計 Managed Money 的淨部位變化，為 OPEC 每月

油市報告之涵蓋內容。今年以來，至 3 月 1 日，

Managed Money 持有 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及選擇權

合計淨部位持續增加，支撐此波油價漲勢原因之

一。

善用期交所布蘭特原油期貨交易優勢

影響原油價格波動因素眾多，除了前揭因

素外，期交所推出布蘭特原油期貨採新臺幣計價

（例：假設國際布蘭特原油期貨為每桶 65.36 美

元乘以新臺幣兌美元匯率 30.829，則每桶期貨新

臺幣報價為 2015.0 元），新臺幣兌美元之走勢也

將影響期貨價格。期交所布蘭特原油期貨契約規

模為 200 桶，屬於小型合約，為國外主要原油期

貨合約規模（1000 桶）1/5，資金門檻低（目前 1

口之原始保證金為新臺幣 3 萬 8 千元），國人欲

參與國際原油期貨交易，不需透過複委託方式換

匯為美元，可直接透過國內期貨交易帳戶，繳交

新臺幣保證金，即可進行交易。

結語

期交所布蘭特原油期貨，除契約規模與計價

幣別外，契約規格設計原則上同 ICE 布蘭特原油期

貨，交易人可參考 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美元價格、

國際原油產量變化、石油輸出國組織減產計畫實施

情形與全球經濟情勢等資訊，多加運用期交所布蘭

特原油期貨進行相關避險或策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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