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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面「交易人最常詢問之問題及解答」一覽表 

項次 問題 解答 

1 

三大法人資訊揭露在期

交所網站如何查詢？ 

請參考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三大法人/查詢，

項下有總表、區分期貨與選擇權二類、區分各

期貨契約、區分各選擇權契約及選擇權買賣權

分計等五種表格。 

2 

如何查詢期貨(金融及電

子)中有關外資、自營商

等買賣數量及未平倉量

等訊息。 

請參考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三大法人/查詢/

區分各期貨契約，其中電子期貨或金融期貨等

各商品，又區分為多方/空方/多空淨額等欄。 

3 

請問"期貨大額交易人未

沖銷部位結構表"表中的

前五大交易人、前十大

交易人、特定法人是指

哪些單位？ 

所謂特定法人，包括證券商、外國機構投資人

及陸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國家金融安定基

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勞工退休基金、

勞工保險基金、郵政儲金匯業局郵政資金、金

融及保險機構等。 

4 

為何大額交易人未沖銷

資料結構表中未揭露小

型台指期貨之資訊？ 

台指期貨已將小型台指期貨依契約規模折算

後併計（1 台股期貨：4 小型台指期貨），可參

考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大額交易人未沖銷資

料結構表/說明之詳細內容。 

5 

期貨大額交易人未沖銷

部位結構表之說明。 

期貨大額交易人未沖銷部位結構表之相關說

明，請參考本公司網頁：首頁 > 交易資訊 > 

三大法人 > 查詢 > 總表 > 依日期 > 說明

(https://www.taifex.com.tw/cht/3/largeTraderFut

QryDetail) 

6 

請問新加坡摩台指期貨

目前有無揭露三大法人

資訊？ 

新加坡摩台指期貨目前尚無揭露三大法人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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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7 

如何查詢個人於全市場

之期貨開戶狀況？ 

交易人可於本公司營業時間(早上 8:30~12:00

及下午 1:30~5:30)攜帶本人身分證正本至期交

所辦理，亦可採代理或郵寄通訊方式辦理。 

另倘交易人持有「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

「證券期貨下單憑證」或「行動裝置憑證」等

數位憑證者，可透過交易人個人資料查詢系統

(https://investor.taifex.com.tw/index) 查詢。 

8 

請問得否委託別人至期

交所申請查詢個人於全

市場開戶明細？ 

期貨交易人因故未能親自至本公司申請個人

於期貨市場之開戶明細，得委託他人代為申

請，其應具備之文件： 

1. 交易人資料查詢申請表。(申請人與代理人

皆須按表中說明完整填寫) 

2. 期貨交易人本人與代理人之國民身分證正

本。 

9 

請問得否用郵寄通訊方

式向期交所申請個人於

全市場開戶明細？ 

1. 期貨交易人得以郵寄通訊方式檢具「交易人

資料查詢申請表」向本公司申請個人於期貨

市場之開戶明細。 

2. 請注意申請人須至期貨商或證券商，提出申

請人本人之國民身分證，經期貨商或證券商

確認身分無誤後，於「交易人資料查詢申請

表」之證明欄位填妥資料並簽章，以證明為

交易人本人之查詢申請。 

10 

本公司各項商品部位限

制、規格。 

可自本公司網站查詢或下載： 

1. 部位限制可自「交易制度」下載。 

2. 商品規格可自「商品」查詢。 

11 
交易人部位已達契約部

位限制上限，可否繼續

本公司規劃之價差交易方式，係指交易人同時

買進及賣出不同月份或序列之相同商品，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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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以「價差交易」(同時新

增、平倉)同一契約？ 

 

易人持有部位已達部位限制上限時，若該交易

人欲進行之價差交易其中一方之月份或序列

係與原已達部位限制上限月份之買賣方向相

反，則仍可藉價差交易方式進行，成交新增時，

亦同時立刻平倉另一月份或序列，故不致逾越

限制。 

12 

請問委託單最大可以下

幾口? 

本公司商品每筆委託口數限制依委託單種類

設有不同上限如下： 

1. 限價單及一定範圍市價單： 

股票期貨與選擇權為 499 口，其餘期貨商

品為 100 口、選擇權商品為 200 口。 

2. 市價單： 

108 年 5 月 27 日起，一般交易時段每筆市

價委託數量上限為 10 口，盤後交易時段每

筆市價委託數量上限為 5 口。 

此外，為滿足大額交易之需求，本公司另設有

鉅額交易制度，其詳細內容請參見本公司網站

(交易制度/鉅額交易/鉅額交易介紹)。 

13 

選擇權複式單每筆委託

口數限制。 

選擇權複式單每筆委託口數限制依委託單種

類設有不同上限如下： 

1. 限價單： 

股票選擇權複式委託單，個別契約(單支腳)

之委託口數上限為 499 口，其餘選擇權商

品之複式委託單，個別契約之委託口數上

限為 200 口。 

2. 市價單： 

108 年 5 月 27 日起，選擇權複式委託單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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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別契約(單支腳)，一般交易時段每筆市價委

託數量上限為 10 口，盤後交易時段每筆市

價委託數量上限為 5 口。 

此外，為滿足大額交易之需求，本公司另設有

鉅額交易制度，其詳細內容請參見本公司網站

(交易制度/鉅額交易/鉅額交易介紹)。 

14 

國內股價指數期貨的交

易月份有哪些? 

國內股價指數期貨(包括台指期、小台指、電子

期、金融期、非金電期、台灣 50 期、櫃買期、

富櫃 200 期、臺灣永續期及臺灣生技期等 10

項)之交易月份為連續的 3 個近月，加上 3 個季

月，共有 6 個交易月份。 

15 

盤前可以下市價單嗎？ 盤前接受市價 IOC 單(部分成交否則取消)，不

接受市價 FOK 單(全部成交否則取消)，以及 

組合式委託。 

16 

盤中可以下市價單嗎？ 可以，但市價單必須加註 FOK(全部成交否則

取消)或 IOC(部分成交否則取消)，不接受整日

有效市價單。 

17 

期交所為何無停損委

託？ 

有關停損委託之功能，在現行之法令規定下，

期貨商可自行提供客戶停損委託，而現行亦已

有數家期貨商提供停損委託之功能予客戶使

用。考量由交易所提供停損單，恐因停損單同

時觸發引發價格宣洩效果，造成市場波動增

加，本公司將列入中長期計畫研議。 

18 

期貨商品成交價格如何

決定？ 

開盤為集合競價，盤中為逐筆撮合至收盤。 

詳細撮合原則請參見本公司業務規則第 37 及

38 條。(可至本公司網站/法令規章/本公司市場

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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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19 

我以限價委託單方式掛

出，當市場價位已來到

委託價格，但期貨商卻

說我的委託未成交。 

價格來到該限價時，不論是觸及後反彈或穿

價，皆須視該限價之相對方委託單數量是否足

夠，如數量足夠則可全部成交，如數量不足則

仍須依價格優先、時間優先原則撮合，不必然

成交。 

20 

尚未收到期貨商成交回

報，該如何查詢是否已

成交？ 

1. 最迅速簡單的方法為交易人直接向期貨商

查詢。 

2. 交易人亦可填妥交易人資料查詢申請表及

其附件共 2 張表單後(可於本公司網站/交易

人服務與保護/期貨商、交易人資料查詢申

請表取得)，向本公司申請查詢，申請流程同

期貨開戶狀況查詢。 

21 

TXO 序列掛牌方式？ 新契約掛牌時及契約存續期間，以前一營業日

標的指數收盤價為基準，於日盤交易時段依履

約價格間距，向上及向下連續推出不同之履約

價格契約至滿足下列條件為止： 

1. 交易當週星期三加掛次一個星期三到期之

契約，最高及最低履約價格涵蓋基準指數之

上下 7%。 

2. 交易月份起之 3 個連續近月契約，最高及最

低履約價格涵蓋基準指數之上下 15%。 

3. 接續之 2 個季月契約，最高及最低履約價格

涵蓋基準指數之上下 20%。 

前述之履約價格間距，依下列方式決定之： 

1. 履約價格未達 3,000 點：近月契約為 50 點，

季月契約為 100 點。 

2. 履約價格 3,000 點以上，未達 15,000 點：近



7 

 

項次 問題 解答 

月契約為 100 點，季月契約為 200 點。 

3. 履約價格 15,000 點以上：近月契約為 200

點，季月契約為 400 點。 

4. 交易當週星期三加掛次一個星期三到期之

契約，其履約價格間距同近月契約。 

5. 各契約自到期日之前一個星期三起，於前

一營業日標的指數收盤價上下 3%間，履約

價格間距為近月契約之二分之一。 

(可至本公司網站/商品/臺指選擇權項下查詢）。 

22 
請問貴公司商品哪一些

有造市者? 

可至本公司網站/交易制度/造市者相關措施及

造市者名單與商品項下查詢。 

23 

我想交易股票選擇權，

可是都沒報價，該如何

解決呢？ 

本公司設有造市者機制，交易人基於交易需

要，可請期貨商營業員透過期貨商電腦系統執

行報價請求之指令，請求造市者對某一商品之

月份或序列(選擇權)進行報價。造市者在接收

詢價訊息後，得依其風險承受狀況決定是否回

應詢價。 

24 

若要交易台幣黃金期

貨，還需要另外開立帳

戶嗎？ 

已有期貨交易帳戶者，不需另外開戶，僅需有

足夠之保證金即可進行交易； 

若尚未開立期貨帳戶，則須先至合法證券商或

期貨商開立期貨帳戶後，方可交易。 

25 

台幣黃金期貨即時行情

可從何處取得? 

可至本公司網站/相關網站/即時交易資訊/期貨

市場即時報價資訊網站查詢。 

 

26 

人民幣匯率期貨如何進

行買賣(看升人民幣，該

買進或賣出期貨)？ 

本公司人民幣匯率期貨以 1 美元可兌換之離

岸人民幣數量進行報價。例：美元/人民幣

6.2001。倘預期人民幣升值，即看貶美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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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可賣出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反之，若預

期人民幣貶值，即看升美元，則可買進美元

兌人民幣匯率期貨。 

27 

何處可取得匯率相關資

訊？ 

本 公 司 行 情 揭 示 網 頁

（http://info512.taifex.com.tw）提供下列匯率資

訊： 

1.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 

(1) 台北外匯經紀公司美元兌臺灣離岸人民幣

匯率之即時行情，包括：最佳買、賣報價及

成交價。 

(2) 於上午 11 時 15 分公布之台北外匯市場發

展基金會 CNT 定盤價及上午 11 時 30 分公

布之香港財資市場公會 CNH 定盤價。 

2. 其他匯率 

(1) 每營業日上午 8 時至次日上午 5 時之

WM/Reuters 歐元兌美元、美元兌日圓、英

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即期匯率中價，原則

每半小時更新一次，於每定價時點後 15 分

鐘公布。 

(2) 台北時間下午 2 時之 WM/Reuters 歐元兌美

元、美元兌日圓、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

即期匯率中價。 

28 

股票期貨跨月價差委託

之最小升降單位為何? 

期貨交易買賣申報委託價格須符合各契約交

易規則之最小升降單位，組合式買賣申報價

格升降單位，同各契約交易規則訂定之最小

升降單位，但最小升降單位訂有不同級距

者，則採最小報價之最小升降單位。 

http://info512.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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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股票期貨的最小升降單位依委託價格設有不

同級距如下： 

標的 價格 最小升降單位 

股票 

未滿 10 元 0.01 元 

10 元至未滿 50 元 0.05 元 

50 元至未滿 100 元 0.1 元 

100 元至未滿 500 元者 0.5 元 

500 元至未滿 1000 元 1 元 

1000 元以上 5 元 

ETF 
未滿 50 元 0.01 元 

50 元以上 0.05 元 

故當交易人買賣股票期貨跨月價差委託時，

可採最小報價之最小升降單位 0.01。以台積

電期貨為例，當交易人委託買進台積電期貨

201509契約，價格可輸入為 114.5元；台積

電期貨契約 201509/201510跨月價差委託價

格可輸入為 0.01元。 

29 

股票期貨暨選擇權標的

證券發行公司分派現金

股利時，股票期貨暨選

擇權契約是否會進行調

整？ 

標的證券發行公司只要有分派現金股利，不論

現金股利金額多寡，股票期貨暨選擇權均會進

行契約調整。 

30 

股票期貨除息契約調整

方式為何(以標的證券為

「股票」之股票期貨契

約為例)？ 

股票期貨契約買賣方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即標

的證券除息交易日）前一營業日收盤持有部位

者，應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就相當二千股或一百

股標的證券受配發之現金股利數額(先前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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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除權或減資等契約調整者，依調整後表彰之標

的證券股數為準)，調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

權益數減項。調整後契約約定標的物為除息之

標的證券，不含受配發之現金股利。(範例詳見

本公司網站：商品/股票期貨/ 股票期貨契約調

整方式介紹) 

31 

股票選擇權(含 ETF 選擇

權)除息契約調整方式為

何？ 

1. 股票選擇權契約買賣方於契約調整生效日

（即標的證券除息交易日）前一營業日收

盤持有部位者，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後之約

定標的物除二千股或一萬受益權單位標的

證券外，應包括相當二千股或一萬受益權

單位標的證券受配發之現金股利數額(先前

已作除權或減資等契約調整者，依調整後

表彰之標的證券股數為準)。履約價格及權

利金乘數皆不調整。 

2. 茲將股票選擇權除息契約調整範例說明如

下：  

假設南亞3/15每股配發現金股利5元。前一日

南亞股票選擇權6月份契約履約價為40，則：  

1. 3/15為契約調整生效日  

2. 原契約[CAO]調整契約代號為[CAA]  

3. 調整後契約[CAA]  

(1) 約定標的物為：2,000股除息後之南亞股

票+(5*2,000)元  

(2) 履約價格：維持40不變  

(3) 權利金乘數：維持2,000不變  

4. 加掛標準型契約[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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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1) 約定標的物為：2000股除息後之南亞股票  

(2) 履約價格：40  

(3) 權利金乘數：2,000  

32 

請問如何查詢歷年來交

易經手費之變動？ 

證券暨期貨法令判解查詢系統/法規體系查詢/

期貨相關法規/交易規章/30.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交易經手費收費標準/歷史法規。 

33 

盤前可以取消或更改委

託嗎？ 

可以，但需於各交易時段開盤前 2 分鐘完

成。因開盤前 2 分鐘為不可刪、改單時段(例

如臺股期貨 8:43~8:45 為日盤不可刪、改單時

段)，該時段本公司不接受取消或更改委託，

僅接受新增委託。 

34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如何轉換成限價委託，

一定會成交嗎？ 

有關「一定範圍市價委託」介紹，請參考本

公司網頁：首頁 > 交易制度 > 交易制度 > 

委託單種及撮合原則 > 委託單種介紹

(https://www.taifex.com.tw/cht/4/oamIntroductio

n) 

35 

盤前可以下「一定範圍

市價委託」嗎? 

不可以。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僅限盤中交易時段進

行。 

36 

東證期貨之交易日及交

易時間為何? 

東證期貨交易日與本公司營業日相同。因

此，東證期貨可能會在標的市場(日本東京證

券交易所)休市時交易，或在標的市場(日本東

京證券交易所)交易日時休市，提醒交易人多

加注意。 

為涵蓋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交易時段(臺灣時

間上午 8 時至 10 時 30 分，上午 11 時 30 分

至下午 2 時)，本公司東證期貨交易時間為上



12 

 

項次 問題 解答 

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15 分，與標的市場(日本東

京證券交易所)同步開始交易。 

37 

東證期貨之最後交易日

為何? 遇假日或因不可

抗力因素未能交易之調

整方式為何? 

東證期貨之最後交易日原則上為到期月份第

二個星期五之前一營業日(通常為第二個星期

四)，即最後結算價基準日(即決定最後結算價

之日期，通常為第二個星期五)之前一日。當

最後結算價基準日提前時，最後交易日則提

前至最後結算價基準日之前一營業日。 

最後交易日如遇我國既定假日，則提前至前

一營業日；若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交易(如颱

風假等)時，則延後至次二東京證券交易所營

業日之前一本公司營業日，舉例說明如下： 

1. 最後交易日遇我國既定假日： 

2016 年 6 月第二個星期五 6 月 10 日為調

整放假，前一天 6 月 9 日(星期四)為端午

節，因此兩日均為我國假日，故東證期貨

6 月契約最後交易日將提前至 6 月 8 日(星

期三)，而最後結算價基準日則為 6 月 9 日

(星期四)。 

2. 最後交易日遇颱風假： 

2016 年 3 月到期之東證期貨契約最後交易

日為 3 月 10 日(星期四)，假設當日遇颱風

天休市，最後交易日將延後一天至 3 月 11

日(星期五)，而最後結算價基準日則為 3

月 14 日(星期一)。 

38 
哪些商品適用三階段漲

跌幅，漲跌幅度為何？ 

適用商品及三階段漲跌幅度如下： 

類別 商品 漲跌幅度 

商 布蘭特原油 ±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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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品 
類 

期貨 （契約到期最後交易截止時
間之盤後交易時段，到期月
份契約之第三階段漲跌幅限
制為±30%） 

黃金期貨、
臺幣黃金期
貨、黃金選
擇權 

±5%、±10%、±15% 

匯 
率 
類 

小型美元兌
人 民 幣 期
貨、美元兌
人 民 幣 期
貨、歐元兌
美元期貨 

±3%、±5%、±7% 

美元兌日圓
期貨、英鎊
兌 美 元 期
貨、澳幣兌
美元期貨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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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
股價
指數
類 

美國道瓊期
貨、美國標
普 500 期
貨、美國那
斯達克 100
期貨 

±7%、±13%、±20% 

東證期貨 ±8%、±12%、±16% 

例如：美國那斯達克 100期貨最近月契約前

一交易日每日結算價為 7,500點，則三階段

漲跌幅限制如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漲幅
限制 

8,025 點 
(=7,500×(1+7%)) 

8,475 點 
(=7,500×(1+13%)) 

9,000 點 
(=7,500×(1+20%)) 

跌幅
限制 

6,975 點 
(=7,500×(1-7%)) 

6,525 點 
(=7,500×(1-13%)) 

6,000 點 
(=7,5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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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39 

三階段漲跌幅機制如何

運作？ 

運作方式如下： 

商品 觸發月份契約 運作方式 

小型美
元兌人
民幣期
貨、美
元兌人
民幣期
貨 

三月、六月、九月、
十二月交割月份契
約中之最近交割月
份契約 
(最後交易日之日盤
時段以三月、六月、
九月、十二月交割月
份契約中之次近交
割月份契約) 

1. 觸發月份契約成
交價觸及第一階
段漲跌幅限制，
10 分鐘後，各交
割月份契約漲跌
幅放寬至第二階
段。 
若觸發月份契約
成交價觸及第二
階 段 漲 跌 幅 限
制，10 分鐘後，
各交割月份契約
漲跌幅放寬至第
三階段。 

2. 收盤前 10 分鐘
如達前述觸發標
準(第一階段、第
二階段)時，不放
寬漲跌幅。 

3. 若無成交價時，
則以觸發月份契
約委託簿中最佳
1 檔買進價格觸
及各階段漲幅限
制，或觸發月份
契約委託簿中最
佳 1 檔賣出價格
觸及各階段跌幅
限制替代 

4. 日盤交易時段各
交割月份契約漲
跌幅度適用前一
夜盤交易時段放
寬後之漲跌幅
度。 

其餘商
品 

最近月到期契約 
(非人民幣匯率期貨
最後交易日之日盤
交易時段，以次近交
割月份契約；布蘭特
原油期貨最近交割
月份契約，於該契約
到期最後交易截止
時間後，以次近月到
期契約) 

例如：布蘭特原油期貨最近月契約前一個日盤

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為 2,369.5，且非最後交易

截止時間之夜盤交易時段，則三階段漲跌幅限

制如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漲幅
限制 

2,487.5 

(=2,369.5×(1+5%)) 
2,606.0 

(=2,369.5×(1+10%)) 
2,843.0 

(=2,369.5×(1+20%)) 
跌幅
限制 

2,251.5 

(=2,369.5×(1-5%)) 
2,133.0 

(=2,369.5×(1-10%)) 
1,896.0 

(=2,369.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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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例如：布蘭特原油期貨最近月契約前一日盤交

易時段每日結算價為 1,983.5，且為最後交易截

止時間之夜盤交易時段，則三階段漲跌幅限制

如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漲幅
限制 

2,082.5 

(=1,983.5×(1+5%)) 
2,181.5 

(=1,983.5×(1+10%)) 
2,578.5 

(=1,983.5×(1+30%)) 
跌幅
限制 

1,884.5 

(=1,983.5×(1-5%)) 
1,785.5 

(=1,983.5×(1-10%)) 
1,388.5 

(=1,983.5×(1-30%)) 
 

40 

小型股票期貨部位限制

如何計算? 

小型股票期貨未了結部位依合約規模 20 比 1

折算後，再加計同標的證券之現行股票期貨

同方向之未了結部位合計，不得逾本公司公

告之部位限制標準，至於調整型契約之部位

限制，同一標的證券之契約單位為 2000 股及

100 股調整型契約按股數合併計算。 

41 

申請因交易人錯誤之更

正帳號(以下簡稱更正帳

號)的適用帳號條件? 

1. 更正前及更正轉入之帳號，以同一交易人及

同一營業據點為限，且更正轉入之帳號需具

足額保證金；更正前或更正轉入之帳號不得

為綜合帳戶。 

2. 其它期貨商處理更正帳號之相關規範，請以

本公司「期貨商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處理作

業要點」為準。 

42 

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

普 500 期貨及美國那斯

達克 100 期貨之交易日

及交易時間為何? 

1.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 500 期貨及美國那

斯達克 100 期貨與本公司之營業日相同，因

此可能會有在美國現貨市場休市日時交易，

或在美國現貨市場交易日時休市之情形。 

2.為完整涵蓋標的市場交易時段(美國現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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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場夏令交易時間為臺灣時間下午 9 時 30 分

至次日上午 4 時，冬令為下午 10 時 30 分至

次日上午 5 時) ，便利交易人掌握避險及策

略交易機會，及時進行風險控管與部位調

整，本公司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 500 期

貨及美國那斯達克 100 期貨交易時間為臺灣

時間上午 8:45~下午 1:45(日盤交易時段)及

下午 3:00~次日上午 5:00(夜盤交易時段)，

但到期月份契約於最後交易日僅交易到下午

1:45。 

43 

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

普 500 期貨及美國那斯

達克 100 期貨之最後交

易日為何?遇假日或因不

可抗力因素未能交易之

調整方式為何? 

本公司掛牌之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 500

期貨及美國那斯達克 100 期貨最後交易日原

則上與 CME Group 掛牌的道瓊期貨、標普

500 期貨及那斯達克 100 期貨相同，為到期月

份第三個星期五。最後交易日倘遇我國假日

或標的指數預定不發布日(一般而言，即美國

NYSE 及 Nasdaq 休市日)，則調整為前ㄧ同時

為標的指數預定發布日及本公司營業日之

日；若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交易(如颱風假等)

時，則延後至次一同時為標的指數預定發布

日及本公司營業日之日。 

44 

布蘭特原油期貨之掛牌

交割月份為何? 

1. 國際間主要原油期貨，其掛牌之交割月份係

指原油現貨交付月份，而原油交付前需藉由

船運或管線運輸預先安排，因而多於交割前

1~2 個月即停止交易。 

2. 布蘭特原油期貨掛牌交割月份共 5 個，為 3

個近月，加上接續的 1 個 6 月及 1 個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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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份契約(例如 7 月 2 日上市掛牌月份為 2018

年 9 月、2018 年 10 月、2018 年 11 月、2018

年 12 月及 2019 年 6 月)。原則上到期月份

契約之最後交易截止時間，與相同交易標的

之 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相同，僅能交易至掛

牌月份(例如: 2018 年 9 月)往前 2 個月(7 月)

最後一個營業日之隔日凌晨(即 8 月 1 日上

午 2:30)。交易人需注意，與現行股價指數

商品 9 月契約仍可交易至 9 月不同。 

45 

布蘭特原油期貨之交易

日及交易時間為何？ 

1. 布蘭特原油期貨之交易日與本公司之營業

日相同，因此可能會有在 ICE 布蘭特原油期

貨休市日時交易，或在 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

交易日時休市之情形。 

2. 為涵蓋國際主要原油期貨市場之交易時段，

交易時間為臺灣時間上午 8:45~ 下午

1:45(日盤交易時段)及下午 3:00~次日上午

5:00(夜盤交易時段)，到期月份契約於到期

時之夜盤交易時段僅交易至次日上午

3:30(遇美國夏令日光節約期間則交易至次

日臺灣時間上午 2:30)。 

3. 原則上到期月份契約之最後交易截止時間，

與相同交易標的之 ICE 布蘭特原油期貨相

同，會隨英國夏令期間調整，但因 ICE 布蘭

特原油期貨會配合英國與美國日光節約期

間不同而調整交易時間，故本公司布蘭特原

油期貨契約到期最後交易截止時間會隨著

美國夏令日光節約期間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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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46 

布蘭特原油期貨最後交

易日(最後交易截止時間)

遇國內假日或因不可抗

力因素是否調整? 

1. 不調整。因布蘭特原油期貨之最後結算價基

礎 ICE 布蘭特指數每月僅公布一次，故倘遇

ICE 營業日而本公司夜盤因國內假日未能進

行交易，若欲提前到期，無最後結算價基礎

可供參採；另若遇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未

能進行交易，亦因 ICE 布蘭特指數已公布，

無延後之必要。故不調整最後交易截止時

間，仍如期到期，並依原訂之最後結算價進

行到期結算。 

2. 惟若遇國定假日，實際上之最後可交易時間

為國定假日前之夜盤交易時段凌晨 5 點。

(例如 2019年 4月契約表定之最後交易截止

時間為 2019.3.1 凌晨 3:30，但因 2019.2.28

日為國定假日，2.28 日盤(8:45~13:45)及夜

盤(15:00~5:00(3/1))均未開盤，故實際上之

最後可交易時間至 2019.2.28 凌晨 5:00) 

47 

買賣期貨的損益幅度是

不是和買賣股票的損益

幅度一樣？ 

因為期貨買賣是採用保證金交易的方式進行，

因此持有一口期貨契約，僅需其原始契約價值

的 1/10 左右，故其槓桿倍數約為 10 倍；至於

買賣股票部分，若為現股交易，則其槓桿倍數

為 1：1，若採信用交易，則其槓桿倍數約為 2

倍左右。故投資人應視其風險承受能力，調整

存入之保證金金額，以符合投資人之風險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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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面「交易人最常詢問之問題及解答」一覽表 

項次 問題 解答 

1 

選擇權 A、B 值是根據

什麼公式計算出來的? 

本公司規定之股價指數類選擇權風險保證金 A

值 = 現貨收盤指數×指數每點價值×風險價格

係數，千元以下，無條件進位至千元。其中風

險價格係數係根據本公司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

及標準第 4 條之 1 訂定：股價指數類選擇權契

約之風險價格係數係參考一段期間內標的股價

指數波動、景氣循環及其他可能因素，估算至

少可涵蓋二日權利金變動幅度百分之九十九信

賴區間之值。而股價指數類選擇權風險保證金

B 值係取 A 值之 0.5 倍後，無條件進位至千元

之值。 

臺指選擇權一週到期契約之風險保證金A值與

風險保證金 B 值，同臺指選擇權契約。 

另本公司規定之人民幣匯率選擇權風險保證金

A 值 = 標的匯率價格×契約規模×風險價格係

數，百元以下，無條件進位至百元。其中風險

價格係數係根據本公司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

標準第 4 條之 8 訂定，係參考一段期間內標的

匯率價格波動、景氣循環及其他可能因素，估

算至少可涵蓋二日權利金變動幅度百分之九十

九信賴區間之值。而人民幣匯率選擇權風險保

證金 B 值係取 A 值之 0.5 倍後，無條件進位至

百元之值。 

2 
請問期貨商收取的交易

保證金與本公司公告者

本公司訂定之保證金計收方式為期貨商收取之

最低標準，惟依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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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有異，是否正確? 

 

期貨商於期貨交易所依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4

款訂定之保證金外，依客戶之信用狀況及其從

事之交易性質，得另加收保證金。因此各期貨

商得依個別客戶之信用狀況加收保證金。 

3 

本公司公告各契約之原

始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

為各契約之結算保證金

乘以本公司訂定之一定

比例計算而得，請問該

比例為何？ 

本公司目前上市之期貨及選擇權契約，除小型

臺指期貨外，各契約之維持保證金及原始保證

金是按結算保證金乘以以下比例計算。結算保

證金：維持保證金：原始保證金＝1：1.035：

1.35；小型臺指期貨(含一週到期契約)保證金訂

為臺股期貨保證金之四分之一。 

以台股期貨(TX)為例，若其結算保證金為新臺幣

61,000 元，則維持保證金為新臺幣 64,000 元，

原始保證金為新臺幣 83,000 元。(依 1：1.035：

1.35 之比例計算後無條件進位至千元) 

4 

本公司上市契約保證

金調整機制？  

舉例臺指期貨結算保證金之訂定係依據本公司

「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 4 條規定辦

理，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結算保證金金額為各

契約之期貨指數乘以指數每點價值乘以風險價

格係數。 

風險價格係數，係參考一段期間內期貨契約之

股價指數變動幅度、景氣循環及其他可能因素，

估算至少可涵蓋二日股價指數變動幅度百分之

九十九信賴區間之值；另依本公司「結算保證

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 5 條第 1 款，每日計算

之結算保證金金額，相較於現行收取之結算保

證金金額變動幅度，除匯率類期貨契約為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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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之五外，餘達百分之十以上者，結算保證金之

收取得調整之。 

本公司臺指期貨結算保證金之調整，並非單純

考量指數之變動，而是依據每日風險價格係數

所計算出結算保證金與現行收取之標準比較，

變動幅度達百分之十以上時得進行調整。 

5 

請問交易國外選擇權價

差交易時收取之保證金

能否可比照國內保證金

收取方式? 

依現行期貨商管理規則之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

經營國外期貨交易複委託業務者，其向委託之

期貨商收受期貨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依國外

期貨交易所之規定辦理。 

6 

外資從事國內期貨交

易，保證金之收付方

式為何？  

本公司新臺幣、美元、人民幣及日圓計價期貨

商品，境外外資保證金收付以本公司公告之外

幣為之，損益則分別以新臺幣、美元、人民幣

及日圓計算之。境外外資成交買進人民幣計價

選擇權所需支付之權利金，仍由其以自有人民

幣繳交，惟於委託買進時，得先以其他幣別繳

存約當保證金，俟部位成交後，再由其自結人

民幣繳交實際所需權利金。 

另有關境外外資得以本公司公告之外幣繳交保

證金，目前開放美元、歐元、日幣、英鎊、澳

幣、港幣及人民幣共 7 種外幣。 

7 

本公司期貨及選擇權契

約保證金歷史資料如何

查詢？ 

本公司上市契約保證金均公告於本公司網頁，

其歷史變動資料亦可至本公司網站首頁最新消

息下之歷史資料區查詢保證金調整公告即可。 

8 

選擇權契約交易策略部

位組合(如賣出跨月勒式

或跨式部位組合)之辦

選擇權契約無論辦理賣出跨月勒式或跨式等部

位組合皆可透過期貨商 MTS 系統，申請將不

同月份之買權與賣權組合來形成勒式或跨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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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理？ 合。但執行勒式或跨式組合交易委託單，買權

與賣權必須是相同到期日。其他相關部位組合

要求細節，請至本公司網站首頁/結算業務/保

證金/保證金訂定/股價指數選擇權項下查詢

http://www.taifex.com.tw/cht/5/margingReqIndex

Opt 

9 

何謂期貨契約價差交易

部位組合？ 

本公司期貨契約價差交易部位組合，為就所適

用契約(TX、TE、TF、MTX、T5F、XIF、GTF、

G2F、E4F、BTF、GDF、TGF、RHF、RTF、TJF、

UDF、SPF、UNF、XEF、XJF、XBF、XAF、

BRF、STF)成交後之部位餘額，採一口多(買)方

和一口空(賣)方之部位組合，計算應收取保證

金之金額，相關細節，請至本公司網站首頁/結

算業務/保證金/保證金訂定/期貨(股票期貨除

外) 項下查詢 

http://www.taifex.com.tw/cht/5/margingReqIndex

Fut 

有關股票期貨契約之價差交易部位組合，僅適

用同一標的證券之組合，相關細節，請至本公

司網站首頁/結算業務/保證金/保證金訂定/股

票期貨項下查詢 

http://www.taifex.com.tw/cht/5/margingReqSSF 

10 

選擇權與期貨之間的

部位組合？  

本公司目前系統提供臺股期貨(TX)與臺指選擇

權(TXO)、小型臺指期貨(MTX)與臺指選擇權

(TXO)、金融期貨(TF)與金融選擇權(TFO)、電

子期貨(TE)與電子選擇權(TEO)、股票期貨與股

票選擇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RHF)與美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_ne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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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元兌人民幣匯率選擇權(RHO)、小型美元兌人

民幣匯率期貨(RTF)與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

選擇權(RTO)之組合部位。 

其中小型臺指期貨(MTX)與臺指選擇權(TXO)

及二千股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為

一口期貨與一口選擇權形成部位組合、一百股

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為二十口期

貨與一口選擇權形成部位組合，其餘為一口期

貨與一至四口選擇權之組合部位。 

臺指選擇權一週到期契約與期貨之間的部位組

合方式，依現行臺指選擇權契約辦理。 

另有關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契約之部位組

合，僅適用同一標的證券之股票期貨及股票選

擇權，相關細節，請至本公司網站首頁/結算業

務/保證金/保證金訂定/股票期貨項下查詢 

http://www.taifex.com.tw/cht/5/margingReqSSF 

11 

部位組合之到期日要

求？  

關於部位組合之到期日要求，以臺指商品群為

例(包含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

貨一週到期契約、臺指選擇權及臺指選擇權一

週到期契約)說明如下： 

1. 部位組合之到期日須相同者： 

垂直價差組合部位(含：call 多頭價差、call

空頭價差、put 多頭價差、put 空頭價差)：買

進及賣出部位之到期日相同。 

2. 部位組合之到期日可不相同者： 

(1) 買權/賣權時間價差部位組合：須不同到

期日。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_ne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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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2) 買權/賣權混合部位：相同到期日、不同

到期日皆可。 

(3) 期貨與選擇權混合部位：相同到期日、

不同到期日皆可。 

(4) 轉換及逆轉組合部位：相同到期日、不

同到期日皆可。 

12 

臺灣期貨交易所當沖保

證金標準？ 

有關本公司期貨契約當日沖銷交易之結算保證

金、維持保證金及原始保證金，係依適用契約

之一般交易保證金金額依本公司訂定成數

(50%)減收後，取千元整數進位訂定之。以台股

期貨(TX)為例，若其原始保證金為新臺幣 83,000

元，則當沖交易之原始保證金為新臺幣 42,000

元。 

13 

交易人從事國內當沖交

易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依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期貨商受託

國內當日沖銷交易自律規則」所訂定之規範辦

理： 

1. 開立期貨受託契約滿 3 個月。 

2. 最近  1 年內期貨契約交易成交  10 筆以

上，其開立期貨受託契約未滿 1 年者亦同。 

3. 除未沖銷部位所需保證金外，另應提供最近

1 年之財力證明，其價值總金額應不低於從事

當日沖銷交易所需保證金額度之百分之三十，

但申請適用於當日沖銷交易所需保證金額度未

逾新台幣 50 萬元者不適用之之。 

 

14 
股票期貨之保證金如何

決定？ 

一、 標的證券為股票 

依據股票期貨標的證券之風險價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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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股票期貨之保證金適用比例，訂定為 3 級距，

分別如下： 

股票期

貨保證

金級距 

風險價格係數 

結算 

保證金 

適用比例 

維持 

保證金 

適用比例 

原始 

保證金 

適用比例 

級距 1 10.00% 10.35% 13.50% 

級距 2 12.00% 12.42% 16.20% 

級距 3 15.00% 15.53% 20.25% 

股票期貨之標的證券風險價格係數高於 15%

者，依各標的證券之風險價格係數，往上取其

最接近之百分比整數值，訂定為該標的股票期

貨之結算保證金適用比例。維持及原始保證金

適用比例以結算保證金適用比例為基準，按本

公司訂定之成數加成計算之。 

本公司每季定期、機動或配合評選新標的證券

時，評估各標的證券之風險價格係數，並依各

股票期貨所屬級距及其保證金適用比例，公告

各股票期貨契約調整後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

金及原始保證金之適用比例，並於公告日之次

一日盤交易時段結束後起實施。 

二、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證 

股票期貨契約結算保證金金額＝期貨契約價格

×契約乘數×風險價格係數，其中風險價格係數

係參考一段期間內標的證券價格變動幅度、景

氣循環及其他可能因素，估算至少可涵蓋二日

價格變動幅度百分之九十九信賴區間之值。 

本公司每日計算之結算保證金與現行收取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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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比較，變動幅度達百分之十以上者，得進行

調整。 

15 

股票期貨契約是否適用

當沖交易減收保證金制

度？ 

現行本公司當沖交易減收保證金制度僅限於日

盤交易時段適用(夜盤交易時段不適用)，且適

用之契約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TX)、臺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股價指數期貨契

約(TE)、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

期貨契約(TF)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小型

期貨契約(MTX)(含小型臺指期貨一週到期契

約)等 4 種商品之最近 2 個到期月份契約，主要

係考量適用於流動性較高之契約及到期月份，

至股票期貨契約目前尚未納入該制度適用範

圍。 

16 

臺指選擇權每日結算價

的訂定方式? 每日權利

金漲跌點數有否限制？ 

依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權契約

交易規則第 15 條之規定，本契約之每日結算價

依日盤交易時段之交易資訊及下列規定訂定

之： 

本契約每日結算價為當日之最後一筆撮合成交

價。 

當日收盤前 15 分鐘內無成交價，或前款之結算

價顯不合理時，由本公司決定之。 

另依前揭交易規則第 9 條之規定：本契約各交

易時段權利金最大漲跌點數，以最近之臺灣證

券交易所收盤標的指數百分之十為限。 

臺指選擇權一週到期契約每日結算價之訂定方

式與各交易時段權利金最大漲跌點數，依臺指

選擇權契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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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價指數選擇權每日結

算價與收盤價有何不同? 

收盤價係指交易時間結束前最後一次成交價之

價格。 

而依據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選擇

權契約交易規則』第 15 條規定，本契約之每日

結算價依日盤交易時段之交易資訊及下列規定

訂定之： 

1. 本契約每日結算價為當日之最後一筆撮合

成交價。 

2. 當日收盤前15分鐘內無成交價，或前款之結

算價顯不合理時，由本公司決定之。 

18 

臺灣期貨交易所指數

期貨及選擇權契約最後

結算價之訂定方式？ 

一、 交易標的為國內股價指數類契約之最後

結算價計算方式 

採最後結算日（到期日）臺灣證券交易所

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

櫃買中心)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 30 分鐘內

標的指數之算術平均價訂之。 

前項標的指數之算術平均價，係以前項交

易時間內臺灣證券交易所、櫃買中心、臺

灣指數股份有限公司、富時國際有限公司

(FTSE)或臺灣指數股份有限公司委請臺

灣證券交易所每次揭示之標的指數(交易

時段 13:00(不含)至 13:25(含)，加計最後

一筆收盤指數)，採簡單算術平均計算，並

取至最接近各期貨契約報價最小升降單

位整數倍之數值訂之；倘算術平均價為上

下兩升降單位之中數，則向上取至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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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貨契約報價最小升降單位整數倍之

數值訂之。倘標的指數遇其成分股實施收

市撮合延緩，則計算最後結算價之最後一

筆收盤指數，為收市撮合延緩時間終了後

揭示之收盤指數。 

前揭契約遇臺灣證券交易所或櫃買中心

依其交易系統與交易傳輸系統發生故障

或中斷之處理措施宣布暫停交易，且未能

於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恢復

正常，最後結算價以臺灣證券交易所或櫃

買中心揭示最後一筆收盤指數之時點

(含)，往前取三十分鐘實際交易時間內每

次揭示之標的指數計算之；倘臺灣證券交

易所或櫃買中心全日合計交易時間不足

三十分鐘，以實際交易時間取得之標的指

數計算之；標的指數成分股包含臺灣證券

交易所上市與櫃買中心上櫃股票者，實際

交易時間為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買中心

交易時間內，不包含兩者同時暫停交易之

時段。納入計算最後結算價之標的指數筆

數，以不超過前項之取樣筆數為限。 

二、 交易標的為國外股價指數類契約之最後

結算價計算方式 

(一) 東京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東京證券交易所營

業日該交易所計算之標的指數特別報價

(Special Quotation, SQ)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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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道瓊工業平均股價指數期貨契約及

美國 S&P 500 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美國道瓊工業平均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之

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標準普爾道

瓊指數編製公司(SPDJI)計算之美國道瓊

工業股價指數特別開盤價訂之。 

美國 S&P 500 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之最後

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標準普爾道瓊指

數編製公司(SPDJI)計算之美國 S&P 500

股價指數特別開盤價訂之。 

(三) 美國那斯達克 100 股價指數期貨契約 

美國那斯達克 100 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之

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那斯達克交

易所(Nasdaq)計算之美國那斯達克 100

股價指數特別開盤價訂之。 

三、 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到期部位契約價值

計算方式 

以新臺幣計價之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到期部位

契約價值，為各契約之最後結算價乘以指數每

點價值，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19 

股票期貨每日結算價如

何訂定？ 

1. 每日結算價原則上採收盤前 1 分鐘內所有

交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 

2. 當日收盤前 1 分鐘內無成交價時，以收盤

時未成交之買、賣報價中，申報買價最高

者與申報賣價最低者之平均價位為當日結

算價。 

3. 無申報買價時，以申報賣價最低者為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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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結算價；無申報賣價時，則以申報買價最

高者為當日結算價。 

4. 當遠月份期貨契約無申報買價及申報賣價

時，則取前一營業日現月份期貨契約之結

算價與該期貨契約之結算價間差價為計算

基礎，而當日現月份期貨契約之結算價加

此差價之所得價格為該期貨契約當日結算

價。 

5. 倘前述之計算方式皆無法決定當日結算

價，或經計算出之結算價顯不合理時，則

由臺灣期貨交易所決定之。 

另同一標的證券，相同交割月份之股票期

貨契約每日結算價相同。但依規定為契約

調整者，不在此限。 

20 

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

契約之最後結算價為

何？ 

    本公司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契約之最後

結算價，以到期日證券市場當日交易時間收盤

前六十分鐘內標的證券成交價之算術平均價

訂之；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契約到期日遇標

的證券停止交易者，其最後結算價之計算，以

停止交易日前一營業日之價格替代之。 

1. 標的證券為股票 

 標的證券為股票者，其標的證券算術平均

價，係採臺灣證券交易所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每次揭示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交易

時段 12:30(不含)至 13:25(含)，加計最後一筆收

盤指數)，所納入成分股計算之標的證券價格，

採簡單算術平均計算，並取四捨五入至小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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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二位之數值訂之。 

  前項標的證券於到期日未納入指數成分股

時，以當日證券市場交易時間收盤前六十分鐘

內，各次指數揭示前之最近一筆撮合成交價作

為標的證券價格；當日交易時間內均無成交價

者，以當日市價升降幅度之基準價替代之。 

  有關前二項計算最後結算價之最後一筆標

的證券價格，遇標的證券實施收市撮合延緩

時，則為收市撮合延緩時間終了後，標的證券

最後一筆撮合成交價。 

2.標的證券為受益憑證 

標的證券為受益憑證者，其標的證券算術

平均價，係採臺灣證券交易所或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每次揭示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時

點 (交易時段 12:30(不含)至 13:25(含)，加計最

後一筆收盤指數)前之最近一筆撮合成交價作

為標的證券價格，當日交易時間內均無成交價

者，以當日市價升降幅度之基準價替代之，採

簡單算術平均計算，並取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

位之數值訂之。 

    前項計算最後結算價之最後一筆標的證券

價格，遇標的證券實施收市撮合延緩時，則為

收市撮合延緩時間終了後，標的證券最後一筆

撮合成交價。 

21 
股票選擇權到期日及到

期交割方式為何? 

到期日為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第 3 個星期

三），採現金結算。 

22 股票選擇權部位如何處 依據現行選擇權部位處理方式，除提供從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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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理? 合式交易之交易人得保留部位外，交易人亦可

透過結算系統進行指定平倉作業，也就是同一

交易人可同時持有同一序列(series)的選擇權

買、賣雙方部位。 

23 

股票選擇權到期履約的

價內部位如何決定？ 

股票選擇權價內部位是依買權、賣權部位，以

證券最後結算價計算之約定標的物價值與履約

價款的價差進行決定： 

1. 買權部位：以最後結算價計算之約定標的物

價值高於履約價款。 

2. 賣權部位：以最後結算價計算之約定標的物

價值低於履約價款。 

24 

股票期貨契約標的證券

之發行公司分派現金股

利而進行契約調整者，

其約定標的物是否含有

受配發之現金股利？ 

股票期貨契約調整後約定標的物為除息後之標

的證券，不含受配發之現金股利。到期結算時，

最後結算日依最後結算價計算之約定標的物

價值，亦不含受配發之現金股利。 

25 

股票期貨契約標的證券

之發行公司分派現金股

利而進行契約調整者，

前一營業日收盤持有部

位者在調整生效日(即標

的證券除息交易日)之權

益數如何計算？ 

股票期貨契約買賣雙方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

營業日收盤持有部位者，本公司依契約調整公

告之現金股利調整數額，於契約調整生效日，

進行調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

作業，維持買賣雙方之權益數不因標的證券除

息交易而受影響。 

26 

股票期貨契約標的證券

之發行公司分派現金股

利而進行契約調整者，

期交所是否有參考名冊

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營業日下午 3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本公司配合現金股利契約調整前作

業，產生契約調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

數減項之名冊，供期貨商、結算會員以電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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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可供查詢？ 業方式查詢該名冊。 

27 

股票期貨契約標的證券

之發行公司分派現金股

利而進行契約調整者，

期交所之契約調整作業

於調整生效日(即標的證

券除息交易日)之生效時

點為何？ 

本公司於契約調整生效日之上午 7 時前，進行

調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作業，

維持買賣雙方之權益數不變。 

28 

本公司得辦理抵繳保證

金之有價證券範圍及其

折扣比率為何? 

1. 本公司股票期貨及選擇權契約標的證券之股

票、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指數股票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及境外基金管理機

構或其指定機構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規定在

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

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其折扣比率為

30%。 

2. 富時臺灣證券交易所臺灣 50 指數之成分股

及元大台灣卓越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其折扣比率為 30%。 

3. 中央登錄公債，其折扣比率為 5%。 

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

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之國際債

券，其折扣比率為 10%。 

29 

本公司得辦理抵繳保證

金之有價證券資訊如何

取得? 

本公司每日 17:00 後，於網頁公告次一營業日

得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資訊。交易人可

至本公司網站首頁 / 結算業務/ 保證金/ 有價

證券保證金之可抵繳標的查詢/可抵繳標的之

查詢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_ne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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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http://www.taifex.com.tw/cht/5/collateralInq 

30 

本公司得辦理抵繳保證

金之有價證券，是否訂

有抵繳比例？實際抵繳

金額如何計算？ 

1. 抵繳比例為 50%，即交易人辦理抵繳保證金

之有價證券，其有價證券合計之實際抵繳金

額不得逾其應存有結算保證金金額之 50%。 

2. 上揭實際抵繳金額(c)計算公式如下： 

取(a)與(b)較小值者，(c)=min【(a),(b)】 

(a)：有價證券之評價價值 

(b)：最高可抵繳金額。（該交易人未沖銷部 

位所需結算保證金按 50％抵繳比例計算之 

金額） 

當(a)>(b) 則(c)=(b)；當(a)<(b) 則(c)=(a)。 

【範例】 

甲交易人繳交台積電股票 10 張抵繳保證金，台

積電當日市價為 60 元，甲交易人未沖銷部位原

始保證金為 100 萬元，假設結算保證金為 73 萬

元。 

(a)：台積電之評價價值為 42 萬元【60×（1-30%

折扣比率）】 

(b)：最高可抵繳金額為 36 萬 5 千元【73×50％

＝36.5】因股票的評價價值(a)高於最高可抵繳

金額(b)，取較小數字為抵繳金額。故 10 張台

積電實際可抵繳保證金金額為 36 萬 5 千元，

甲交易人需繳交現金保證金為 63 萬 5 千元。 

31 

交易人以股票、受益憑

證或國際債券辦理抵

繳，應如何匯撥至本公

司或期貨商之抵繳專

1. 採存券一階段作業之交易人，應於證券商作

業時間至證券商營業處所，或採電話方式

(需事先與證券商簽具「非當面辦理有價證

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辦理將股



35 

 

項次 問題 解答 

戶？交易人如何辨識本

公司或期貨商股票或國

際債券之抵繳專戶？ 

票、受益憑證及國際債券匯撥到本公司開設

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戶名為「有價證券

抵繳保證金專戶」之抵繳專戶，本公司抵繳

專戶帳號為「0050-8900001」。 

2. 採存券二階段作業之交易人，應於證券商作

業時間內至證券商營業處所，或採電話方式

(需事先與證券商簽具「非當面辦理有價證

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辦理將股

票、受益憑證及國際債券匯撥到期貨商開設

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戶名為「有價證券

抵繳保證金專戶」之抵繳專戶，期貨商抵繳

專戶帳號為「○○○○(期貨商集保參加人代

號)-8900001」，期貨商集保參加人代號於期

貨商正式申請成為集保參加人時，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會賦予該期貨商編號。 

3. 本公司與期貨商抵繳專戶帳號後 7 碼，係專

設為期貨交易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

以利辨識，期貨商應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將本

公司及期貨商抵繳專戶帳號予以公告。 

32 

交易人以公債辦理抵

繳，應如何匯撥至本公

司或期貨商公債之抵繳

專戶？交易人如何辨識

本公司或期貨商公債之

抵繳專戶？ 

採存券一階段作業之交易人，於清算銀行作業

時間內至清算銀行營業處所，將公債匯撥到本

公司於下列清算銀行開設戶名為「臺灣期貨交

易所公債抵繳保證金專戶」，開設之銀行及帳號

如下表： 

銀行名稱 分行 公債帳號 

臺灣銀行 營業部 003502001966 

第一銀行 古亭分行 17180000051 

華南銀行 南門分行 1172900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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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彰化銀行 總部分行 51856100017000 

國泰世華 營業部 218762000291 

兆豐銀行 國外部 00752000180 

中國信託 法人信託部 90100000000097 

採存券二階段作業之交易人，於清算銀行作業

時間內至清算銀行營業處所，將公債匯撥到期

貨商於主管機關指定之清算銀行，開設戶名為

「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專戶」，期貨商於清算銀

行開設帳戶後，應於營業處所明顯處公告公債

抵繳專戶。 

33 

交易人與期貨商辦理有

價證券抵繳作業簽訂之

約定書重點內容有哪

些？ 

約定書重點內容有下列幾點，交易人應詳加閱

讀，瞭解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後簽章： 

1. 約定抵繳有價證券之孳息、紅利或其他利

益，歸屬於交易人。 

2. 約定有價證券由期貨商、結算會員運用作為

向本公司抵繳結算會員部位所需保證金時，

為僅抵繳交易人自身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

保證金，或為得抵繳結算會員下，非限定於

抵繳該存券交易人自身部位及新增委託所

需保證金。 

3. 約定抵繳有價證券繳交及領取方式。 

4. 約定抵繳有價證券處分權之情事與權利義

務。 

34 

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

證券，遇該有價證券分

配股息、紅利或其他利

益時，如何處理？交易

交易人送存辦理抵繳之有價證券，遇該有價證

券分配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時，毋需辦理領

回，該有價證券權益仍歸屬交易人，並以下列

方式將孳息交予交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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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人需要領回嗎？ 1. 股票、受益憑證與國際債券 

存放於本公司抵繳專戶者，由本公司出具存券

交易人名冊；存放於期貨商抵繳專戶者，由期

貨商出具存券交易人名冊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過戶，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出具之名冊

直接將有價證券孳息撥付至交易人帳戶。 

2. 公債 

公債付息時，交易人若未事先領回時，依現行

規定，利息將撥入抵繳專戶所有人。採存券一

階段作業之交易人，由本公司將利息轉支付予

交易人，並按其扣繳稅率扣繳利息所得稅；採

存券二階段作業之交易人，由本公司將利息轉

支付予期貨商，再由期貨商轉支付予交易人，

並由期貨商按其扣繳稅率扣繳利息所得稅。 

35 

交易人辦理抵繳保證金

之有價證券，在何種情

況下有被處分之可能？ 

交易人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下列二種

情況，有被處分之可能： 

1. 期貨商了結交易人之全部期貨交易契約後，

如其保證金專戶權益數為負數，且該交易人

未依期貨商之通知，在 3 個營業日內以現金

補足時，有價證券繳存於期貨商抵繳專戶者

則期貨商得依不足之金額對其有價證券進

行處分賣出；繳存本公司抵繳專戶者，期貨

商得向本公司申請領取後，始撥入期貨商處

分專戶，並予以處分賣出。 

2. 交易人選擇同意期貨商、結算會員運用，得

抵繳結算會員下，非該存券交易人自身部位

及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者，遇結算會員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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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公司違約時，本公司得對交易人繳交之有價

證券處分。 

36 

SPAN 與策略保證金計收

方式之差異？ 

SPAN 除考量不同選擇權策略組合的差異外，

也同時考量不同商品間風險折抵，相同商品不 

同最後結算日之基差風險及選擇權波動度等因

素，因此更能有效率地衡量整體部位所需之保

證金。 

37 

有關 SPAN 參數中跨月

價差風險值的固定比率

是如何訂定? 

依本公司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 5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跨月價差固定比率係參酌國外

交易所及本公司商品流動性訂定之。 

38 

交易人若想採行 SPAN，

須如何辦理？ 

申請採行 SPAN 之交易人應具備期貨公會「期

貨交易人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自律規

則」第三條所訂資格條件，並需與期貨商另行

簽訂「交易人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

(SPAN)約定書」，並應約定委託下單時保證金

之計收標準、強制沖銷時之處理方式及其他相

關之注意事項。 

39 

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

收方式(SPAN)計算交易

所需保證金，部位組合

的變化對保證金有何影

響? 

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係將交易人

整戶部位以風險互抵之組合邏輯，計算所需之

保證金。當部位變動時（新增或平倉），會以變

動後整戶部位計算所需保證金。例如，原本依

風險互抵組合邏輯可形成之跨商品或跨月組

合，因為一部分部位平倉或到期，無法再形成

組合式部位時，因失去「風險互抵」效果，產

生保證金需求額度增加之情形。 

40 
當沖交易部位是否可和

非當沖交易部位以 SPAN

由於當沖交易部位所需保證金僅為非當沖部位

所需保證金之 50%，基於風險控管考量，當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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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計算保證金？ 交易部位必須與非當沖交易部位分開，並依當

沖交易相關規定進行盤中風險及保證金額度控

管。 

41 

為何契約無成交情況

下，未平倉部位餘額

亦有變化情形？  

造成該狀況應為選擇權組合部位拆解所致，舉

例說明：某一交易人將 TXO 200609 契約 7800 

CALL 之買方與賣方部位分別與其他序列之選

擇權申請組合，次日再將上述選擇權組合部位

進行拆解，則形成TXO 200609契約 7800 CALL

之買方與賣方為單一部位，可透過指定平倉進

行沖銷，因此，雖無成交紀錄，但未平倉部位

餘額仍將減少。 

42 

期貨商辦理交易人下

單時保證金超額是否

足夠之檢核，有否含

括部位成交後之預

期？  

不含括未發生之部位成交損益(惟本公司訂定

之保證金標準為最低限，期貨商得因風險考量

加計)；而部位成交後產生之損益，除另有規定

外，將即時納入交易人保證金權益數計算，保

證金若有不足，則依期貨商現行規定辦理保證

金追繳等相關風控必要作為。 

43 

交易人辦理選擇權到期

履約之規定？交易人有

無權利調整？ 

依本公司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結算交割作業

要點之第陸點規定，有關選擇權契約買方履約

參考名冊增刪作業，期貨商得於作業時間內，

依交易人指示，經由電腦作業方式增刪買方履

約參考名冊。 

44 

選擇權為何與期貨沖銷

原則不同？  

因應選擇權契約多元交易策略之需求，故上市

時即採指定部位沖銷作法，有別於期貨商品採

自動沖銷原則。 

45 
客 戶 保 證 金 (Customer 

Margin)是指客戶存入期

1.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70 條規定，期貨商或指

定機構之債權人，非依本法規定，不得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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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貨商之保證金，用以確保

客戶具有交易期貨契約

與履約的能力，而客戶保

證金專戶係以期貨商名

義開立，期貨商如果沒有

經過客戶的許可，可不可

以任意動用客戶之保證

金呢？ 

戶保證金專戶之款項請求扣押或行使其他

權利。 

2.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71 條規定，期貨商除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自客戶保證金專

戶內提取款項： 

(1) 依期貨交易人之指示交付賸餘保證金、權

利金。 

(2) 為期貨交易人支付必須支付之保證金、權

利金或清算差額。 

(3) 為期貨交易人支付期貨經紀商之佣金、利

息或其他手續費。 

(4)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客戶保證金專戶之管理應依上揭規定辦理，故

期貨商係不得任意動用客戶存放於客戶保證金

專戶之保證金。 

46 

現行期貨商對其客戶保

證金的管理為何? 

1.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 條規定，期貨商

客戶保證金專戶之開設、變更或終止，應送由

期貨交易所轉送主管機關。 

2.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2 條規定，期貨商

向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開設客戶保證金專戶

時，該帳戶應標明係客戶保證金專戶，並應將

所開設客戶保證金專戶之機構名稱及帳號於營

業場所顯著位置公告，變更或註銷時亦同。期

貨商同時經營本國期貨經紀及國外期貨經紀業

務時，應分別設置客戶保證金專戶。前揭之指

定機構，以下列各款為限： 

 (1) 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外匯或收受存款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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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務，並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銀行。 

 (2) 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3) 經中央銀行委託辦理中央登錄公債登記

業務，並符合本會所定條件之清算銀行。 

    兼營期貨業務之金融機構不得將其客戶保

證金專戶開設於其所經營之金融機構。 

3.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4 條規定，期貨商

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時，所收付之款項應透過客

戶保證金專戶辦理之，該專戶內所有款項之提

取作業應以轉帳方式辦理，同時應有詳實之紀

錄及收付憑證。 

4.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5 條規定，期貨商

對客戶在客戶保證金專戶內之存款或有價證

券，不得進行透支、設定擔保或他項權利，且

不得挪用為其他客戶保證金、權利金、結算交

割費用、佣金、手續費或不足款項之代墊。 

5. 依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8 條規定，期貨商應

設置客戶明細帳，逐日計算每一客戶保證金專

戶存款與有價證券餘額及有價證券抵繳金額之

變動情形，並編製所有客戶保證金專戶明細表。 

47 

請問若期貨商倒閉，客戶

如何取回客戶保證金專

戶中之保證金? 

1.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70 條規定，期貨商或指

定機構之債權人，非依本法規定，不得對客

戶保證金專戶之款項請求扣押或行使其他

權利。 

2.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71 條規定，期貨商除依

期貨交易人之指示、為期貨交易人支付期貨

經紀商之佣金、利息或其他手續費，以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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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主管機關核准外，不得自客戶保證金專戶內

提取款項。 

3.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75 條規定，期貨商有破

產、解散、停業或依法令應停止收受期貨交

易人訂單時，主管機關得命其將所屬期貨交

易人之相關帳戶，移轉於與該期貨商訂有承

受契約之其他期貨商。期貨商於接獲主管機

關之命令時，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應於 2 個營業日內，將客戶保證金

專戶內款項餘額及所屬期貨交易人之交易

明細表，移交前項之其他期貨商。 

4.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5 條規定，期貨商

對客戶在客戶保證金專戶內之存款或有價

證券，不得進行透支、設定擔保或他項權利，

且不得挪用為其他客戶保證金、權利金、結

算交割費用、佣金、手續費或不足款項之代

墊。 

5.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14 條規定，期貨經

紀商應於辦理公司登記後，向主管機關指定

之金融機構繳存營業保證金新臺幣五千萬

元，該經紀商每增設一分支機構需增提新臺

幣五百萬元。 

6. 依據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 21 

條，期貨交易人於所委託之期貨商因財務困

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其於期貨交易市

場從事期貨交易，而未取得其應得之保證

金、權利金時，保護機構得動用保護基金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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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付。 

48 

若期貨商倒閉，現行規定

如何保護客戶國外期貨

交易保證金之權益? 

1.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

經營國外期貨交易複委託業務者，其向委託

之期貨商收受期貨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依

國外期貨交易所之規定辦理。 

2.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

期貨商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時，所收付之款項

應透過客戶保證金專戶辦理之，該專戶內所

有款項之提取作業應以轉帳方式辦理，同時

應有詳實之紀錄及收付憑證。 

3. 依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

期貨商應設置客戶明細帳，逐日計算每一客

戶保證金專戶存款與有價證券餘額及有價

證券抵繳金額之變動情形，並編製所有客戶

保證金專戶明細表。 

4.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75 條規定，期貨商有破

產、解散、停業或依法令應停止收受期貨交

易人訂單時，主管機關得命其將所屬期貨交

易人之相關帳戶，移轉於與該期貨商訂有承

受契約之其他期貨商。期貨商於接獲主管機

關之命令時，除有正當理由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應於 2 個營業日內，將客戶保證金

專戶內款項餘額及所屬期貨交易人之交易

明細表，移交前項之其他期貨商。 

承上述，無論接單之國外期貨商或接受交易人

開戶之國內期貨商倒閉，交易人之帳戶明細均

有期貨商依法據實編製，交易人之法律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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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應不受影響，至有關已繳存至國外之期貨商、

結算會員、交易所或結算機構之保證金，則需

依該國期貨交易相關規定辦理。惟依「證券投

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基金償付作業辦法」第

3 條，作為保護基金償付對象之期貨交易，僅

限於依期貨交易法第 8條設立之國內期貨交易

所（即臺灣期貨交易所）所從事之期貨交易，

國外期貨交易並不在保護範圍之內。 

49 

有關本公司提供期貨商

線上報表查詢作業內容

包含哪些項目？查詢區

間為多久？ 

本公司提供期貨商線上報表查詢內容包括：結

算保證金追繳、保證金情形、部位結構、有價

證券抵繳作業、到期履約情形、期貨交易稅及

各盤別保證金及商品損益等，查詢區間可涵蓋

查詢日前 7 個營業日資料。 

50 

期貨商應如何取得本公

司所提供之期貨商線上

報表內容？係以何種檔

案格式提供期貨商？期

貨商可否利用該資料進

行加值利用？ 

 

本公司現行交易系統建有透過 TCP/IP 網路將

檔案傳輸（FTP Server）期貨商及結算會員之機

制，期貨商及結算會員可透過既有方式取得本

公司提供之多種檔案，本公司於 TCP/IP 交易

網路 FTP Server 增加標準化報表檔案提供期貨

商，不增加本公司、期貨商及結算會員開發成

本，期貨商及結算會員得以熟悉介面與操作方

式取得本公司提供資料。檔案格式採 CSV 檔，

可供期貨商及結算會員依其需求再予以客製化

使用，方便期貨商利用該資料再行加工，以滿

足其需求。 

51 

本公司股票期貨及選擇

權契約標的證券經證交

所或櫃買中心列為處置

本公司將調整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契約之保

證金如下： 

 標的證券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內第一次發布



45 

 

項次 問題 解答 

股票之處置調整措施為

何？ 

為處置股票，本公司將調高保證金為當時

所屬級距適用比例之 1.5 倍。 

 標的證券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內第二次(含)

以上發布為處置股票，本公司將調高保證

金為當時所屬級距適用比例之 2 倍。 

 標的證券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提報其監視

業務督導會報決議，採取特別之處置措施

時(除停止一定期間之買賣外)，原則上依最

近三十個營業日內第一次、第二次或第三

次(含)以上發布為處置股票，本公司將調高

保證金為當時所屬級距適用比例或金額之

1.5 倍、2 倍或 3 倍。但情節嚴重者，本公

司得調整為當時所屬級距適用比例或金額

之 2 倍或 3 倍。 

52 

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暨

黃金選擇權契約最後結

算價如何計算？ 

1. 以最後交易日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IBA)同一曆日所公布之 LBMA 黃金早

盤價(LBMA Gold Price AM)，以及台北外匯經

紀股份有限公司公布之上午 11 時新臺幣對美

元成交即期匯率為基礎，經過重量與成色之轉

換後訂定之。其計算公式如下： 

（LBMA 黃金早盤價÷  31.1035 ×  3.75 × 

0.9999 ÷ 0.995）×上午 11 時新臺幣對美元成交

即期匯率 

2. 倘台北外匯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上午 11 時新

臺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因故未公布，則採最

後交易日上午 11 時之後，最接近上午 11 時之

新臺幣對美元成交即期匯率為基礎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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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3. LBMA黃金早盤價因故未能於本公司執行到

期交割作業前產生時，以最後交易日收盤後

ICE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IBA)同

一曆日所公布之 LBMA 黃金午盤價(LBMA 

Gold Price PM)為基礎計算之。 

53 

交易人向期貨商、結算會

員申請新臺幣計價黃金

期貨暨黃金選擇權契約

到期轉現貨之時間及作

業為何？ 

交易人向期貨商、結算會員申請新臺幣計價黃

金期貨暨黃金選擇權契約到期轉現貨之時間為

最後交易日下午 4 時 00 分至 5 時 30 分，並應

辦理下列事宜： 

1. 買方交易人(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買

方、黃金選擇權契約買權買方及賣權賣方)

應於下午 5 時 30 分前，依本公司當日公布

之預付現貨價款將價款撥入期貨商、結算

會員之客戶保證金專戶。 

2. 賣方交易人(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賣

方、黃金選擇權契約買權賣方及賣權買方) 

應於下午 5 時 00 分前，將登錄櫃檯買賣之

黃金現貨撥轉至期交所於集保公司開立之

專戶，戶名為「黃金類契約到期轉現貨專

戶」，帳號為「0050-8900013」。 

54 

期貨商、結算會員向本公

司申報交易人申請新臺

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黃金

選擇權契約到期轉黃金

現貨之截止時間及作業

為何？ 

期貨商、結算會員應於最後交易日下午 4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向本公司申報買方交易人應

收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交易帳戶明細資

料，及賣方交易人登錄櫃檯買賣之黃金現貨撥

轉明細資料，並將買方交易人所繳交之預付現

貨價款撥入本公司指定之結算保證金專戶。 

55 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暨 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暨黃金選擇權契約到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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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黃金選擇權契約到期轉

現貨之黃金標的為何？ 

現貨之黃金標的為櫃檯買賣中心黃金現貨交易

平台之黃金。 

56 

交易人何時收到新臺幣

計價黃金期貨暨黃金選

擇權契約到期轉現貨之

款項及黃金現貨？ 

本公司於新臺幣計價黃金期貨契約最後結算日

暨黃金選擇權契約到期日上午 8 時 40 分起進

行價款收付及黃金現貨撥轉作業，原則上買方

交易人及賣方交易人可於當日上午 9 時前分別

收到黃金現貨及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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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證期貨之最後結算價

為何? 倘最後結算價基

準日遇東京證券交易所

休市之調整方式為何? 

1. 本公司東證期貨之最後結算價係以最後交

易日之次一東京證券交易所營業日(最後結

算價基準日)該交易所計算之東證指數特別

報價(Special Quotation, SQ)。 

2. 前揭東證指數特別報價係東京證券交易所

以當日指數所有成分股之第一筆成交價，

採公眾流通市值加權法編製而成，故需待

當日東京證券交易所現貨指數收盤後(臺灣

時間下午 2 時)，方能確定所有成分股當日

之第一筆成交價(若成分股當日無成交價，

則以其開盤參考價替代之)，並進行計算。

其計算結果係取至小數第 2 位，最小升降

單位為 0.01，與本公司東證期貨契約最小

升降單位 0.25 點不同。 

3. 本公司東證期貨之最後結算價基準日，原

則上與日本大阪交易所之東證指數期貨相

同，為到期月份第二個星期五。若到期月

份第二個星期五遇東京證券交易所休市

時，最後結算價基準日則提前至前一東京

證券交易所營業日(通常為到期月份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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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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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面「交易人最常詢問之問題及解答」一覽表 

項次 問題 解答 

1 

請問貴公司的期貨與選

擇權交易稅率為何？如

何計算？ 

 

依期貨交易稅條例，在我國境內期貨交易所從

事期貨與選擇權交易，須按每次交易向買賣雙

方交易人課徵期貨交易稅。 

 

本公司的期貨及選擇權商品交易稅率如下表

所示： 

契約種類 期交稅率 

股價類期貨契約 契約金額×十萬分之 2 

黃金期貨契約 契約金額×百萬分之 2.5 

匯率期貨契約 契約金額×百萬分之 1 

原油期貨契約 契約金額×百萬分之 5 

選擇權契約 1權利金金額×千分之 1 

2選擇權契約到期以現金結算差價

者，按結算之市場價格計算，稅率

依其類別適用該類期貨契約之稅率

訂之，如股價類選擇權到期結算以

契約金額依股價類期貨契約期交稅

率十萬分之 2 課徵。 

 

期貨課稅實例詳

https://www.taifex.com.tw/chinese/4/期貨類課

稅實例.doc 

選擇權課稅實例詳

https://www.taifex.com.tw/chinese/4/選擇權類

課稅實例.doc 

 

2 
請問如何計算選擇權理

論價格？ 

選擇權理論價格係根據評價模型所計算出來

的價格，其價格通常採用 Black & Scholes 歐式

https://www.taifex.com.tw/chinese/4/期貨類課稅實例.doc
https://www.taifex.com.tw/chinese/4/期貨類課稅實例.doc
https://www.taifex.com.tw/chinese/4/選擇權類課稅實例.doc
https://www.taifex.com.tw/chinese/4/選擇權類課稅實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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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評價模型來計算。Black & Scholes 公式如下︰ 

 

 

其中︰ 

C 買權價格 (T-t) 存續期間(年) 

P 賣權價格 r 無風險利率(年) 

S 標的指數 q 現金股利率(年) 

X 履約價格 σ 波動率(年) 

 

另外，e 為自然數，ln( )為自然對數，N( )為累

積標準分配函數。累積標準分配函數 N( )之估

算方式如下(可精確至六位小數)︰ 

 

 

 

除自行計算外，交易人可透過本公司網站提供

之「選擇權理論價格計算」功能(如下圖)，該功

能係依據前揭選擇權評價模型，使用者僅需在

標的指數現貨價格、履約價格、波動率、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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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險利率、現金股利率與存續期間等空格輸入 6

個參數，然後點選「 」即可算出選擇

權理論價格。 

       

 

 

3 

請問何謂選擇權隱含波

動率？如何計算？ 

 

隱含波動率係將選擇權的成交價格，帶進理論

模型中，反推出市場對標的指數價格報酬率波

動率的預期，通常採用 Black & Scholes 歐式評

價模型來計算，計算方式為將公式中所需 5 個

參數(標的指數價格、履約價格、無風險利率、

現金股利率與存續期間)代進公式，以買權或賣

權的市場交易價格，反推出選擇權之隱含波動

率。 

 

除自行計算外，交易人可透過本公司網站提供

之「選擇權理論價格計算」功能，該功能係依

據前揭選擇權評價模型，使用者僅需在標的指

數價格、履約價格、無風險利率、現金股利率

與存續期間等空格輸入 5 個參數，並點選

「 」，即出現一個小視窗(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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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點選欲計算的契約為買權或賣權，輸入權利金

的市價，再按下「 」鍵，即可依據前面輸入

的標的指數價格、履約價格、無風險利率、現

金股利率及存續期間等參數估算其隱含波動

率。 

 

 

 

4 

請問何謂臺指選擇權波

動率指數(TAIWAN 

VIX)？那裡可取得資

料？ 

 

1. 所謂波動率指數係使用臺指選擇權報價推

算而得的預期年化波動率，再乘以 100 計算

得之，目的係藉由當時市場對未來 30 天臺

灣加權股價指數波動率的看法，提供選擇權

交易人更多元化的資訊，作為交易及避險操

作策略之參考。一般而言，波動率指數愈高

時，顯示交易人預期未來 30 天股價指數的

波動程度愈劇烈；相反地，當波動率指數愈

低時，顯示交易人預期股價指數變動將趨於

和緩。由於該指數具有描述投資人心理的變

化情形，故又稱為「投資人恐慌指標(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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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investor fear gauge)」。 

 

2. 假設目前臺灣加權股價指數為 10,000 點，

且其報酬率服從常態分配，波動率指數

(TAIWAN VIX)為 10 點，換算後，未來 30

天臺灣加權股價指數波動率約為 2.886% (=

10 ÷ 100 ÷ √12)，即未來 30 天臺灣加權股

價指數有 95%機率在 10,000 點上下 577 點

(=10,000*2.886%*2)內震盪。 

 

3. 臺指選擇權波動率指數每一交易日揭示時

間自上午 9:00 至下午 1:45，每 15 秒更新一

次。交易人可於本公司行情資訊網站

(https://info512.taifex.com.tw/) 查得即時行

情，也可依以下路徑下載歷史行情： 

本公司網站/統計資料/臺指選擇權波動率指

數下載。 

 

5 

何處可取得東證現貨資

訊？ 

本公司業取得東京證券交易所之授權，於本

公司行情資訊網站

(https://info512.taifex.com.tw/)即時揭示標的東

證指數資訊，供交易人參考。此外，交易人

亦可透過資訊系統，包含彭博(代碼: 

TPX<INDEX>)及湯森路透(代碼: .TOPX)等，

及東京證券交易所官方網頁

(https://www.jpx.co.jp/english/)，查得現貨資

https://info512.taifex.com.tw/
https://info512.taifex.com.tw/
https://www.jpx.co.jp/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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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訊。 

 

6 

何處可取得美國道瓊工

業平均股價指數、美國

標普 500 股價指數及美

國那斯達克 100 股價指

數現貨資訊？ 

交易人可於國內、外財金網站(如奇摩股市

<https://tw.stock.yahoo.com/>、鉅亨網

<https://www.cnyes.com/>、The Wall Street 

Journal<https://www.wsj.com/news/markets/stoc

ks>及 CNN 

Money<https://money.cnn.com/data/markets/?iid

=intnledition>等)，亦可透過資訊系統，包含

彭博(道瓊代碼: INDU<INDEX>；標普 500 代

碼: SPX<INDEX>；那斯達克 100 代碼: 

NDX<INDEX>)及湯森路透(道瓊代碼: .DJI；

標普 500 代碼: .INX；那斯達克 100 代

碼: .NDX)等，及標準普爾道瓊指數公司官方

網頁(道瓊: 

https://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dow-

jones-industrial-average；標普 500: 

https://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

那斯達克 100: 

https://indexes.nasdaqomx.com/Index/History/N

DX)，查得現貨資訊。 

 

提醒交易人，那斯達克 100 股價指數係自那

斯達克股票市場挑選不含金融類且市值前 100

大公司所編製而成，與一般媒體經常報導之

那斯達克綜合股價指數不同。 

https://tw.stock.yahoo.com/
https://www.cnyes.com/
https://www.wsj.com/news/markets/stocks
https://www.wsj.com/news/markets/stocks
https://money.cnn.com/data/markets/?iid=intnledition
https://money.cnn.com/data/markets/?iid=intnledition
https://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dow-jones-industrial-average
https://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dow-jones-industrial-average
https://us.spindices.com/indices/equity/sp-500
https://indexes.nasdaqomx.com/Index/History/NDX
https://indexes.nasdaqomx.com/Index/History/N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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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服務面「交易人最常詢問之問題及解答」一覽表 

項次 問題 解答 

1 

期貨交易輔助人是否可

協助接受交易人辦理國

外期貨交易之開戶?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3 年 11 月 26 日金管

證期字第 1030045436 號令，證券商經營期貨

交易輔助業務者，其業務範圍為主管機關依期

貨交易法第 5條規定公告期貨商得受託從事除

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外之期

貨交易契約。故期貨交易輔助人可接受交易人

辦理國外期貨交易之開戶，從事前揭函令所規

範之國外期貨交易契約。交易人如欲從事國外

期貨交易，可至期貨交易輔助人(證券商經營期

貨交易輔助業務者)辦理開戶作業。 

2 

期貨商可否受理委託人

要求派員至營業場所外

辦理開戶前置作業？ 

1. 依本公司「期貨商於營業場所外辦理開戶

前置作業應行注意事項」及「期貨商委任期

貨交易輔助人辦理營業場所外代理開戶前

置作業要點」，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得

應委託人要求，於營業場所外辦理開戶作

業。 

2. 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於營業場所外辦

理開戶前置作業，係指期貨商因經營業務

所需，受理委託人要求派員至其所在地辦

理開戶前置作業，且僅提供開戶申請表格

供委託人填寫、身分認證、收件或訪談，不

涉及開戶、徵信之審核。 

3. 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派員辦理本項業

務，應經委託人提出申請，其申請內容應含

申請日期、委託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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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證字號、戶籍地址、通訊地址(其為法人者

應載明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辦理開戶

時間、委託人所在地、聯絡電話等資料。 

4. 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應設置網頁或專

線電話，以供委託人核對業務員身分之用；

業務員辦理前揭開戶前置作業，應配戴中

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製發之工作

證、員工識別證且不得拒絕委託人有關業

務員身分之詢問。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

人派員辦理本項業務，得由開戶經辦人員

及受託買賣業務員共同在場辦理；或由開

戶經辦人員一人於營業場所外並由受託買

賣業務員於營業場所內同步視訊辦理；或

經委託人出具聲明書同意期貨商以電子化

方式辦理契約內容、期貨交易程序、風險預

告等解說作業，並由開戶經辦人員於營業

場所外辦理身分確認等相關作業。 

5. 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派員至委託人所

在地辦理開戶前置作業之場所，以能辦理

契約內容、期貨交易程序、風險預告解說及

核對、確認委託人身分、基本資料之時間地

點為宜。 

3 

期貨交易人辦理約定入

金帳戶，為何需要附上

期貨交易人本人銀行存

摺封面影本，存摺上面

還要期貨交易人本人簽

左列規定係根據本公司「期貨經紀商受理期貨

交易人存入保證金、權利金應行注意事項」第

3 點所明訂之作業程序，該項規定之目的係為

確認期貨交易人本人銀行存摺戶名與期貨交

易帳戶戶名是否相符，且是否為期貨交易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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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名或蓋章？ 人親自提供，俾利期貨商辨識資金來源。 

4 

期貨交易人因從事期貨

交易與期貨商所生民事

糾紛，得循何種途徑協

助？ 

 

因從事期貨交易與該公司所衍生民事糾紛，得

循下列途徑尋求解決： 

1. 向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地址：台

北市安和路 1 段 27 號 12 樓、電話：

(02)87737303）申請調處。 

2. 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心（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 3 段 178 號 12

樓；電話：(02)27128899）提出申訴。 

3. 與該公司約定進行仲裁，有關仲裁相關事宜

，可洽詢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主事務所地址

：台北市仁愛路 4 段 376 號 14 樓、電話：

(02)27078672）。 

4. 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地址：台北

市忠孝西路一段 4 號 17 樓、電話：

(02)23161288)申請評議。 

5. 向所轄法院提請民事訴訟。 

5 

期貨商可不可以不要寄

送對帳單? 

1.依期貨商管理規則第 39 條規定，期貨商受託

從事期貨交易，應於成交後製作買賣報告

書，交付期貨交易人簽名或蓋章。另依期貨

商管理規則第 52 條規定，期貨商需按月編

製月對帳單並交付期貨交易人。 

2.另依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書、對帳單及註銷

帳戶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期貨商得於每年度

最後一個營業日清查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

期貨交易人，於次年度一月五日前以雙掛號

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單予該期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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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人，該次年度其餘月份期貨商得暫免寄送對

帳單： 

(1)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無

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2)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一年度保

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3)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

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3.期貨商應於每年度最後一個營業日清查同時

符合下列條件之期貨交易人，於次年度一月

五日前以雙掛號寄送當年度十二月份對帳

單予該期貨交易人，嗣後期貨商得暫免寄送

對帳單： 

(1)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無

交易且無未沖銷部位。 

(2)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最近三年度保

證金、權利金未曾變動。 

(3)期貨交易人所有交易帳戶保證金、權利金

餘額合計數新臺幣一萬元以下。 

6 

期貨交易人如何解讀不

同期貨商的調整後淨資

本額(ANC)比率? 

1.所謂「ANC」係指期貨商之風險調整後淨資

本額（Adjusted Net Capital），為動態資本之

概念，是即時衡量期貨商整體經營風險之主

要指標。其主要功能在於反應期貨商風險承

擔能力，促進其健全經營體質；並在追求獲

利之同時，注意資本維持，以維護投資人信

心，並保障其權益。 

2.ANC 比率＝調整後淨資本額除以期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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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人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客戶保證金總額 

3.ANC 的控管方式如下： 

(1) 依期貨交易法第 72條及期貨商管理規則

第 22 條規定，期貨商調整後淨資本額少

於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位所需之客戶保

證金總額 20％時，應即向主管機關與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構申報。期貨商調整後

淨資本額少於期貨交易人未沖銷部位所

需之客戶保證金總額 15％時，除處理原

有交易外，應即停止收受期貨交易人訂

單，並向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構提出改善計畫，其目的為確保期貨商

於營運時具有足夠資本以支應其所面臨

之潛在風險。 

(2) 依臺灣期貨交易所業務規則第 19 條之 1

規定，期貨商之調整後淨資本額不得低

於其客戶保證金專戶總額之 6％。前揭客

戶保證金專戶總額，期貨商具本公司結

算會員資格者，得扣減繳存至本公司「結

算保證金專戶」內之款項。 

4.一般而言，期貨商 ANC 比率越高，表示其可

承作之業務量越大，對於風險的承受程度也

越高。 

7 

期貨商財務資料及調整

後淨資本額（ANC）比

率是否定期公布?何處可

取得? 

期貨商定期於每月10日前，將前一個月之月

計表、收支概況表、ANC比率等財務資料申報

本公司，本公司約於當月15日前後，公布於本

公司網站(www.taifex.com.tw)，交易人可至本

http://www.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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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公司網站/期貨業專區/期貨商財務資料/期貨

商財務資料表項下，查詢期貨商簡明資產負

債表、簡明損益表及財務比率(含ANC)。 

8 

期貨商從業人員牌照資

格登記事宜。 

期貨商從業人員之資格條件，應符合期貨商負

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且非經向期貨

公會辦理登記不得執行職務（期貨商負責人及

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3 條至第 8 條）。 

9 

我想交易期貨，請問我

可以到哪裡開戶？ 

您可就近至期貨商或證券商（即 IB）開立期

貨帳戶，期貨業者可至本公司網站之交易制

度/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及其他名冊/查

詢。 

10 

請問哪些是合法的期貨

商？我可以到哪裡查

詢？ 

可至本公司網站/交易制度/期貨商、期貨交易

輔助人及其他名冊/項下查詢，未於名冊所列之

其他期貨業者，極有可能是地下期貨公司，請

交易人特別注意。 

11 

需多少資金才可從事臺

股期貨交易？ 

交易人必須依期貨商所定之保證金標準(期交

所對此標準有基本要求)繳交保證金後才可以

從事臺股期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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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面「交易人最常詢問之問題及解答」一覽表 

項次 問題 解答 

1 

請問台灣期貨交易所是

否有提供期貨交易歷史

資料？ 

請參考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交易歷史資料申

請之 Word 檔說明。 

2 

請問台灣期貨交易所是

否有歷史資料的樣品可

參考？ 

請參考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交易資訊/期貨

(選擇權)/前30個交易日期貨(選擇權)每筆成交

資料項下，所提供之下載檔案內容，該檔案所

提供之資料係為當日每單筆成交紀錄。 

3 

請問如何購買或申請貴

公司有關期貨選擇權歷

史交易等相關資料 ? 

 

請先於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交易歷史資料申

請項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符合所需，若確為

所需，可依申請表之說明申購。 

4 

請問貴單位是否有提供

資料庫 API？ 

 

本公司網站並無提供資料庫 API 的介接程式，

如果您有資料索取的需要，請參考網站中「交

易 歷 史 資 料 申 請 表 」 的 說 明 （ 網 址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3/交易歷史資

料申請表.pdf），以付費方式向本公司申請。 

5 

詢問如何把即時的大盤 

期貨等行情加入 EXCEL

內？ 

本公司網站僅提供使用者瀏覽用途，並無提供

程式開發用的指令。 

6 

如何下載每日期貨與選

擇權的每筆成交資料? 

 

目前於本公司網站上提供近 30 個交易日的每

筆成交資料供下載，可依/交易資訊/交易資訊/

期貨或選擇權/前 30 個交易日期貨(選擇權)每

筆成交資料之路徑取得。超過 30 天以上的歷

史資料請參酌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交易歷史

資料申請項下說明之方式，付費取得。 

http://www.taifex.com.tw/)「交易資訊｜盤後資訊｜期貨/
http://www.taifex.com.tw/)「交易資訊｜盤後資訊｜期貨/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3/交易歷史資料申請表.pdf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3/交易歷史資料申請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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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解答 

7 

請問有關大額交易人資

料於網站揭露時間為何? 

 

本公司目前大額交易人資料於網站揭露時間 

依實際作業時間為準，最晚公布時間如下: 

第一盤(13:45):於下午 4:30 前公告 

第二盤(16:15):於下午 7:15 前公告 

8 

請問有關台灣期貨交易

所行情之海外地區交易

資訊傳輸費率？ 

本公司自 105 年 5 月 30 日起，授權德國交易

所集團負責於海外地區銷售本公司行情資

訊，相關費率自 106 年 4 月 1 日起請參考德

國交易所網站(http://www.mds.deutsche-

boerse.com). 

或本公司網頁

(http://www.taifex.com.tw/file/taifex/event/enl/D

BAG/event.html) 

 

9 

我想做期貨市場相關之

研究，請問我如何取得

行情資料呢？ 

近期的交易資訊（如日行情、週行情、月行情）

可逕至本公司網站/統計資料項下查詢，若為歷

史之交易資訊請至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交易

歷史資料申請項下，填寫申請表單後，洽本公

司資訊作業部購買。 

未經本公司授權同意，不得將上述交易資訊之

內容以任何形式重製、傳輸或散布予第三人。 

 

  

http://www.mds.deutsche-boerse.com/
http://www.mds.deutsche-boer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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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面「交易人最常詢問之問題及解答」一覽表 

項次 問題 解答 

1 

請問如何交易期貨、選

擇權？ 

投資人若要交易期貨、選擇權，須先向期貨商

或證券商，申請開立期貨帳戶，完成開戶程序

後並存入買賣所需保證金，便可透過專營期貨

商、兼營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買賣期貨或

選擇權。 

2 

請問如何索取貴公司的

文宣資料？ 

 

文宣資料已置於本公司網站上供下載，可先上

本公司網站/出版與研究/宣導手冊中查詢。如

需手冊，請先電洽本公司交易部市場宣導組，

確認欲索取之資料是否尚有庫存，若確認尚有

庫存，請提供欲索取的份數及寄送地址，本公

司將儘速寄出。 

3 

請問如何借用貴公司的

期貨交易教育中心？ 

本公司期貨交易教育中心目前開放給證券期

貨周邊單位、證券商、期貨商及學校等機關團

體借用，申請借用須提出期貨交易教育中心借

用申請表，借用申請表可於本公司網站下載，

經本公司審核同意借用後即可。 

4 
宣導說明會報名資訊及

講義可從何處取得? 

可至本公司網站首頁/教育宣導報名及活動專

區，取得宣導說明會報名資訊及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