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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指數之介紹

為
比較相對某時點金融市場商品價格變化情

形，通常會以金融指數水準來表達，最早推

出之金融指數可追溯至 18 世紀，以證券市場股票

或債券等現貨資產價格計算而得之現貨指數。然

而，在現貨指數發展逾百年後，現貨市場相關投

資產品發展已漸趨飽和，且部分現貨商品（如原

油或農產品等）因屬店頭交易（OTC），品質、儲

存及運送成本差異甚大，交易價格多不公開、不

透明，而難以發展成為指數。有鑑於此，部分現

貨商品市場已發展出相關期貨商品，將儲存及運

送成本等反應於期貨價格，為提供 OTC 交易市場

公開、公正及透明價格指標，期貨指數在此一背

景環境下應運而生。

期貨指數種類、編製特性及方式

期貨指數，顧名思義是以期貨契約為成分計

算而得之指數。由於期貨交易契約標的資產涵蓋

股票、債券、利率、匯率、貴金屬、基本金屬、

能源、農產品等八大類資產，使其資產類別可多

於現貨指數。在發展歷程上，期貨指數出現比現

貨指數晚 100 年，高盛公司於 1991 年創立高盛

商品指數（GSCI），為全球首檔期貨指數，係以

商品期貨價格進行編製計算，且採樣涵蓋 24 種商

品期貨，是目前國際市場上投資資金最大之商品

指數，使用者包括退休基金、保險公司等。2007

年 2 月，標普道瓊斯指數（S&P DJI）公司從高盛

公司取得該指數所有權，該指數重新命名為標普

高盛商品指數（S&P GSCI）。

期貨指數與現貨指數在編製方法上，最大

差異除標的本身，當屬期貨契約有到期日，期貨

指數成分契約須在到期前進行轉倉，故期貨指數

編製規則會明確揭示轉倉期間、轉入及轉出月

份、及轉倉期間指數計算方式。期貨指數轉倉期

間通常在 1 ～ 5 日不等，以前述 S&P GSCI 指數

為例，係每月第 5 ～ 9 個交易日進行轉倉，共

分 5 日，每日平均轉倉 20%。轉倉月份通常是由

最活絡月份契約轉到次活絡契約，但也有例外，

例如：增益指數（Enhanced Index）及動態轉倉指

數（Dynamic Roll Index），將遠期曲線（forward 

curve）變化納入考量後，決定轉倉月份。以標普

高盛輕原油期貨指數（S&P GSCI Crude Oil Excess 

Return Index）為例，指數計算公式如下：

指數計算日之指數值 = 前一指數計算日指數值 *

（1+ 成分期貨契約價值隔日變化率）

在轉倉期間，上述成分期貨契約價值隔日變

化率須依 S&P 每年發布之「各月初指定持有之成

分期貨契約」，區分為「將到期之成分期貨契約」

及「轉入成分期貨契約」，並依據轉倉規則及其

規定之轉換比例於該兩者間進行配置後，再進行

指數計算。

【釋例說明】

非轉倉期間之指數計算：

假設持有 NYMEX 1,000 桶 WTI 原油期貨契約之條

件如下表所示

第 d-1 日 第 d 日

NYMEX 1,000桶輕原油期貨
契約價格

80元 100元

標普高盛原油 ER指數之
指數值

100點 125點

註：成分期貨契約價值隔日變化率＝ 100/80-1，第 d日
指數計算日指數值＝ 100點 *（1+﹝（100/80）-
1﹞）＝ 12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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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倉期間之指數計算：

假設持有某年度 NYMEX 1,000 桶 WTI 原油期貨 4

月份契約，欲轉倉至同年度 5 月份契約、其轉倉

期間為該月份之第 5 個（含）至第 9 個（含）交

易日（假設為 3 月 7 日 ~3 月 11 日），下列算式

以轉倉第 1 指數計算日（3 月 7 日）之計算值為

100 點，試算 3 月 8 日及 3 月 9 日之指數值，其

他假設條件如下表所示：

指數編製之報酬型態上，區分為「總報酬指

數（Total Return index, TR）」及「超額報酬指數

（Excess Return Index, ER）」兩種，前者為目前期

貨指數及現貨指數都有，現貨指數是加計股息及

股息再投資，期貨指數則是納入本金投入國庫券

利息收益。後者則為期貨指數獨有之型態，就字

面意義而言，ER 是超額回報，背後代表期貨轉倉

價差可能造成期貨指數績效高（低）於現貨指數

之情形，例如：期貨價格若呈現逆價差時（即遠

月份價格低於近月份價格，遠期曲線呈負斜率），

轉倉時將賣出價格較高之近月契約、同時買進價

格較低之次近月契約，由於期貨價格最終將與現

貨價格進行收斂，故期貨指數報酬率可望高於現

貨指數；反之，若期貨價格呈現正價差時（遠月

份價格高於近月份，遠期曲線呈正斜率），期貨

指數報酬率可能低於現貨指數。

該年度
指數計算日

日期

NYMEX 1,000 桶
WTI 原油期貨契約

價格

標普高盛原油 ER 指
數持有期貨契約

權重

4 月到期 5 月到期 4 月到期 5 月到期

3月 7日
 (指數值為

100點 )
80 90 80% 20%

3月 8日 85 95 60% 40%

3月 9日 90 100 40% 60%

註：轉倉期間指數值之計算，概念上係以指數計算日整日所實
際持有之期貨契約權重計算之。由於 3月 8日到收盤時段，
始將期貨契約權重轉成新期貨契約權重，亦即近月 60%及
遠月 40%，新期貨契約權重在 3月 8日未有貢獻，故 3月
8日指數值是係以 3月 8日實際持有一整天期貨契約權重
（80%近月及 20%遠月）之價格變化計算而得。

國內外期貨指數發展概況

商品期貨指數

如前所述，期貨商品八大標的資產類別有

一半屬於商品類，RJ/CRB 指數除為全球首檔商

品期貨指數，亦為全球首檔期貨指數，故為目

前最多指數型產品（包含指數型基金、ETF、

ETN 等）追蹤之指數。另路透 /Jefferies 商品研

究 局 指 數（Reuters/Jefferies 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 Index, RJ/CRB）、彭博商品指數（Bloomberg 

Commodity Index, BCOM）、道瓊商品指數（Dow 

Jones Commodity Index, DJCI）及羅傑斯世界商品

指數（Rogers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Index, RICI）

等為較常見之商品期貨指數。

外匯期貨指數

編製外匯期貨指數首推 S&P DJI 指數公司，

已編製包括美元期貨指數、日圓期貨指數、歐元

期貨指數以及澳幣期貨指數等，其中部分指數有

對應 ETF 在臺灣發行。去（2018）年 3 月 23 日

S&P DJI 公司亦與臺灣期貨交易所（TAIFEX）分別

以 TAIFEX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RTF）、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期貨（RHF）為標的推出相關

ER 及 TR 指數，7 月 26 日再推出 2 倍槓桿及 1 倍

反向指數，提供人民幣升貶重要參考指標。此外，

同屬亞洲市場之韓國交易所，亦有編製美元兌韓

圜期貨及日圓兌韓圜期貨指數。

股價指數期貨指數

現股與股價指數期貨最大差異，在於投資現

股會有股息收益，期貨交易無法獲得股息，因此

期貨市場通常會預先將股息反應在期貨報價上，

例如：臺股期貨在每年 6~9 月均會預先反應除息

點數而呈現大幅逆價差，若將股價指數期貨指數

化，其報酬率不一定會低於現貨總報酬指數（考

量股息再投資，還原權息影響）。較知名之股價

指數期貨指數，如美國 S&P 500 期貨指數及道瓊

工業期貨指數、歐洲 Euro Stoxx 50 期貨指數及亞

洲 KOSPI 200 期貨指數等。除了前揭單一市場指

數，亦可利用期貨編製跨市場指數，以 MSCI 新興

市場指數為例，因該指數須橫跨「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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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亞洲」以及「歐非中東」三大區域，要投

資在 20 餘個國家股票，且以不同計價幣別，投資

難度高，此時若藉由 MSCI 新興市場期貨，編製新

興市場期貨指數，追蹤 MSCI 新興市場指數趨勢，

相對簡單有效許多，例如：2017 年 12 月新加坡

交易所利用洲際交易所 mini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期貨契約，編製iEdge新興市場期貨ER指數（iEdge 

Emerging Markets Futures Excess Return Index）。

債券期貨指數

債券期貨標的含括主要國家公債，以全球最

大指數編製公司 S&P DJI 公司為例，已編製包括

美國、歐洲、瑞士、英國、加拿大、日本及澳洲

等國家各年期公債期貨指數，韓國交易所亦將其 3

年期與 10 年期公債期貨編製為期貨指數，不過面

臨與股價指數期貨指數同樣困境，債券投資主流

在於現券市場，連結債券期貨指數產品相對有限。

另類期貨或選擇權策略指數發展概況

標準型期貨指數面對現貨市場競爭，揮灑空

間有限，而其特殊型期貨或選擇權指數，可能是

未來產品發展藍海。

全球跨資產類別期貨指數

全球期貨市場提供最大的便捷在於其契約標

的同時橫跨八大資產類別，例如：投資人進行資

產配置時不需直接投資個別股票、債券及黃金等，

只要利用股價指數期貨、債券期貨及黃金期貨等

即可達成相同效果，更有利於跨市場投資組合的

搭建。純以期貨搭建的資產配置策略優點有四，

一為納入與股債相關性低的商品市場，可降低投

資組合波動率；二為期貨市場交易成本遠低於證

券市場，可提升實際執行績效；三為期貨為保證

金交易，多餘資金可以在貨幣市場賺取利息收入；

四為可透過單一經紀商交易全球期貨契約，不會

有證券市場款券交割時間差問題。為使法人採行

前述期貨交易策略得以商品化，金融機構推出以

期貨契約進行跨資產配置之指數，例如：摩根大

通銀行（J.P. Morgan）之 MOZAIC Index，標的區域

橫跨美、歐、亞，期貨標的範圍含括股票、債券、

商品等類別，先依動能指標篩選相對強勢之標的，

再輔以波動率控制模型決定各標的之權重。

CTA 期貨交易策略型指數

有 別 於 全 球 跨 資 產 配 置 指 數 基 金 僅 持 有

多 頭 部 位， 商 品 交 易 顧 問（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 CTA） 基 金， 或 也 稱 之 為 管 理 期 貨

（Managed Futures）基金係依各市場不同時間趨

勢，經篩選後，買進多數相對強勢標的，賣出多

數相對弱勢標的，例如 Man AHL、Winton、Aspect

等，曾經蔚為一時。CTA 期貨交易策略主要是以

各標的市場不同時間趨勢進行期貨交易，例如

30% 追蹤短期（例如週）趨勢，40% 追蹤中期（例

如1~3個月）趨勢，30%追蹤長期（例如3~6個月）

趨勢。為使 CTA 期貨交易策略得以商品化，S&P 

DJI 公司即編製 3 個期貨策略指數：S&P Strategic 

Futures Index、S&P Dynamic Futures Index 以及 S&P 

Systematic Global Macro Index，其中 3 個指數又各

有金融類期貨次指數及純粹商品類期貨次指數，

故共計 9 個指數。

選擇權策略指數

由於選擇權具有非線性損益之特性，可與標

的資產搭配設計出各種不同效用之策略指數。美

國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CBOE）即發表多款選擇

權策略指數，例如：

1.BuyWrite Index： 以 買 進 S&P 500 股 票 組 合，

同時賣出價平之買權，形成一個掩護性買權

（Covered Call） 組 合，2002 年 CBOE 發 表 S&P 

500 BuyWrite Index （BXM）。BuyWrite 策略較適

合盤整行情，除股票損益之外還仍可收取買權權

利金，但是一旦股市大漲，這個策略上檔空間卻

已經被賣出買權所鎖定，故漲幅不如股市。

2.Put Protection Index：以持有 S&P 500 股票組合，

並同時買進價外 5% 賣權做為避險，形成一個保護

性賣權（Protective Put）組合，1986 年 CBOE 發

表 S&P 500 5% Put Protection Index （PPUT）。

在股市上漲或盤整時，Put Protection 策略因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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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權權利金，績效將小幅落後於股市，但一旦

股市出現 5% 以上跌幅時，保護性賣權將可鎖定投

資組合下檔風險。

波動率期貨指數

2008 年金融海嘯後，波動率指數即開始受到

市場重視，作為交易人進出場決策之參考指標，

惟因缺乏現貨商品可供交易，指數編製機構利用

波動率期貨，編製波動率期貨指數，作為業者發

行商品標的：

1. 短期 VIX 期貨指數：S&P DJI 公司編製 S&P 500 

VIX Short-Term Futures Index，原則以 CFE 近月 VIX

期貨為主，逐日平均轉倉至次近月 VIX 期貨。由

於恐慌發生時，選擇權隱含波動率將立即飆升，

將為 VIX 期貨買方提供短期高額報酬，VIX 期貨

報酬率與股市呈現負相關，因此 VIX 期貨可視為

股市之避險資產。由於 S&P 500 多數時間呈現上

揚，股市上漲時波動率較易走低，因此 VIX 期貨

指數多數時間呈現下跌，自 2005 年 12 月上市以

來至去年底為止，該期貨指數平均每年跌幅高達

42.8%。

2. 反向 VIX 期貨指數：反向 VIX 期貨指數隱含收

取波動率保險費之指數，S&P DJI 公司編製 S&P 

500 VIX Short Term Futures Inverse Daily Index，與

作多 VIX 期貨相反，放空 VIX 期貨指數勝率高、

多數月份獲利誘人，但是短線風險發生時，例如

去年 2 月 5 日美股閃崩，投資人可能一天內血本

無歸。

期貨指數相關 ETF/ETN 商品概況

追蹤指數之投資產品主要可分為三種：指數

型基金（Index Fund）、指數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ETF） 及 指 數 投 資 證 券（Exchange 

Traded Notes, ETN），其中指數型基金可說就是一

般共同基金，只是採取複製指數之被動式投資。

ETF 是在證交所上市買賣之基金，藉由投資組合使

其淨值走勢趨近於特定指數，簡單的說就是一種

「以股票方式交易，獲取指數報酬之基金」。ETN

與傳統 ETF 不同，後者一般是以基金型態存在，

然而 ETN 是發行者發行的一種債務工具；ETF 一

般都必須將資金投入標的資產，追蹤特定指數績

效表現，但是對於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須由

投資人承擔；ETN 則不一定要將資金投資於標的

資產，係由發行者承諾未來將按所追蹤指數收益

扣除管理費支付收益，也就是說，發行者發行一

張票據（ETN），並承諾在票據到期日按照所追蹤

指數收益減去管理費，向票據持有者支付收益，

投資人須承擔發行商之信用風險。

股、 債、 匯、 商 品 等 市 場 均 有 對 應 ETP

（Exchange Traded Products，交易所交易商品，包

含 ETF 及 ETN）發行，現貨市場較成熟者多是發

行追蹤現貨指數 ETP；反之，若是現貨組合有實際

投資困難者，則多是發行追蹤期貨指數之 ETP，

例如能源、農產品、基本金屬等。就資產規模而

言，SPDR 標普 500 ETF 規模高達 2,700 餘億美金，

但是追蹤 S&P 500 期貨指數之 MiraeAsset TIGER 

S&P 500 Futures ETF 規 模 僅 約 1 億 美 金； 追 蹤

7-10 年公債表現之 iShares 7-10 Year Treasury Bond 

ETF 規模達 128 億美金，但是追蹤 S&P 10-Year 

U.S. Treasury Note Futures Index 之 KODEX T-Note 

Futures ETF 規 模 僅 4.6 百 萬 美 金。 又 或 者 外 匯

ETF，多數使用現匯或交換契約（SWAP）來追蹤

各國貨幣走勢，規模最大之外匯期貨 ETF 為追蹤

美元指數期貨指數之 Invesco DB US Dollar Index 

Bullish Fund，規模約 3.8 億美金。

結語

近年來指數投資市場蓬勃發展，惟當產品同

質性愈來愈高時，新進入者可瓜分之市場占有率

也相形縮小，未來資產管理業者產品布局或可將

期貨指數納入考量，例如商品期貨指數及波動率

期貨指數等，包括市場投資資產配置指數，多空

部位並存，如期貨策略指數，或是改變損益曲線

之選擇權策略指數等，以跳脫紅海競爭，找尋新

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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