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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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對買進委託只設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而不設定下限，故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對低掛買進、

高掛賣出委託不會退單。

以下舉一簡單範例說明，例如目前某一選擇

權契約基準價為 200 點，交易所設定之合理成交

價格區間為 100 點，則買單退單標準為 300 點、

賣單退單標準為 100 點，若此時有交易人採市價

買進 1 口，經交易所試算該筆委託可能成交價為

350 點，因超過買單退單標準，故會將該筆市價

買進委託退單；反之，若有交易人採市價賣出1口，

經交易所試算該筆委託可能成交價為 50 點，因低

於賣單退單標準，故會將該筆市價賣出委託退單。

若交易人採低買高賣委託方式，例如本範例交易

人若採限價 50 點買進 1 口，或採限價 350 點賣

出 1 口，則不會被退單（如下圖所示）。

國際主要交易所指數選擇權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簡介

文／溫士懿（期交所交易部專員）

圖：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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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由於網際網路普及，透過電腦或手機下單交易更方便、迅速，惟少數

交易人有時因下單時疏忽，錯誤輸入價格或數量，產生胖手指事件；或少數交易

人下單前，未檢視委託簿最佳五檔價量資訊，即逕採市價或接近漲跌停價格買賣；

或因部分交易人採電腦程式進行交易，卻未發現程式有誤導致錯誤下單等，因而

產生部分成交價格異常事件。針對前揭因素所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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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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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主要交易所指數選擇權商品皆設有動

態價格穩定措施，分別有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CME）、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韓國交易

所（KRX）及印度交易所（NSE），有關各交易所

指數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作法說明如下。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

CME 早於 2001 年即推出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CME 命名為 Price Banding），該機制適用所有

在 CME Globex 上交易之商品。CME 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作法為，盤中即時動態計算退單標準，倘限

價買（賣）單委託價格高（低）於退單標準上（下）

限，則將此委託退單；另 CME 市價委託係具有

一定點數之市價保護委託，倘轉換後委託價格高

（低）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單。

其退單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買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賣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盤中 Delta 值即時計算各序 

   列退單點數

CME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於開盤集合競價

時段及盤中逐筆交易時段，有關開盤集合競價時

段之基準價，指標開盤價（IOP, Indicative Opening 

Price）計算出來前，基準價為前一日結算價，IOP

計算出來後，基準價為 IOP；盤中逐筆撮合時段基

準價原則上為前一筆成交價，若無前一筆成交價，

則 CME 將由理論價、最佳一檔買賣價或前一日結

算價中擇一作為基準價。

在指數選擇權退單點數設計方面，依價內外

程度，採即時以理論避險比率（Delta 值）訂定退

單點數，例如 S&P 500 期貨選擇權某一序列 Delta

為 0.2，則其退單點數為 1.2 點（採 S&P 500 期貨

退單點數 6 點 ×0.2），依此作法，選擇權價外序

列退單點數將小於價內序列，較符合選擇權商品

特性。另於少數特殊情況時，CME 可採放寬退單

點數或暫停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等作法。

歐洲期貨交易所（Eurex）

Eurex 係於 2002 年推出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Eurex 對選擇權限價委託之價格穩定措施設於會員

端（Eurex 命名為 Price Reasonability Check），其

性質屬價格合理性警示功能，若限價單委託價格

超過交易所設定標準，將由交易人重新確認後，

方接受下單，以降低委託輸入時之作業風險（此

功能非強制，會員可選擇是否使用）。

另選擇權市價委託之價格穩定措施（Eurex 命

名為 Market Order Matching Range），若市價委託

條件為 ROD，則依當時委託簿狀況判斷可能成交

價格，倘市價買（賣）單之可能成交價格高（低）

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保留於系統，

待可能成交價格回到退單標準內再撮合成交；若

市價委託條件為 IOC，倘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

退單標準上（下）限，則直接退單。其退單標準

計算公式如下：

．買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賣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權利金高低採級距式標準

Eurex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僅適用於盤中逐筆交

易時段，有關基準價原則上採委託簿買賣價法（最

佳 1 檔買價或賣價），若委託簿委買委賣價差大

於一定程度或無最佳委買委賣報價，Eurex 將由前

一筆成交價、理論價、前一日結算價中擇一作為

基準價。

另退單點數部分，指數選擇權限價單第一層

依權利金高低採級距式，如 DAX 選擇權存續期間

小於 8 個月者，權利金小於 25 點，退單點數為

2 點；權利金介於 25 點至 300 點，則為基準價

×8%；權利金大於 300 點，退單點數為 24 點。

存續期間大於 8 個月者，權利金小於 15 點，退單

點數為 1.2 點；權利金介於 15 點至 9,999 點，則

為基準價 ×8%；權利金大於 10,000 點，退單點

數為 800 點。另於特殊情況時，Eurex 可採放寬退

單點數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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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易所（KRX）

2013 年 12 月韓國發生 HanMag 證券程式錯

誤交易事件，由於該事件，KRX 於 2014 年 9 月建

置動態價格穩定措施（KRX 命名為 Real-time Price 

Band），該機制僅適用於流動性較佳之商品及月

份，如 KOSPI 200 選擇權之最近月、次近月契約。

KRX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作法為，盤中即時

動態計算退單標準，倘限價買（賣）單委託價格

高（低）於退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

單；另市價委託因無委託價格，故以市價委託進

入系統時，依當時委託簿狀況判斷可能成交價格，

倘市價買（賣）單之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退

單標準上（下）限，則將此委託退單。其退單標

準計算公式如下：

．買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賣單委託價或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理論價格模型計算各序列 

    退單點數

KRX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僅適用於盤中逐筆交

易時段，有關基準價原則上為前一筆成交價，倘

無成交價或成交價不合理則改採理論價；退單點

數部分，如 KOSPI 200 選擇權，採理論價格模型

計算退單點數，其設算條件為當標的物價格變動

±2%、選擇權隱含波動率水準變動 ±30% 之四種

不同情境下，計算各情境中選擇權各序列最大變

動點數，以作為選擇權各序列契約之退單點數。

該作法與 CME 類似，依價內外程度不同，價外序

列退單點數將小於價內序列。另特殊情況時，KRX

可採放寬退單點數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等作

法。

印度交易所（NSE）

NSE 於 2014 年 3 月建置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NSE 命名為 Execution Range），該機制適用於大

多數期貨及選擇權商品。NSE 作法係針對每一委託

（包括限價、市價委託），均依委託單進入系統

時之委託簿狀況，判斷可能成交價格，倘買（賣）

單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退單標準上（下）限，

則將此委託退單。其退單標準計算公式如下：

．買單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賣單可能成交價 < 基準價－退單點數

．選擇權退單點數：依權利金高低採階級式標準

NSE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適用於開盤集合競價

時段及盤中逐筆交易時段，有關前述公式之基準

價，開盤集合競價時段之基準價為理論價格，逐

筆撮合時段基準價原則上為前 1 分鐘成交價之簡

單算術平均數，若前 1 分鐘均無成交價則採理論

價格。

在退單點數設計方面，Nifty 選擇權則採二

階級距式標準，權利金介於 0.05~50 退單點數為 

20、權利金大於 50 退單點數為權利金 ×40%。

另特殊情況時，NSE可採放寬退單點數作法（表）。

結語

國際主要交易所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設計，

CME、Eurex 等歐美交易所已適用於所有商品，另

亞洲主要交易所如 KRX 僅先適用於流動性較佳之

主要商品，待市場熟悉後再逐步實施至其他商品；

退單標準設計上，多數交易所係採前一筆成交價、

買賣報價或理論價格，以反應盤中市場行情變化；

在退單點數計算方面，各商品退單點數計算則稍

有差異，CME 採即時 Delta 值、KRX 採理論價格模

型計算退單點數，該等方式價外序列退單點數將

小於價內序列，較符合選擇權商品特性；另多數

交易所均訂有特殊狀況時，可放寬退單點數或暫

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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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國際上各主要交易所指數選擇權動態價格穩定措施比較

資料來源：各交易所網站

項目 CME Eurex KRX NSE

主要指數商品 S&P 500選擇權 DAX選擇權 KOSPI 200選擇權 Nifty 50選擇權

適用時段

開盤集

合競價
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盤中逐

筆撮合
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

適用月份、

策略

適用月份 所有到期月份契約 所有到期月份契約 最近月、次近月契約 不適用長天期契約

策略組合 適用 適用 無 無

基準價

．原則上為前一筆成交價

．倘無成交價由理論價、

最佳一檔買賣價或前

一日結算價擇一

．委託簿最佳買賣價

．如買賣價差過大或無最

佳買賣價，則由前一筆

成交價、理論價或前一

日每日結算價擇一

．原則上為前一筆成交價

．倘無成交價或成交價不

合理則改採理論價

．前 1分鐘成交價之簡單
算術平均數

．倘最近 1 分鐘無成交
價，則改採理論價

退單點數
盤中計算即時基準價之

Delta
依權利金大小採級距式

標準

理論價格模型計算退單

點數

依權利金大小採級距式

標準

運作方式

倘限價買（賣）單委託價

格高（低）退單標準，將

該委託退單

同 CME 同 CME
倘限價買（賣）單可能成

交價格高（低）於退單標

準，將該委託退單

倘市價買（賣）單可能成

交價格高（低）於退單標

準，將該委託退單

倘 ROD市價買（賣）單
可能成交價高（低）於退

單標準，將該委託保留於

系統，待可能成交價格回

到退單標準內再撮合成交

（市價 IOC則直接退單）

同 CME 同 CME

特殊市況作法
放寬退單區間

或暫停退單機制
放寬退單區間

放寬退單區間

或暫停退單機制
放寬退單區間

限價單

市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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