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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大綱 

建置目的 

規劃內容 

範例說明 

預計測試時程 



建置目的 

防範錯誤交易、胖手指或盤中委託簿流動性瞬間失衡等事
件發生，減緩價格異常波動保護交易人 

近年國際間發生數起法人程式錯誤下單及胖手指虧損事件，
如2012年Knight Capital程式錯誤下單及2013年南韓HanMag證
券程式錯誤下單等事件。 

國際證券管理機構組織(IOSCO)於2011年10月，發布報告建議
交易所應採取適當措施，以防範盤中價格異常波動之風險。 

美國期貨業協會(FIA)於2015年3月，發布自動化交易系統之
交易前風控機制報告，建議於交易所端建置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 

建置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具減緩盤中異常價格波動功能，可
保護期貨市場交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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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目的(續) 

制度接軌國際、提升國際競爭力 

亞洲主要競爭者如KRX、JPX、HKEx、SGX、NSE等
皆已建置不同型態價格穩定機制，建置適合我國期貨
市場之價格穩定措施，有助於我國期貨市場與制度接
軌國際，提升國際競爭力。 

有助提升外資參與比重 

近年來許多外資針對該市場有無建置價格穩定措施，
作為市場參與度評比指標。例如有部分外資期貨自營
商表示我國期貨市場如能建置價格穩定措施，將有助
提升其集團對台灣期貨市場之資金配置及交易員之授
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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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適用商品及交易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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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適用商品  

 TX最近、次近交割月份契約 

 TX最近、次近交割月份之跨月價差 

 MTX最近、次近交割月份契約 

 MTX最近、次近交割月份之跨月價差 

適用交易時段註1 

 開盤集合競價時段：不適用 

      (為避免妨礙價格發現功能，參採國際多數作法，開盤集合競價時段不適用) 

 盤中逐筆撮合時段：適用註2 

註1：鉅額交易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註2：若開盤後因資訊異常暫停交易，則恢復交易後之集合競價亦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規劃內容-運作方式 

運作方式 

 對每一新進委託單註1(含限價、市價及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註2) ，
依當時委託簿狀況，試算可能成交價格 

 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  >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 退單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  <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 退單 

 

 
 

 

 僅針對造成價格向上(下)異常波動之買進(賣出)委託退單，不影
響其他交易人交易之進行，低買高賣之委託單不會被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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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交易人改價視為新進委託，亦需檢視是否符合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規定。 

註2：期貨商執行代沖銷之委託亦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另本公司交易系統具衍生單功能，
因衍生單非實際委託單，故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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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內容- 

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計算方式 

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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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價之選取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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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一筆有效成交價 2.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3.由本公司決定 

每日盤前計算完成(盤中固定) 

1. 前一筆成交價應為 

有效成交價，有效成 

交價成交時點與決定 

基準價時點間隔時 

間應小於一定秒數 

2.成交價應介於有效 

委買委賣報價中價加 

減一定範圍間 

由本公司參酌標 

的指數價格、指 

數成分股除息影 

響點數、國內外 

相關商品價格等 

資訊計算基準價 

 

 

1. 委買委賣報價中價計算 

係採委託量加權平均委買 

委賣中價 

2.需符合一定口數之委託量 

加權平均委買及委賣價格 

3.(委託量加權平均委賣價格 

÷委託量加權平均委買價格) 

<=一定比例 

 



規劃內容-退單點數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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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月份 退單點數計算公式 

TX、 
MTX 

最近、次近交割月份 最近之加權指數收盤價×2% 

最近月與次近月之跨月價差 最近之加權指數收盤價×1% 

 範例：假設10/5加權指數收盤為10,500點 

 10/5盤後交易時段及10/6一般交易時段 

 TX、MTX最近、次近交割月份退單點數為210點(=10,500×2%) 

 TX、MTX最近、次近交割月份跨月價差退單點數為105點(=10,500×1%) 



規劃內容-各委託條件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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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條件 處理方式 

當盤有效單(ROD) 可能成交價格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
(下)限內之口數退單，其餘口數可成交 立即成交否則取消(IOC) 

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FOK) 
整筆委託只要有一口可能成交價格高(低)

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整筆委託退單 

 範例：若交易人以限價委託買進5口TX最近月契約，其中4口可
能成交價格未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1口可能成交價格高於即
時價格區間上限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該筆委託4口成交，1口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該筆委託5口均退單。 

 



規劃內容-其他注意事項 

 特殊市況處理：必要時本公司得調整動態退單點數或暫停適
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量化指標：達本公司訂定之標準時，本公司得調整退單點數(例如放寬
退單點數為原標準之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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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調整退單點數 ，或暫停適用動態
價格穩定措施 

 相關電文說明 

 委託因本措施被退單：委託回報「可能成交價超過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或下限」及「該筆委託退單時之基準價」電文 

 退單點數：於盤前發送「適用商品之退單點數」電文 

 調整退單點數：盤前或盤中發送「調整退單點數」電文 

 暫停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達質化指標：發送「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電文 

 因系統故障暫停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發送「暫停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電文，故障排除後發送「恢復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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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其他注意事項(續) 

本公司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實施後，交易人之新進買
賣申報因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被退回時，本公司將
傳送退單電文及該買賣申報退單之基準價，期貨
商應告知交易人退單訊息及退單之基準價，俾利
交易人瞭解退單原因及即時掌握委託狀況。 

另請期貨商配合辦理以下宣導事項，俾使交易人充分
瞭解： 

於各營業處所、公司網站、買賣報告書、月對帳單及網際網

路方式下單介面(包含電腦下單軟體、手持式裝置如手機、平

板電腦之下單APP)，加註相關說明文字，並請交易人應注意

其委託回報，管理自身委託狀況，以掌握該委託是否有被退

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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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內容-其他注意事項(續) 

前述說明文字至少應包含：「因應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上線實施，針對該措施之適用商品，臺灣期貨交易
所會對造成價格異常波動之新進委託(例如新進買進
委託之可能成交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或新進
賣出委託之可能成交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予
以退單，請交易人注意委託回報，管理自身委託狀
況，以掌握該委託是否有被退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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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單式月份)：限價買進委託可能成
交價未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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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201 8 

… … 

10005 15 

10004 12 

10003 5 

10002 3 

10001 7 

15 9999 

22 9998 

13 9997 

10 9996 

10 9995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00點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

10,000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10,200點

(=10,000+200) 

 若交易人以10,010點ROD限價委

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契約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成交價為

10,001點7口、10,002點3口、

10,003點5口，不會退單 

 



範例2(單式月份)：限價賣出委託可能成
交價未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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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4 15 

10003 10 

10002 7 

10001 8 

10000 10 

5 9998 

3 9997 

3 9996 

10 9995 

5 9990 

… … 

20 9798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

9,999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9,799點

(=9,999－200) 

 若交易人以9,990點ROD限價委託

賣出15口TX最近月契約：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可能成交價

為9,998點5口、9,997點3口、

9,996點3口、9,995點4口，不會退

單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799點 



範例3(單式月份)：限價買進委託可能成
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

成交價為10,001點10口、10,300點2

口、10,400點3口：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

10,001點10口成交，剩餘5口因

可能成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

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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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600 10 

10500 10 

10400 3 

10300 2 

10001 10 

5 9999 

2 9998 

3 9997 

10 9996 

10 9995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00點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0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10,200點(=10,000+200)，若交易人以10,400

點限價委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契約： 



範例4(單式月份)：限價賣出委託可能成
交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

成交價為9,999點5口、9,750點3口、

9,700點3口、9,650點4口：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9,999

點5口成交，剩餘10口因可能成

交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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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5 10 

10004 10 

10003 7 

10002 5 

10001 10 

5 9999 

3 9750 

3 9700 

10 9650 

5 9600 

 假設基準價為有效委買委賣中價10,000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9,800點(=10,000－200)，若交易人以9,600點

限價委託賣出15口TX最近月契約：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800點 



範例5(單式月份)：市價買進委託可能成
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10,001點10口、10,400點2口、

10,450點3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10,001點10口

成交，剩餘5口因可能成交價高於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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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600 20 

10500 10 

10450 3 

10400 2 

10001 10 

5 9999 

2 9998 

3 9997 

10 9996 

20 9995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11點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1點，退單點數為21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10,211點(=10,001+210)，若交易人以市價委

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契約： 



範例6(單式月份)：市價賣出委託可能成
交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9,999點10口、9,750點4口、

9,700點6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9,999點10口

成交，剩餘10口因可能成交價低

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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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5 10 

10004 10 

10003 7 

10002 5 

10001 20 

10 9999 

4 9750 

6 9700 

10 9650 

25 9600 

 假設基準價為有效委買委賣中價10,000點，退單點數為21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9,790點(=10,000－210)，若交易人以市價委

託賣出20口TX最近月契約：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790點 



範例7(單式月份)：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買
進可能成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若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買進限定價格為
10,210點(=10,160點＋一定點數50點)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10,161點10口、10,205點2口、
10,208點3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10,161點10口
成交，剩餘5口因可能成交價高於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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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400 10 

10300 10 

10208 3 

10205 2 

10161 10 

1 10160 

2 9999 

3 9998 

10 9997 

10 9996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00點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0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10,200點(=10,000＋200)，若交易人以一定範

圍市價委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契約： 



範例8(單式月份)：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賣
出可能成交價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若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賣出限定價格為
9,790點(=9,840點－一定點數50點)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9,839點6口、9,798點3口、
9,795點6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9,839點6口成
交，剩餘9口因可能成交價低於即
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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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4 20 

10003 9 

10002 7 

10001 15 

9840 1 

6 9839 

3 9798 

7 9795 

10 9700 

15 9600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0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9,800點(=10,000－200)，若交易人以一定範

圍市價委託賣出15口TX最近月契約：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800點 



範例9(單式月份) ：限價買進委託無法計算出
可能成交價，委買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10,001點8口、 10,002點2口，

剩餘5口因無可成交相對方，無法計

算出可能成交價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10,001點8

口、10,002點2口成交，剩餘5口因委

託價10,500點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10,200點)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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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900 10 

10800 10 

10700 3 

10002 2 

10001 8 

5 9999 

2 9998 

3 9997 

10 9996 

10 9995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000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10,200點(=10,000+200)，若交易人以10,500

點限價委託買進15口TX最近月契約：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0,200點 



範例10(單式月份) ：限價賣出委託無法計算出
可能成交價，委賣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無法計算出

可能成交價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因委託

價9,500點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9,798點)，整筆委託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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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0005 10 

10004 10 

10003 3 

10002 2 

10001 7 

3 9200 

10 9100 

5 9000 

無其他委託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9,998點，退單點數為200點，則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9,798點(=9,998－200)，若交易人以9,500點

限價委託賣出15口TX最近月契約：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9,798點 



範例11(跨月價差)：限價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
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

成交價為-8點5口、-7點2口、100點

8口：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8點

5口、-7點2口成交，剩餘8口因

可能成交價(100點)高於即時價

格區間上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

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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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10 5 

105 7 

100 10 

-7 2 

-8 5 

5 -10 

2 -11 

3 -12 

4 -13 

5 -14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91點 

 假設基準價為有效委買委賣中價-9點，退單點數為100點，則即時

價格區間上限為91點(= -9+100)，若交易人以150點限價委託買進

15口TX最近、次近月份之跨月價差： 



範例12(跨月價差)：市價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
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

能成交價為-10點10口、-11點2口

、-120點3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10點10口

、-11點2口成交，剩餘3口因

可能成交價(-120點)低於即時

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

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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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4 5 

-5 7 

-6 10 

-7 2 

-8 6 

10 -10 

2 -11 

3 -120 

4 -130 

5 -140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9點，退單點數為100點，則即時

價格區間下限為-109點(= -9 -100)，若交易人以市價委託賣出15口

TX最近、次近月份之跨月價差：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109點 



範例13(跨月價差)：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買進可
能成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若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買進限定價格為

105點(=80點＋一定點數25點)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可能成交

價為82點5口、95點2口、100點8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82點5口成交，剩

餘10口因可能成交價高於即時價格區

間上限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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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10 5 

105 7 

100 10 

95 2 

82 5 

5 80 

2 -10 

3 -11 

4 -12 

5 -13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90點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0點，退單點數為100點，則即

時價格區間上限為90點(= -10+100)，若交易人以一定範圍市價委

託買進15口TX最近、次近月份之跨月價差： 



範例14(跨月價差)：限價買進委託無法計算出
可能成交價，委買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依當時委託簿試算，該委託之可能成

交價為-8點5口、-7點2口，剩餘8口

因無可成交相對方，無法計算出可能

成交價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8點5口、

-7點2口成交，剩餘8口因委託價150

點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91點)退單 

若委託條件為FOK：整筆委託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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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9點，退單點數為100點，則即時

價格區間上限為91點(= -9+100)，若交易人以150點限價委託買進

15口TX最近、次近月份之跨月價差： 

即時價 

格區間 

上限91點 

委買 委託價 委賣 

170 5 

165 7 

160 10 

-7 2 

-8 5 

5 -10 

2 -11 

3 -12 

4 -13 

5 -14 



範例15：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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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衍生功能可分為(1)跨月價差委託與該價差中一單式月份委託

衍生至另一單式月份之虛擬委託(2)兩單式月份委託衍生至跨月價差

之虛擬委託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係針對造成異常波動之委託退單，由於衍生單非

實際委託無法退單，故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一般狀況，衍生買進(賣出)價格不會高(低)於即時價格上(下)限： 

(1) -10 (1口) 

(3) 9,980 (1口) 

(2) 10,001 (1口) 

(1+2) 9,991 (1口) 

10月 11月 10月/11月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0 
(買上限)  

-100 
(賣下限)  

(1+3) 9,990 (1口) 



範例15：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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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於部分委託簿流動性失衡情況下，可能產生衍生買進(賣出)價

格高(低)於即時價格上(下)限情形，由於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

定措施，該衍生價格有可能成為實際成交價格。 

 範例1(跨月價差委託與單式月份委託衍生至另一單式月份，其衍

生賣出價格低於該單式月份之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1) -10 (1口) 

(3) 9,801 (1口) 

(1+3) 9,791 (1口) 

10月 11月 10月/11月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0 
(買上限)  

-100 
(賣下限)  

(2) 10,001 (1口) 

若(4)市價買進 

1口，則將成交 

於9,791點 

(4)市價 (1口) 

衍生賣單低於即時價 

格區間下限不會退單 

正常狀況下，因委託簿中買賣委託密集， 

故衍生價格不會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 

(下)限，本範例僅在少數狀況下才會發生 



若(3)市價賣出 

1口，則將成交 

於10,20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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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2(跨月價差委託與單式月份委託衍生至另一單式月份，其衍

生買進價格高於該單式月份之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1) 5 (1口) 

(1+2) 10,204 (1口) 

10月 11月 10月/11月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0 
(買上限)  

-100 
(賣下限)  

(2) 10,199 (1口) 

範例15：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續) 

(3) 市價 (1口) 

衍生買單高於即時價 

格區間上限不會退單 

正常狀況下，因委託簿中買賣委託密集， 

故衍生價格不會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 

(下)限，本範例僅在少數狀況下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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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3(兩單式月份委託衍生至跨月價差，其衍生買進價格高於該

跨月價差之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2) 10,199 (1口) 

(1) 10,001 (1口) 

(1+2) 198(1口) 

10月 11月 10月/11月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0 
(買上限)  

-100 
(賣下限)  

範例15：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續) 

若(3)市價賣出 

1口，則將成交 

於198點 

(3) 市價 (1口) 

衍生買單高於即時價 

格區間上限不會退單 
正常狀況下，因委託簿中買賣 

委託密集，故衍生價格不會高 

(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 

本範例僅在少數狀況下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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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4(兩單式月份委託衍生至跨月價差，其衍生賣出價格低於該

跨月價差之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2) 9,801 (1口) 

(1) 10,001 (1口) 

(1+2) -200 (1口) 

10月 11月 10月/11月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200 
(買上限)  

9800 
(賣下限)  

100 
(買上限)  

-100 
(賣下限)  

範例15：衍生單不適用動態價格穩定
措施(續) 

若(3)市價買進 

1口，則將成交 

於-200點 

(3) 市價 (1口) 

衍生賣單低於即時價 

格區間下限不會退單 

正常狀況下，因委託簿中買賣 

委託密集，故衍生價格不會高 

(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 

本範例僅在少數狀況下才會發生 



預計測試時程 

預計測試時程 

106年11月27日～107年1月20日 

第一階段平日測試106年11月27日～12月8日 

第二階段平日測試106年12月11日～12月29日 

第三階段平日測試107年1月2日～1月19日 

假日測試107年1月6日、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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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市價單成交價可能產生偏離 

市價委託為不限定價格的委託，其成交價與委託當時揭示
的市場成交價格或買賣價格可能產生偏離，且偏離幅度可
能大幅超出交易人的預期。 

交易人下單前應注意各商品流動性，選擇適合的委
託單種類 

對於委託口數較少、委託簿較薄之商品，使用市價買(賣)

單可能造成價格大幅上漲(下跌)，產生大額損失。 

各商品在標的現貨未交易時之交易量及委託簿厚度較低，
此時使用市價單可能造成價格大幅波動，產生大額損失。 

例1：國內股價指數及股票類期貨與選擇權，標的現貨未開盤時段 

              (8:45至9:00、13:30至13:45、夜盤交易時段) 

例2：陸股ETF期貨(陸股未交易時段及休市日) 

市價委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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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簡述 

期交所業於103年5月12日推出「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之買賣申報，提供交易人不需指定價格但又得將成交價
格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之委託。 

本公司交易系統接受買賣申報後，以當時委託簿中與該
委託相同買賣方向之最佳限價申報價格為基準，買單(

賣單)以基準價加上(減去)「一定點數」後，視為限價委
託進行撮合。 

但無相同買賣別之限價申報時，退回該買賣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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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之委託時間、委託種
類及委託條件 

 委託時間 

限盤中逐筆撮合交易時段，盤前委託不接受此種委託 

 委託種類 

期貨商品接受「單式一定範圍市價委託」及「時間價差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選擇權商品僅接受「單式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委託條件 

同現行市價委託，須加註「立即全部成交否則取消
(FOK)」或「立即成交否則取消(IOC) 」之委託條件 

因不接受「當盤有效( ROD)」，故「一定範圍市價委託
」進入期交所交易系統撮合後，不論全部或部分成交，
剩餘未成交之委託口數都將立即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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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說明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與市價委託之優先順序無差異 

期交所僅於逐筆撮合時段接受一定範圍市價委託，而逐
筆撮合時段，係依先到先撮合原則，故一定範圍市價委
託與市價委託之優先順序無差異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未立即成交部分不會轉為ROD單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須註明IOC或FOK，不接受ROD，決
定其限定價格後，視為限價申報進行撮合，未立即成交
部分不會停留在委託簿或轉為ROD單 

一定點數計算方式： 

 舉例而言，臺股期貨之「一定點數」為前一日標的收盤
指數 0.5%，臺指選擇權之「一定點數」為前一日標的收
盤指數 0.2% (詳附錄一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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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範例 – 臺指期貨 

 臺股期貨(TX) ，前一日標的收盤價10569.40，單式委託一定範
圍為0.5% ，即52.847(=10569.40 x 0.5%) ，跨月價差委託一定
範圍為0.25%，即26.4235(=10569.40 x 0.25%) 

 單式委託：假設2017年9月合約單式委託簿當時，最佳買價10535 

、最佳賣價10540 

買單轉換價格10588(=10535+52.847=10587.847無條件進位至

TICK) 

賣單轉換價格10487(=10540 -52.847=10487.153無條件捨去至

TICK) 

 跨月價差委託：假設2017年9月v.s.2017年10月跨月價差委託簿
當時，最佳買價-23、最佳賣價-17 

 買單轉換價格4(=-23+26.4235=3.4235無條件進位至TICK） 

 賣單轉換價格-44(=-17-26.4235=-43.4235無條件捨去至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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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範例 – 臺指選擇權 

 臺指選擇權(TXO) ，前一日標的收盤價10569.40 ，單式委託一
定範圍為0.2%，即21.1388(=10569.40 x 0.2%) 

 例1 ：假設2017年9月10600put單式委託簿當時，最佳買價67.0 

、最佳賣價72.0 

買單轉換價格89(=67+21.1388 =88.1388無條件進位至該級距TICK) 

賣單轉換價格50(=72 -21.1388=50.8612無條件捨去至該級距TICK) 

 例2 ：假設2017年9月9500call單式委託簿當時，最佳買價1030、
最佳賣價1050 

買單轉換價格1060(=1030+21.1388=1051.1388無條件進位至該

級距TICK) 

賣單轉換價格1020(=1050-21.1388=1028.8612無條件捨去至該級

距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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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O權利金範圍 報價單位 

未滿10 0.1 

10~50 0.5 

50~500 1 

500~1000 5 

1000 以上 10 



一定範圍市價委託範例 –股票期貨 

 2412中華電期貨(DLF) ，假設當日標的股票開盤參考價100.5 ，
單式委託一定範圍為1.0%，即1.005(=100.5 x 1.0%) ，跨月價差
委託一定範圍為0.50%，即0.5025(= 100.5 x 0.50%) 

 單式委託：假設2017年9月合約單式委託簿當時，最佳買價99.9 、
最佳賣價100.5 

買單轉換價格101.0(=99.9 +1.005 =100.905無條件進位至該級距

TICK) 

賣單轉換價格99.4(=100.5 -1.005 =99.495無條件捨去至該級距TICK) 

 跨月價差委託：假設2017年9月v.s.2017年10月跨月價差委託簿當時
，最佳買價-0.50 、最佳賣價0.00 

買單轉換價格0.01(=-0.50 +0.5025 =0.0025無條件進位至TICK) 

賣單轉換價格-0.51(=0.00 -0.5025 =-0.5025無條件捨去至TICK) 

41 

STF權利金範圍 報價單位 

未滿10 0.01 

10~50 0.05 

50~100 0.1 

100~500 0.5 

500~1000 1 

1000 以上 5 

股票期貨跨月價差委託最小跳動點數為0.01  



 2412中華電選擇權(DLO) ，假設當日標的股票開盤參考價
100.5 ，單式委託一定範圍為1.0% ，即1.005(=100.5 x 1.0%) 

 例1 ：假設2017年9月100call 單式委託簿當時，最佳買價0.02 、最佳賣
價0.03 ，漲停價7.05、跌停價0.01  

買單轉換價格1.03(=0.02 +1.005 =1.025無條件進位至該級距TICK) 

賣單轉換價格0.01(=0.03 -1.005 =-0.975不可低於跌停價0.01) 

 例2：假設2017年10月110put單式委託簿當時，最佳買價14.05 、最佳賣
價--（無任何賣出委託），漲停價14.15、跌停價0.01 

買單轉換價格14.15(=14.05 +1.005 =15.055不可高於漲停價14.15) 

賣單無法轉換→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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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範圍市價委託範例 –股票選擇權 

STO權利金範圍 報價單位 

未滿10 0.01 

5~15 0.05 

15~50 0.1 

50~150 0.5 

150~1000 1 

1000 以上 5 



附錄一：一般交易時段「一定點數」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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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商品 
一定範圍點數之計算方式 

單式委託 期貨時間價差委託 

指數期貨 

TX 臺股期貨 

± 前一日標的收盤指數 0.5% ± 前一日標的收盤指數 0.25% 

MTX 小型臺指期貨 

T5F 臺灣50期貨 

XIF 非金電期貨 

TE 電子期貨 

TF 金融期貨 

GTF 櫃買期貨 

TJF 東證期貨 

± 前一日期貨最近月契約結算價 0.5% 
± 前一日期貨最近月契約結算價 

0.25% 

I5F 印度50期貨 

UDF 美國道瓊期貨 

SPF 美國標普500期貨 

指數選擇
權 

TXO 臺指選擇權 

± 前一日標的收盤指數 0.2% N.A. 

TEO 電子選擇權 

TFO 金融選擇權 

XIO 非金電選擇權 

GTO 櫃買選擇權 

個股類 
STF 股票期貨 

± 當日標的證券開盤參考價 1% 
± 當日標的證券開盤參考價 0.5% 

STO 股票選擇權 N.A. 

*其餘商品之一定點數計算方式，詳期交所網站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4/TradingAndMarginControl.asp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4/TradingAndMarginControl.asp


類別 商品 
一定點數之計算方式 

單式委託 期貨時間價差委託 

指數 

期貨 

TX 臺股期貨 
± 最近之標的收盤指數0.5% ± 最近之標的收盤指數0.25% 

MTX 小型臺指期貨 

UDF 美國道瓊期貨 ±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5% 

±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25% SPF 美國標普500期貨 

指數 

選擇權 
TXO 臺指選擇權 ± 最近之標的收盤指數0.2% N.A. 

匯率 

期貨 

RHF 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1% 

(若前一一般交易時段遇最後交易日，則採取前一
一般交易時段次近月人民幣匯率期貨每日結算價)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05% 

(若前一一般交易時段遇最後交易日，則採取前
一一般交易時段次近月人民幣匯率期貨每日結算

價) 

RTF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XEF 歐元兌美元期貨 

±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5% 

(若前一一般交易時段遇最後交易日，則採取前一
一般交易時段次近月歐元兌美元匯率期貨每日結

算價) 

±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25% 

(若前一一般交易時段遇最後交易日，則採取前
一一般交易時段次近月歐元兌美元匯率期貨每日

結算價) 

XJF 美元兌日圓期貨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5% 

(若前一一般交易時段遇最後交易日，則採取前一
一般交易時段次近月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每日結

算價) 

± 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
0.25% 

(若前一一般交易時段遇最後交易日，則採取前
一一般交易時段次近月美元兌日圓匯率期貨每日

結算價) 

匯率 

選擇權 

RHO 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 
± 當盤期貨各月份契約開盤參考價 0.1% N.A. 

RTO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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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盤後交易時段「一定點數」計算方式 



附錄三 

 有關本公司接受買賣委託申報之時間、撮合方式、委託單種類及委託
條件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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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單接收時間 盤前 盤中交易時間 

撮合方式 集合競價 逐筆撮合 

委託單種類 市價單 限價單 市價單 一定範圍市價單 限價單 

委託條件 FOK IOC FOK IOC ROD FOK IOC FOK IOC FOK IOC ROD 

期貨 

單式委託   O   O O O O O O O O O 

時間價差委託           O O O O O O O 

選擇權 
單式委託   O   O O O O O O O O O 

組合式委託           O O     O O 

註1：灰色底色表可執行改價之委託單種類，惟開盤前2分鐘不得刪、改委託。 

註2：一般交易時段盤前時間：除東證期貨盤前時間為7:45-8:00，其他商品盤前時間為8:30-8:45，盤中交易時
間請參考各商品契約規格。 

註3：盤後交易時段盤前時間：15:00開盤商品為14:50-15:00，17:25開盤商品為17:15-17:25，盤中交易時間請
參考各商品契約規格。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2/products.asp
http://www.taifex.com.tw/chinese/2/product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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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宣導 



資通安全宣導(一) 

雲端、社群、行動裝置資訊之管控措施 

 為強化期貨業運用雲端運算服務、社群媒體及行動裝置之資
訊安全，期貨公會特訂定「雲端運算、社群媒體、行動裝置
資訊安全自律規範」 ，並於106年1月4日以中期商字第
1050006071號函公告 。 

 自律規範主要內容分別有目的、定義、資訊安全法令遵循、
雲端運算服務運作安全、社群媒體安全控管、行動裝置安全
控管、違規之處理、附則等8條。 

 內容詳見期貨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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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宣導(二) 

證券暨期貨產業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平台 SFISAC 

 營運目的：建立資安聯防機制 

 分享資安資訊：即時取得GISAC與其他資安組織分享之資安
情資，及所屬會員資安事件資料，分享資安資訊。 

 加強防護意識：透過資安資訊分享方式，提升會員資安相關
知識並加強證券與期貨市場整體資安防護意識。 

 預防事件擴大：藉由應變處理及通報程序，進行事件分析、
鑑識、排除與追蹤處理，掌握發生資安事件相關資訊和協助
解決問題，防範資安事件蔓延擴大。 

 網址： https://fisac.twse.com.tw/ 

 該平台係採會員制，請業者透過上開網址申請入會，期能取
得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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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sac.twse.com.tw/


資通安全宣導(三) 

強化重要系統及設備資安機制（重申內控） ，例如： 

 對重要系統及設備應定期辦理資訊安全風險評鑑，並留存紀
錄。 

 應定期評估自身網路系統安全。 

 應定期或適時修補網路運作環境之安全漏洞。 

 重要網站及伺服器系統應以防火牆與外部網際網路隔離。 

 安裝防毒軟體，並及時更新程式及病毒碼、對電腦系統及資
料儲存媒體進行病毒掃瞄、防毒應涵蓋個人端（含攜帶型及
營業處所內供投資人共用之電腦等）及網路伺服器端電腦。 

 每半年至少應執行網路系統外部弱點掃瞄作業乙次。 

 委外作業人員應納入公司安全管理，欲使用內部網路資源時
應有安全管制措施(如實體隔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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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宣導(四) 

可再強化資安防護事項（主管機關期許） ： 

 針對風險性較高之攻擊手法如SWIFT弱點攻擊、APT攻擊、
勒索軟體及對DDos攻擊防禦等加強防護及宣導： 如宣導針
對特定組織所作的複雜且多方位的網路攻擊及勒索軟體感染
方式，並進行社交工程演練 。 

 增加資源分配於資訊軟硬體升級及強化資安防護能量：如 

增加資安維護人力及資安軟硬體設備之預算。 

 如有使用微軟公司之目錄服務、作業系統或開發環境，應有
更嚴格之控管措施，並更新修補程式： 如收回個人電腦管
理者權限、 設定自動windows update等。 

 除應強化相關規範及措施外，更應嚴格要求承辦人員落實執
行相關資安規範： 如定期資安宣導或公告重申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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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地下期貨宣導 

民眾查詢合法期貨業業者名單之途徑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s://www.sfb.gov.tw/)  

 臺灣期貨交易所網站(網址：http://www.taifex.com.tw/)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網站(網址：
http://www.futures.org.tw/) 

如遇非法地下期貨，除可向主管機關或司法偵查機關進行
檢舉，亦可透過本公司之檢舉管道 

 檢舉專線電話0800-075556 

 公司服務信箱（service@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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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fb.gov.tw/
http://www.taifex.com.tw/
http://www.futures.org.tw/
mailto:service@taifex.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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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盤交易制度及交易概況 



夜盤交易概況-掛牌商品與交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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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1)國內股價指數類商品 

臺股期貨 

小型臺指期貨 

臺指選擇權 

(2)國外股價指數類商品 

美國道瓊期貨 

美國標普500期貨 

(3)匯率類商品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 

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 

歐元兌美元期貨 

美元兌日圓期貨 

一般交易 

時段 

交易時間 08:45~13:45 8:45~16:15 

收單時間 
08:30~08:45 

(15分鐘) 

08:30~08:45 

(15分鐘) 

禁刪時段(NCP) 
08:43~08:45 

(2分鐘) 

08:43~08:45 

(2分鐘) 

盤後交易 

時段 

交易時間 15:00~次日05:00 17:25~次日05:00 

收單時間 
14:50~15:00 

(10分鐘) 

17:15~17:25 

(10分鐘) 

禁刪時段(NCP) 
14:58~15:00 

(2分鐘) 

17:23~17:25 

(2分鐘) 



夜盤交易概況- 

夜盤占日盤交易量比重 

期間 
夜盤 

日均量 

日盤 

日均量 

夜盤/日
盤占比 

5月份 37,562  729,452  5.15% 

6月份 67,844  922,935  7.35% 

7月份 86,530  939,074  9.21% 

8月份 120,020  1,014,818  11.83% 

9月份 92,885  988,898  9.39% 

10月份 92,809  927,135  10.01% 

合計 87,585  940,294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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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線以來(5/15~10/31)夜盤日均量為87,585口，占同期日盤
日均量940,294口比重9.31%  

 夜盤日均交易量持續成長，占日盤交易量比重逐月增加 

註1：日盤日均量係指夜盤掛牌11項商品之日盤日均交易量 

註2：資料期間截至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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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盤分時交易量及比重 

國內股價指數類 國外股價指數類 匯率類 比重 

夜盤交易概況-夜盤分時交易量 

 夜盤交易量在歐股及美股開盤後交易量高，占55% 

 15:00~17:00交易量為19,619口，占夜盤交易量22.4 % 

 21:30~00:00交易量為28,331口，占夜盤交易量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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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32.3% 



期貨商風險控管原則- 

盤後交易時段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考量對交易人作息之影響，及交易標的之價格
波動程度 

期交所指定在盤後交易時段豁免執行代為沖銷
作業之商品 

國內指數類：臺股期貨(TX)、臺指選擇權
(TXO) 、小型臺指期貨(MTX) 

匯率類：美元兌人民幣期貨(RHF)、小型美
元兌人民幣期貨(RTF)、美元兌人民幣選擇
權(RHO)、小型美元兌人民幣選擇權(RTO) 

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考量交易標的價格因其現貨市場有交易而連帶影響
期貨契約交易 

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期貨商均須執行代
為沖銷作業之商品 

國外指數類：美國道瓊期貨(UDF)、美國標普
500期貨(SPF) 

匯率類：歐元兌美元期貨(XEF) 、美元兌日圓期
貨(X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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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風險控管原則 

  -委託保證金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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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貨、選擇權：同一般交易時段保證金收取方式 

• TX、MTX不適用當日沖銷交易減收保證金規定 
盤後時段保證
金收取方式 

• 同一般交易時段 

• 全部部位(含一般及盤後交易商品)均須以市價洗價，
計算可動用保證金 

• 期貨契約：依期交所公告之保證金 

• 選擇權契約：委託所需保證金中之選擇權市值計算，
市價委託以最近一筆成交價計算，限價委託以限價單
之委託價計算 
• 註：股價指數選擇權單一部位保證金=權利金市值＋MAX(A值-價外值, B值) 

新增委託時之
保證金檢核 

• 公告日次一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起實施 
保證金調整生

效時點 



期貨商風險控管原則 -高風險帳戶通知 

 高風險帳戶通知原則 
 交易人權益數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會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盤後交易時段交易人帳戶未平倉部位只有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TX、
MTX、TXO 、RHF 、RHO 、RTF 、RTO)時，期貨商不會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後，已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之帳戶，倘於盤後交易時段權
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且留有盤後須執行代沖銷商品之未平倉部位時，期貨商仍
將再次進行高風險帳戶通知，該通知有效期間至盤後交易時段收盤為止。 

 一般交易時段與盤後交易時段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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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通知 一般交易時段 盤後交易時段 

發送時點 交易人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 同左 

除外條件 無 交易人僅留有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之未平
倉部位 

其他 無 一般交易時段結束已發出盤後保證金追繳通
知之帳戶，倘盤後交易時段權益數低於維持
保證金，且未平倉部位留有非豁免代沖銷商
品時，期貨商仍將再次進行高風險帳戶通知 



期貨商風險控管原則 –盤後追繳通知 

 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 

 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交易人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
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所發出的保證金追繳通知 

 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僅計算一般交易時段的部位，盤後交易時段成交之部位計
入次一營業日。 

因盤後交易時段行情變化或交易人自行沖銷部分或全部部位等因素，致交
易人權益數不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仍將對該交易帳
戶發出當日之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 

 交易人接獲通知後須依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之解除條件處理 

 盤後保證金追繳解除條件 

 補足期貨商追繳金額 

 於期貨商約定補繳期限(不得晚於次一營業日中午12時)權益數大於或等於未平
倉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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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風險控管原則- 代為沖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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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時點 

帳戶風險指標低於
期貨商規定(不得低
於25%) 

屆盤後保證金追繳之
補繳時限(不得晚於
中午12時)仍未解除
盤後保證金追繳 

代為沖銷原則 

風險指標達代為沖銷標
準，應代沖銷盤中商品之
全部未平倉部位 

盤後交易時段，如果帳戶留有已進入盤後交易時段
之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
例，但權益數未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
時，期貨商將不會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屆盤後保證金追繳補繳時限仍未解除盤後保證金
追繳，代沖銷部位至期貨交易人之權益數等於或
大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 

已進入盤後交
易時段之指定
豁免代沖銷商

品除外 



期貨商風險控管原則- 洗價價格差異 

 未沖銷部位損益 

 

 

 

 

 

 

 風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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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交易時段 盤後交易時段 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 

~ 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前 

未沖銷期貨
浮動損益 

以市價計算 同左  豁免代沖銷商品：以結算價計 

 非豁免為沖銷商品：以市價
(收盤價)計 

未實現期貨
浮動利得 

 

未結算前無法用於
交易，不計入可動
用(出金)保證金。 

同左 同左 

一般交易時段 盤後交易時段 

選擇權未沖銷部
位所需保證金 

 

全部商品以市價洗價 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以結算價計 

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以市價計 

 



盤後交易期貨商應辦理事項 

期貨商應告知交
易人事項 

• 盤後交易時段適用商品及交易時間 

• 豁免代為沖銷商品、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 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計算方式、委託所需保證金計算方式 

• 高風險帳戶通知原則、盤後保證金追繳作業 

• 風險指標計算方式、代為沖銷原則 

• 其他相關風險控管作業 

期貨商應提供檢
核表 

•期貨商應提供「期貨交易人參與臺灣期貨交易所盤後交易時段交易重點
提要檢核表」，交由交易人詳讀並簽署 

•期貨商應依範本內容制訂檢核表，並得依內部風險控管原則需要增加相
關內容 

交易人應簽署
文件 

• 未簽署檢核表之交易人，於一般及盤後交易時段均不可交易
非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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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後交易期貨商應辦理事項(續) 

盤後交易實施前已上市之非豁免代沖銷期貨交易契約應注意事項 

• 例如：「美元兌日圓」及「歐元兌美元」匯率期貨於105年11月7日上市，106年5月15日推
出盤後交易 

• 倘交易人未簽署檢核表，自盤後交易制度實施日起，不得接受其委託交易 

• 未簽署檢核表，盤後交易制度實施日前已建立未平倉部位之處理方式 

• 該交易人僅得於一般交易時段進行平倉委託或持有該未平倉部位至到期結算止 

• 期貨商應告知交易人 

• 持有未平倉部位期間，於盤後交易時段不會執行高風險帳戶通知及代為沖銷作業 

• 無法因應價格波動於盤後交易時段進行平倉之相關風險 

期貨商告知交易人方式 

• 於營業處所張貼公告 

• 設置網站期貨商，應於網站公告 

• 買賣報告書與月對帳單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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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所新增結算會員虛擬帳戶入金功能 

 結算會員以實體帳戶辦理入金，期交所需向銀行確認金額入帳後
，以人工登錄方式計入結算會員權益數，造成實際入金與增計權
益數間之時間延遲，亦增加期交所作業人員登錄誤植之可能 

 期交所自106年4月17日起新增結算會員得以虛擬帳戶辦理入金。
期交所接獲結算銀行入金資訊，藉由虛擬帳號身分識別，系統會
即時將繳存金額自動計入所屬結算會員權益數，可提升結算會員
入金效率及減少期交所作業人員登錄誤植之疏失 

 期交所現行受理結算保證金存入之作業時間為7:00至次日05:00。
其中7:00至19:30時段得以實體帳戶及虛擬帳戶辦理入金，19:30至
次日05:00 時段，僅得以虛擬帳戶辦理入金 

 結算會員當日19:30前繳存之結算保證金，計入當日權益數；19:30

後繳存之結算保證金，計入次一營業日權益數 

 期交所預計於106年底前，推動結算會員全面採虛擬帳戶方式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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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