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資料集名稱 主要欄位說明 資料集URL

1 期貨每日交易行情

交易日期,契約,到期月份(週別),開盤價,最高價,最低

價,收盤價,漲跌價,漲跌%,成交量,結算價,*未沖銷契

約數,最後最佳買價,最後最佳賣價,歷史最高價,歷史

最低價

http://data.gov.tw/node/11319

2
選擇權每日交易行

情

交易日期 ,契約,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買賣權,開盤

價,最高價,最低價,收盤價,成交量,結算價,未沖銷契約

數,最後最佳買價,最後最佳賣價,歷史最高價,歷史最

低價

http://data.gov.tw/node/11320

3 選擇權每日Delta值 商品,買賣權,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Delta值 http://data.gov.tw/node/11321

4
臺指選擇權Put/Call

比

日期,賣權成交量,買權成交量,買賣權成交量比率%,

賣權未平倉量,買權未平倉量,買賣權未平倉量比率%
http://data.gov.tw/node/11322

5
鉅額交易逐筆撮合

之單式委託成交

交易日期,契約,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買/賣權,成

交價格,成交數量
http://data.gov.tw/node/11323

6
鉅額交易逐筆撮合

之組合式委託成交

組合式序號,日期,契約數

組合式序號,子序號,契約,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

買/賣權,成交價格,成交數量
http://data.gov.tw/node/11324

7
鉅額交易議價申報

成交

組合式序號,日期,契約數

組合式序號,子序號,契約,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

買/賣權,成交價格,成交數量
http://data.gov.tw/node/11590

8
鉅額交易各商品成

交資訊

交易日期,契約,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買/賣權,成

交數量,最高價格,最低價格
http://data.gov.tw/node/11591

9
三大法人-總表-依

日期

日期,身份別,多方交易口數,多方交易契約金額(百萬

元),空方交易口數,空方交易契約金額(百萬元),多空交

易口數淨額,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百萬元),多方未

平倉口數,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百萬元),空方未平倉

口數,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百萬元),多空未平倉口數

淨額,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百萬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2

10
三大法人-總表-依

週別

日期,身份別,多方交易口數,多方交易契約金額(百萬

元),空方交易口數,空方交易契約金額(百萬元),多空交

易口數淨額,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百萬元),多方未

平倉口數,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百萬元),空方未平倉

口數,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百萬元),多空未平倉口數

淨額,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百萬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3

http://data.gov.tw/node/11319
http://data.gov.tw/node/11320
http://data.gov.tw/node/11321
http://data.gov.tw/node/11322
http://data.gov.tw/node/11323
http://data.gov.tw/node/11324
http://data.gov.tw/node/11590
http://data.gov.tw/node/11591
http://data.gov.tw/node/11592
http://data.gov.tw/node/11593


11

三大法人-區分期貨

與選擇權二類-依日

期

日期,身份別,期貨多方交易口數,選擇權多方交易口

數,期貨多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選擇權多方交易契

約金額(千元),期貨空方交易口數,選擇權空方交易口

數,期貨空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選擇權空方交易契

約金額(千元),期貨多空交易口數淨額,選擇權多空交

易口數淨額,期貨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選擇

權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期貨多方未平倉口

數,選擇權多方未平倉口數,期貨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

(千元),選擇權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期貨空方

未平倉口數,選擇權空方未平倉口數,期貨空方未平倉

契約金額(千元),選擇權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

期貨多空未平倉口數淨額,選擇權多空未平倉口數淨

額,期貨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選擇權多空

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4

12

三大法人-區分期貨

與選擇權二類-依週

別

日期,身份別,期貨多方交易口數,選擇權多方交易口

數,期貨多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選擇權多方交易契

約金額(千元),期貨空方交易口數,選擇權空方交易口

數,期貨空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選擇權空方交易契

約金額(千元),期貨多空交易口數淨額,選擇權多空交

易口數淨額,期貨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選擇

權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期貨多方未平倉口

數,選擇權多方未平倉口數,期貨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

(千元),選擇權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期貨空方

未平倉口數,選擇權空方未平倉口數,期貨空方未平倉

契約金額(千元),選擇權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

期貨多空未平倉口數淨額,選擇權多空未平倉口數淨

額,期貨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選擇權多空

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5

http://data.gov.tw/node/11594
http://data.gov.tw/node/11595


13
三大法人-區分各期

貨契約-依日期

日期,商品名稱,身份別,多方交易口數,多方交易契約

金額(千元),空方交易口數,空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

多空交易口數淨額,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多

方未平倉口數,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空方未平

倉口數,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多空未平倉口數

淨額,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6

14
三大法人-區分各期

貨契約-依週別

日期,商品名稱,身份別,多方交易口數,多方交易契約

金額(千元),空方交易口數,空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

多空交易口數淨額,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多

方未平倉口數,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空方未平

倉口數,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多空未平倉口數

淨額,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7

15
三大法人-區分各選

擇權契約-依日期

日期,商品名稱,身份別,多方交易口數,多方交易契約

金額(千元),空方交易口數,空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

多空交易口數淨額,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多

方未平倉口數,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空方未平

倉口數,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多空未平倉口數

淨額,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8

16
三大法人-區分各選

擇權契約-依週別

日期,商品名稱,身份別,多方交易口數,多方交易契約

金額(千元),空方交易口數,空方交易契約金額(千元),

多空交易口數淨額,多空交易契約金額淨額(千元),多

方未平倉口數,多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空方未平

倉口數,空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多空未平倉口數

淨額,多空未平倉契約金額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599

17
三大法人-選擇權買

賣權分計-依日期

日期,商品名稱,買賣權別,身份別,買方交易口數,買方

交易契約金額(千元),賣方交易口數,賣方交易契約金

額(千元),交易口數買賣淨額,交易契約金額買賣淨額

(千元),買方未平倉口數,買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

賣方未平倉口數,賣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未平倉

口數買賣淨額,未平倉契約金額買賣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600

http://data.gov.tw/node/11596
http://data.gov.tw/node/11597
http://data.gov.tw/node/11598
http://data.gov.tw/node/11599
http://data.gov.tw/node/11600


18
三大法人-選擇權買

賣權分計-依週別

日期,商品名稱,買賣權別,身份別,買方交易口數,買方

交易契約金額(千元),賣方交易口數,賣方交易契約金

額(千元),交易口數買賣淨額,交易契約金額買賣淨額

(千元),買方未平倉口數,買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

賣方未平倉口數,賣方未平倉契約金額(千元),未平倉

口數買賣淨額,未平倉契約金額買賣淨額(千元)

http://data.gov.tw/node/11601

19
期貨大額交易人未

沖銷部位資料

日期,商品(契約),商品名稱(契約名稱),到期月份(週

別),交易人類別,前五大交易人買方,前五大交易人賣

方,前十大交易人買方,前十大交易人賣方,全市場未

沖銷部位數

http://data.gov.tw/node/11337

20
選擇權大額交易人

未沖銷部位資料

日期,商品(契約),商品名稱(契約名稱),買賣權,到期月

份(週別),交易人類別,前五大交易人買方,前五大交易

人賣方,前十大交易人買方,前十大交易人賣方,全市

場未沖銷部位數

http://data.gov.tw/node/11338

21 每日外幣參考匯率

日期,美元／新台幣,歐元／美元,美元／日幣,英鎊／

美元,澳幣／美元,美元／港幣,美元／人民幣,美元／

南非幣
http://data.gov.tw/node/11339

22
個股類全市場部位

限制

標的證券類別,商品別,股票期貨與股票選擇權未沖銷

部位表彰股數或單位數(A),標的證券在外流通股數或

已發行(募集、銷售)單位數)(B),比例(=A/B)%
http://data.gov.tw/node/11602

23
股票期貨/選擇權契

約調整資訊

商品代號,標的證券,股票代號,現金股利(減資退還現

金) 元/股,股票股利股/股,契約調整類別,契約調整日
http://data.gov.tw/node/11341

24
股票期貨契約調整

開盤參考價

開盤參考價日期,股票代號,商品名稱,商品代號,月份,

開盤參考價
http://data.gov.tw/node/11342

25
期交所期貨暨選擇

權商品相關費用表

商品,交易經手費,結算手續費,交割手續費,期貨交易

稅率
http://data.gov.tw/node/11343

26 最後結算價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代號,商品名稱,最後結算

價
http://data.gov.tw/node/11603

27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方到期

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
http://data.gov.tw/node/11345

28
保證金一覽表-股價

指數類
商品別,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原始保證金 http://data.gov.tw/node/11604

29
保證金一覽表-利率

類
商品別,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原始保證金 http://data.gov.tw/node/11347

http://data.gov.tw/node/11601
http://data.gov.tw/node/11337
http://data.gov.tw/node/11338
http://data.gov.tw/node/11339
http://data.gov.tw/node/11602
http://data.gov.tw/node/11341
http://data.gov.tw/node/11342
http://data.gov.tw/node/11343
http://data.gov.tw/node/11603
http://data.gov.tw/node/11345
http://data.gov.tw/node/11604
http://data.gov.tw/node/11347


30
保證金一覽表-商品

類
商品別,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原始保證金 http://data.gov.tw/node/11348

31
保證金一覽表-股票

類

股票期貨英文代碼,股票期貨標的證券代號,股票期貨

中文簡稱,股票期貨標的證券,保證金所屬級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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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ata.gov.tw/node/11605

32
保證金一覽表-股票

類(ETF)

股票期貨英文代碼,股票期貨標的證券代號,股票期貨

中文簡稱,股票期貨標的證券,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

金,原始保證金
http://data.gov.tw/node/11606

33
有價證券保證金之

可抵繳標的-公債
日期,公債代號,公債名稱,交易幣別 http://data.gov.tw/node/11607

34
有價證券保證金之

可抵繳標的-國際債
日期,國際債代號,國際債名稱,交易幣別 http://data.gov.tw/node/11608

35

有價證券保證金之

可抵繳標的-股票

(含ETF)

日期,股票代號,股票名稱 http://data.gov.tw/node/11609

36
期貨商每股淨值明

細表
年月,期貨商代號,淨值(元),股數(仟股),每股淨值 http://data.gov.tw/node/11354

37
期貨商稅前累計損

益明細表
年月,期貨商代號,本期收入,本期支出,本期損益 http://data.gov.tw/node/11355

38
期貨商交易量日報

表－期貨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日期,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56

39
期貨商交易量週報

表－期貨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週區間,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57

40
期貨商交易量月報

表－期貨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年月,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58

41
期貨商交易量年報

表－期貨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年度,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59

42
期貨商交易量日報

表－選擇權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日期,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60

43
期貨商交易量週報

表－選擇權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週區間,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61

44
期貨商交易量月報

表－選擇權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年月,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62

45
期貨商交易量年報

表－選擇權
期貨商,期貨商名稱,年度,商品代號 http://data.gov.tw/node/11363

http://data.gov.tw/node/11348
http://data.gov.tw/node/11605
http://data.gov.tw/node/11606
http://data.gov.tw/node/11607
http://data.gov.tw/node/11608
http://data.gov.tw/node/11609
http://data.gov.tw/node/11354
http://data.gov.tw/node/11355
http://data.gov.tw/node/11356
http://data.gov.tw/node/11357
http://data.gov.tw/node/11358
http://data.gov.tw/node/11359
http://data.gov.tw/node/11360
http://data.gov.tw/node/11361
http://data.gov.tw/node/11362
http://data.gov.tw/node/11363


46 保管銀行名冊 保銀名稱,保銀地址,保銀電話 http://data.gov.tw/node/17477
47 結算會員名冊 結算會員代號,結算會員名稱,結算會員類別 http://data.gov.tw/node/17478
48 結算銀行名冊 結算銀行名稱(英文名稱) http://data.gov.tw/node/17479
49 期貨商總公司名冊 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地址,電話 http://data.gov.tw/node/17480
50 期貨商分公司名冊 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地址,電話 http://data.gov.tw/node/17481

51
期貨商交易量週到

期選擇權日報表

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日期,短天期選擇權交易口

數,市占率
http://data.gov.tw/node/20665

52
交易人部位限制-非

個股類

商品代號,商品名稱,自然人部位限制,法人部位限制,

期貨商部位限制
http://data.gov.tw/node/20666

53
交易人部位限制-個

股類

商品代號,級數,證券標的名稱,證券代號,是否為股票

期貨標的,是否為股票選擇權標的,自然人部位限制,

法人/期貨自營商部位限制,造市者部位限制
http://data.gov.tw/node/20667

54
每日期貨每筆成交

資料

交易日期,商品代號,到期月份(週別),成交時間,成交價

格,成交數量(B+S),近月價格,遠月價格,開盤集合競價
http://data.gov.tw/node/20668

55
每日期貨價差委託

成交概況表

交易日期,商品代號,價差委託成交量(B+S),市場總成

交量(B+S),價差委託成交比率(%)
http://data.gov.tw/node/20669

56 每日期貨價差每筆

成交資料

交易日期,商品代號,到期月份(週別),成交時間,成交價

格,成交數量(B+S),近月價格,遠月價格,屬價差對價差

成交者
http://data.gov.tw/node/20670

57 每日選擇權每筆成

交資料

交易日期,商品代號,履約價格,到期月份(週別),買賣權

別,成交時間,成交價格,成交數量(BorS),開盤集合競價
http://data.gov.tw/node/20671

58
期貨商品造市者清

單

造市者期貨商代號,造市者名稱,造市商品代號,造市

商品名稱
http://data.gov.tw/node/20672

59
選擇權商品造市者

清單

造市者期貨商代號,造市者名稱,造市商品代號,造市

商品名稱
http://data.gov.tw/node/20673

60
各商品年成交量統

計表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易日數,

日平均成交量
http://data.gov.tw/node/20674

61 股票期貨交易標的
股票期貨商品代碼,標的證券,證券代號,標的證券簡

稱,標的證券種類
http://data.gov.tw/node/22644

62
股票選擇權交易標

的

股票選擇權商品代碼,標的證券,證券代號,標的證券

簡稱,標的證券種類
http://data.gov.tw/node/22646

http://data.gov.tw/node/17477
http://data.gov.tw/node/17478
http://data.gov.tw/node/17479
http://data.gov.tw/node/17480
http://data.gov.tw/node/17481
http://data.gov.tw/node/20665
http://data.gov.tw/node/20666
http://data.gov.tw/node/20667
http://data.gov.tw/node/20668
http://data.gov.tw/node/20669
http://data.gov.tw/node/20670
http://data.gov.tw/node/20671
http://data.gov.tw/node/20672
http://data.gov.tw/node/20673
http://data.gov.tw/node/20674
http://data.gov.tw/node/22644
http://data.gov.tw/node/22646


63

鉅額交易逐筆撮合

之單式委託成交-期

貨商品

日期,商品代碼,到期月份(週別),成交價格,成交數量 http://data.gov.tw/node/22647

64

鉅額交易逐筆撮合

之單式委託成交-選

擇權商品

日期,商品代碼,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買/賣權,成

交價格,成交數量
http://data.gov.tw/node/22648

65
鉅額交易各商品成

交資訊-期貨商品

日期,商品代碼,到期月份(週別),成交數量,最高價格,

最低價格
http://data.gov.tw/node/22649

66
鉅額交易各商品成

交資訊-選擇權商品

日期,商品代碼,到期月份(週別),履約價格,買/賣權,成

交數量,最高價格,最低價格
http://data.gov.tw/node/22650

67
鉅額交易成交量統

計-期貨商品 日期,商品代碼,成交口數,市佔率%
http://data.gov.tw/node/22651

68
鉅額交易成交量統

計-選擇權商品 日期,商品代碼,成交口數,市佔率%
http://data.gov.tw/node/22671

69
最後結算價-期貨商

品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算價
http://data.gov.tw/node/22653

70
最後結算價-選擇權

商品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算價
http://data.gov.tw/node/22654

71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期貨商品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方到期

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
http://data.gov.tw/node/22655

72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選擇權商品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賣權別,

到期未沖銷部位數,到期價內未沖銷部位數,到期價內

放棄履約部位數,實際履約部位數
http://data.gov.tw/node/22656

73
兼營期貨商每股淨

值明細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淨值(元),股數(仟),

每股淨值
http://data.gov.tw/node/22657

74
專營期貨商每股淨

值明細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淨值(元),股數(仟),

每股淨值
http://data.gov.tw/node/22658

75
複委託期貨商每股

淨值明細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淨值(元),股數(仟),

每股淨值
http://data.gov.tw/node/22659

76
兼營期貨商稅前累

計損益明細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期收入,本期支

出,本期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25

77
專營期貨商稅前累

計損益明細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期收入,本期支

出,本期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29

78
複委託期貨商稅前

累計損益明細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期收入,本期支

出,本期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35

http://data.gov.tw/node/22647
http://data.gov.tw/node/22648
http://data.gov.tw/node/22649
http://data.gov.tw/node/22650
http://data.gov.tw/node/22651
http://data.gov.tw/node/22671
http://data.gov.tw/node/22654
http://data.gov.tw/node/22655
http://data.gov.tw/node/22656
http://data.gov.tw/node/22657
http://data.gov.tw/node/22658
http://data.gov.tw/node/22659
http://data.gov.tw/node/24225
http://data.gov.tw/node/24229
http://data.gov.tw/node/24235


79
兼營期貨商稅前損

益排序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月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23

80
專營期貨商稅前損

益排序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月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27

81
複委託期貨商稅前

損益排序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月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33

82
兼營期貨商稅前累

計損益彙總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月稅前損益,截

至上月累計損益,截至本月累計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24

83
專營期貨商稅前累

計損益彙總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月稅前損益,截

至上月累計損益,截至本月累計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28

84
複委託期貨商稅前

累計損益彙總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本月稅前損益,截

至上月累計損益,截至本月累計損益
http://data.gov.tw/node/24234

85
兼營期貨商每股稅

前盈餘統計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當月稅前損益,累

計稅前損益,股數,當月每股稅前盈餘,累計每股稅前

盈餘
http://data.gov.tw/node/24222

86
專營期貨商每股稅

前盈餘統計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當月稅前損益,累

計稅前損益,股數,當月每股稅前盈餘,累計每股稅前

盈餘
http://data.gov.tw/node/24226

87
複委託期貨商每股

稅前盈餘統計表

資料年月,期貨商代號,期貨商名稱,當月稅前損益,累

計稅前損益,股數,當月每股稅前盈餘,累計每股稅前

盈餘
http://data.gov.tw/node/24232

88 市場參與者統計

資料年,資料月,自營商專營家數,自營商他業兼營家

數,經紀商專營總公司家數,經紀商專營分總公司家

數,經紀商他業兼營總公司家數,經紀商他業兼營分總

公司家數,交易輔助人總公司家數,交易輔助人分公司

家數,一般結算會員家數,個別結算會員家數,結算銀

行家數,自然人交易人開戶數,法人交易人開戶數,自

然人交易戶數,法人交易戶數

http://data.gov.tw/node/24231

http://data.gov.tw/node/24223
http://data.gov.tw/node/24227
http://data.gov.tw/node/24233
http://data.gov.tw/node/24224
http://data.gov.tw/node/24228
http://data.gov.tw/node/24234
http://data.gov.tw/node/24222
http://data.gov.tw/node/24226
http://data.gov.tw/node/24232
http://data.gov.tw/node/24231


89
期貨各類交易人各

商品交易量統計表

資料年月,商品名稱,交易量合計(單邊),期貨經紀-自然

人(買),期貨經紀-自然人(賣),期貨經紀-法人-證券自營

(買),期貨經紀-法人-證券自營(賣),期貨經紀-法人-證

券投信(買),期貨經紀-法人-證券投信(賣),期貨經紀-法

人-外資及陸資(買),期貨經紀-法人-外資及陸資(賣),期

貨經紀-法人-期貨經理及信託基金(買),期貨經紀-法

人-期貨經理及信託基金(賣),期貨經紀-法人-其他機

構投資人(買),期貨經紀-法人-其他機構投資人(賣),期

貨自營商(買),期貨自營商(賣),期末未沖銷量

http://data.gov.tw/node/24230

90

選擇權各類交易人

各商品交易量統計

表

資料年月,商品名稱,交易量合計(單邊),期貨經紀-自然

人(買),期貨經紀-自然人(賣),期貨經紀-法人-證券自營

(買),期貨經紀-法人-證券自營(賣),期貨經紀-法人-證

券投信(買),期貨經紀-法人-證券投信(賣),期貨經紀-法

人-外資及陸資(買),期貨經紀-法人-外資及陸資(賣),期

貨經紀-法人-期貨經理及信託基金(買),期貨經紀-法

人-期貨經理及信託基金(賣),期貨經紀-法人-其他機

構投資人(買),期貨經紀-法人-其他機構投資人(賣),期

貨自營商(買),期貨自營商(賣),期末未沖銷量

http://data.gov.tw/node/24267

91
最後結算價-股票期

貨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27881

92
最後結算價-股票選

擇權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27882

93
最後結算價-股價指

數類（指數期貨）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28824

94

最後結算價-股價指

數類（指數選擇

權）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28825

95 最後結算價-利率類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30853

96 最後結算價-商品類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30854

97 最後結算價-匯率類
到期日、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契約月份、最後結

算價
https://data.gov.tw/dataset/31753

http://data.gov.tw/node/24230
http://data.gov.tw/node/24267
https://data.gov.tw/dataset/27881
https://data.gov.tw/dataset/27882
https://data.gov.tw/dataset/28824
https://data.gov.tw/dataset/28825
https://data.gov.tw/dataset/30853
https://data.gov.tw/dataset/30854
https://data.gov.tw/dataset/31753


98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股價指數類（指數

期貨）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方到期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1754

99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股價指數類（指數

選擇權）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賣權別、到期未沖銷部位數、到期價內未沖銷部位

數、到期價內放棄履約部位數、實際履約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2425

100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股票類（股票期

貨）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方到期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2487

101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股票類（股票選擇

權）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賣權別、到期未沖銷部位數、到期價內未沖銷部位

數、到期價內放棄履約部位數、實際履約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3358

102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利率類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方到期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3359

103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商品類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方到期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最後結算日、契

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賣權別、到期未

沖銷部位數、到期價內未沖銷部位數、到期價內放

棄履約部位數、實際履約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4062

104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匯率類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方到期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數
https://data.gov.tw/dataset/34063

105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股價指數類（指數

期貨）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

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5

106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股價指數類（指數

選擇權）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

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6

107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股票類（股票期

貨）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

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7

108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股票類（股票選擇

權）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

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8

109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利率類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

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3

https://data.gov.tw/dataset/31754
https://data.gov.tw/dataset/32425
https://data.gov.tw/dataset/32487
https://data.gov.tw/dataset/33358
https://data.gov.tw/dataset/33359
https://data.gov.tw/dataset/34062
https://data.gov.tw/dataset/34063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5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6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7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8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3


110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商品類

年度、商品代號、商品名稱、年度成交量、年度交

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4

111

每月市場電子式交

易下單統計（網路

與DMA下單）

資料年月、每月市場電子式交易成交量統計 https://data.gov.tw/dataset/43448

112
每日股票期貨交易

量前十大統計表
序號、商品代號、商品名稱、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43449

113
商品年成交量統計-

匯率類
年度成交量、年度交易日數、日平均成交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44107

114
到期契約履約交割-

匯率期貨類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商品名稱、商品代號、買

方到期部位數、賣方到期部位
https://data.gov.tw/dataset/44108

115
保證金一覽表-匯率

類
商品別、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原始保證金 https://data.gov.tw/dataset/45105

116

有價證券保證金之

可抵繳標的增刪紀

錄

日期、股票代號、股票名稱、異動別 https://data.gov.tw/dataset/45106

117
每日股價指數類選

擇權未平倉量增減

日期、股價指數類選擇權未平倉量、前一日前一日

股價指數類、選擇權未平倉量、未平倉量增減
https://data.gov.tw/dataset/45746

118

每日個股選擇權未

平倉量增減(區分股

票與ETF)

日期、股票/ETF選擇權、個股選擇權未平倉量、前

一日前一日個股選擇權、未平倉量、未平倉量增減
https://data.gov.tw/dataset/45747

119
每日商品類選擇權

未平倉量增減

日期、商品類選擇權未平倉量、前一日、前一日商

品類選擇權未平倉量、未平倉量增減
https://data.gov.tw/dataset/45747

120

股價指數類期貨商

品每月平均成交金

額

資料年月、股價指數類期貨商品每月平均成交金額 https://data.gov.tw/dataset/46580

121

個股期貨商品每月

平均成交金額(區分

股票與ETF)

資料年月、股票/ETF、個股期貨商品每月平均成交

金額
https://data.gov.tw/dataset/49081

122
利率期貨商品每月

平均成交金額
資料年月、利率期貨商品每月平均成交金額 https://data.gov.tw/dataset/49082

123

股價指數類選擇權

商品每月平均成交

金額(權利金)

資料年月、股價指數類選擇權商品每月平均成交金

額(權利金)
https://data.gov.tw/dataset/49083

https://data.gov.tw/dataset/36474
https://data.gov.tw/dataset/43448
https://data.gov.tw/dataset/43449
https://data.gov.tw/dataset/44107
https://data.gov.tw/dataset/44108
https://data.gov.tw/dataset/45105
https://data.gov.tw/dataset/45106
https://data.gov.tw/dataset/45746
https://data.gov.tw/dataset/45747
https://data.gov.tw/dataset/45747
https://data.gov.tw/dataset/46580
https://data.gov.tw/dataset/49081
https://data.gov.tw/dataset/49082
https://data.gov.tw/dataset/49083


124

個股選擇權商品每

月平均成交金額(權

利金-區分股票與

ETF)

資料年月、股票/ETF、個股選擇權商品每月平均成

交金額(權利金)
https://data.gov.tw/dataset/52800

125
商品類期貨每月平

均成交金額
資料年月、商品類期貨每月平均成交金額 https://data.gov.tw/dataset/52801

126

商品類選擇權每月

平均成交金額(權利

金)

資料年月、商品類選擇權每月平均成交金額(權利金) https://data.gov.tw/dataset/52802

127
匯率類期貨每月平

均成交金額
資料年月、匯率類期貨每月平均成交金額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0

128

每日個股期貨交易

量統計表（區分股

票與ETF）

日期、股票期貨/ETF期貨、交易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1

129

每月個股期貨交易

量統計表（區分股

票與ETF）

資料年月、股票期貨/ETF期貨、交易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2

130

每年個股期貨交易

量統計表（區分股

票與ETF）

資料年度、股票期貨/ETF期貨、交易量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3

https://data.gov.tw/dataset/52800
https://data.gov.tw/dataset/52801
https://data.gov.tw/dataset/52802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0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1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2
https://data.gov.tw/dataset/55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