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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貨契約」交易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本公司股票期貨契約

之標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應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於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

灣證券交易所）上市之

普通股股票。 

二、市值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以上。 

三、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數

占已上市股份總額之比

例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最近三個月份月平均

交易量達一億股以上。 

四、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無

虧損，或最近期雖有虧

損但無累積虧損者。 

五、 最近三年未有證券交易

法第一百五十六條之情

形，經主管機關命令停

止其一部或全部之買賣

者。 

六、最近一年未經臺灣證券

交易所變更交易方式或

依該公司營業細則第五

十條公告停止買賣者。 

七、最近三個月標的證券未

因股價異常變動，並經

臺灣證券交易所依監視

制度辦法處置者。 

八、未經臺灣證券交易所依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

標準第四條公告暫停融

資融券交易者。 

第四條  本公司股票期貨契約

之標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應

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於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

灣證券交易所）上市之

普通股股票。 

二、市值達新台幣一百億元

以上。 

三、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數

占已上市股份總額之比

例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最近三個月份月平均

交易量達一億股以上。

四、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無

虧損，或最近期雖有虧

損但無累積虧損者。 

本公司股票期貨契約標

的證券發行公司因股份轉換

為金融控股公司於臺灣證券

交易所終止上市，且臺灣證

券交易所同意轉換之金融控

股公司上市買賣者，本公司

得將轉換之金融控股公司評

選為股票期貨契約標的證

券，不受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限制。 

一、 鑑於標的證券有經證交所

公告變更原有交易方式或

停止買賣者，或經主管機

關命令停止其一部或全部

之買賣者，不適宜作為股

票期貨標的證券，爰增訂

第 5 款及第 6 款之規定。

二、 參考證交所認購(售)權證

上市審查準則第 12 條第 8

款規定，權證發行人申請

證交所同意其擬發行之認

購（售）權證上市，有「申

請日前三個月標的證券股

價異常變動，並經該公司

依監視制度辦法予以處置

者」，證交所得不予同意，

爰增訂第 7 款規定。 

三、 鑑於股票期貨與融資融券

交易皆具有融資性質，如

得為融資融券交易之股票

經證交所公告暫停融資融

券交易者，不宜列為股票

期貨之標的證券，爰增訂

第 8 款之規定。 

四、 鑑於在證交所公開資訊觀

測站中之財務重點專區各

項指標有出現警示標記之

標的證券，係為公司財務

業務狀況存有疑慮者，不

宜列為股票期貨之標的證

券，爰增訂第 9 款之規定。

五、 參考證交所認購(售)權證

上市審查準則第 12 條第 9

款之概括排除條款訂定，

即權證發行人申請證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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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九、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之財務重點專

區無警示標記者。 

十、未具其他因事業特性或

特殊情形，可認對標的

證券價格有不利影響

者。 

本公司股票期貨契約標

的證券發行公司因股份轉換

為金融控股公司於臺灣證券

交易所終止上市，且臺灣證

券交易所同意轉換之金融控

股公司上市買賣者，本公司

得將轉換之金融控股公司評

選為股票期貨契約標的證

券，不受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之限制。 

同意其擬發行之認購（售）

權證上市，如有「其他因

事業特性或特殊情形，可

認對申請人之履約能力或

標的證券價格有不利影響

者」，證交所得不予同意，

爰增訂第 10 款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股票期貨契約標

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本公司應對該

契約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一、市值小於新台幣五十億

元。 

二、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數

占已上市股份總額之比

例小於百分之十二，且

最近三個月份月平均成

交量小於六千萬股。 

三、經公告為合併後消滅公

司。 

四、經主管機關命令停止其

一部或全部之買賣。 

五、經臺灣證券交易所公告

變更交易方式。 

六、經臺灣證券交易所依該

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條

公告停止買賣。 

七、經臺灣證券交易所依有

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

第三十二條  股票期貨契約標

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有下列

情事之一者，本公司應對該

契約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一、市值小於新台幣五十億

元。 

二、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數

占已上市股份總額之比

例小於百分之十二，且

最近三個月份月平均成

交量小於六千萬股。 

三、經臺灣證券交易所公告

變更交易方式。 

四、經公告為合併後消滅公

司。 

五、經臺灣證券交易所停止

買賣。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為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本公司應每季審定公告；其

餘各款所為停止加掛新月份

一、 鑑於標的證券有經主管機

關命令停止其一部或全部

之買賣者，不宜加掛新月

份契約，爰增訂第 4 款之

規定。 

二、 鑑於股票期貨與融資融券

交易皆具有融資性質，如

股票期貨標的證券經證交

所公告暫停融資融券交易

者，不宜加掛新月份契

約，爰增訂第 1 項第 7 款

之規定。 

三、 配合前揭修正，並將第 1

項各款情事依性質排序，

原第 3 款至第 5 款調整為

第 5 款、第 3 款及第 6 款。

四、 第 1 項第 6 款原條文「經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告停止

買賣」，目前實務上限於

證交所依其營業細則第

50 條所為之停止買賣，爰

予以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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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準第四條公告暫停融資

融券交易者。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為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本公司應每季審定公告；其

餘各款所為停止加掛新月份

契約，於獲悉後公告。 

      除依第一項規定外，本

公司得因標的證券發行公司

或市場狀況，停止加掛新月

份契約。 

      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情事，但本公司基於市場

需要，或標的證券或其發行

公司同時符合下列各款者，

得繼續加掛新月份契約： 

一、 標的證券市值達四十

億元。 
二、 各月份契約未了結部

位總和達一千個單位。 
三、 標的證券最近三個月

份成交股數占已上市

股份總額之比例達百

分之十，或最近三個月

份月平均成交量達五

千萬股。 

契約，於獲悉後公告。 

除依第一項規定外，本

公司得因標的證券發行公司

或市場狀況，停止加掛新月

份契約。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但

本公司基於市場需要，或標

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同時符

合下列各款者，得繼續加掛

新月份契約： 

一、 標的證券市值達四十

億元。 
二、 各月份契約未了結部

位總和達一千個單位。

三、 標的證券最近三個月

份成交股數占已上市

股份總額之比例達百

分之十，或最近三個月

份月平均成交量達五

千萬股。 
 

五、 對已符合本條第 1 項第 1

至 7 款停止加掛新月份契

約標準之契約是否繼續加

掛，考量同項第 4 至 7 款

因變更交易方法或停止買

賣等較嚴重情事而有停止

加掛新月份契約者，不宜

繼續加掛，而第 3 款標的

證券經公告為合併後消滅

公司者則得適用第 33 條

第 1 項第 2 款恢復加掛之

規定，另第 1 項第 1 至 2

款市值或交易量等短期市

場變化因素應停止加掛新

月份契約但仍達一定標準

者，較適宜繼續加掛新月

份契約，爰將本條第 4 項

已符合停止加掛新月份契

約標準但符合同項所載一

定標準得繼續加掛之情

事，限縮於本條第 1 項第

1、2 款。 

第三十三條  股票期貨契約停

止加掛新月份契約後，符合

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公

司得恢復加掛新月份契約： 

一、 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停止加掛新

月份契約者，其標的證

券或其發行公司符合

第四條之規定。 
二、 因前條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七款或第三項停

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者，其原因消滅。 

      股票期貨契約之恢復加

第三十三條  股票期貨契約停

止加掛新月份契約後，符合

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公

司得恢復加掛新月份契約：

一、 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停止加掛新

月份契約者，其標的證

券或其發行公司符合

第四條之規定。 

二、 因前條第一項第三款

至第五款或第三項停

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者，其原因消滅。 

股票期貨契約之恢復加

股票期貨契約因符合本交易規

則第 32 條第 1 項第 4 至 6 款已

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者，係屬

標的證券因有變更交易方法或

停止買賣等較嚴重之情事，參

考同規則第 4 條標的證券遴選

標準有一定觀察期之規定，將

本交易規則第 32 條第 1 項第 4

至 6 款之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

情事，排除適用股票期貨契約

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後得恢復

加掛之規定，並配合第 32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增修，爰修正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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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掛新月份契約時，應依第十

五條規定推出各到期月份。 

掛新月份契約時，應依第十

五條規定推出各到期月份。

項第 2 款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股票期貨契約之

標的證券經臺灣證券交易所

停止買賣時，該標的證券期

貨契約應停止交易。 

      本公司依據有關法令、

本公司相關章則規定或基於

其他足以影響市場秩序或交

易人權益之原因而認為有必

要時，得對上市之股票期貨

契約予以暫停交易或於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其交易

或終止上市，或先行公告停

止其交易後，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第三十五條  股票期貨契約之

標的證券經臺灣證券交易所

停止買賣時，該標的證券期

貨契約應停止交易。 

 

參考證交所認購(售)權證上市

契約準則第 6 條「證券交易所

依據有關法令、證券交易所章

則規定或基於其他足以影響市

場秩序或投資人權益之原因而

認為有必要時，得對上市之認

購（售）權證予以變更交易方

式、暫停交易或於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停止其買賣或終止上

市，或先行公告停止其買賣

後，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規

定，爰增訂第 2 項之規定。 



臺灣期貨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選擇權契約」交易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第四條  本公司股票選擇權

契約之標的證券或其發行

公司應符合下列各款規

定： 

一、於臺灣證券交易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臺灣證券交易所）上市

之普通股股票。 

二、市值達新台幣一百億

元以上。 

三、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

數占已上市股份總額

之比例達百分之二十

以上，或最近三個月份

月平均交易量達一億

股以上。 

四、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告無虧損，或最近期雖

有虧損但無累積虧損

者。 

五、 最近三年未有證券交

易法第一百五十六條

之情形，經主管機關

命令停止其一部或全

部之買賣者。 

六、最近一年未經臺灣證券

交易所變更交易方式

或依該公司營業細則

第五十條公告停止買

賣者。 

七、最近三個月標的證券未

因股價異常變動，並經

臺灣證券交易所依監

第四條  本公司股票選擇權

契約之標的證券或其發行

公司應符合下列各款規

定： 

一、於臺灣證券交易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臺灣證券交易所）

上市之普通股股票。

二、市值達新台幣一百億

元以上。 

三、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

數占已上市股份總額

之比例達百分之二十

以上，或最近三個月

份月平均交易量達一

億股以上。 

四、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

告無虧損，或最近期

雖有虧損但無累積虧

損者。 

本公司股票選擇權契

約標的證券發行公司因股

份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於

臺灣證券交易所終止上

市，且臺灣證券交易所同

意轉換之金融控股公司上

市買賣者，本公司得將轉

換之金融控股公司評選為

股票選擇權契約標的證

券，不受前項第二款至第

四款規定之限制。 

一、 鑑於標的證券有經證交

所公告變更原有交易方

式或停止買賣者，或經主

管機關命令停止其一部

或全部之買賣者，不適宜

作為股票選擇權標的證

券，爰增訂第 5 款及第 6

款之規定。 

二、 參考證交所認購(售)權

證上市審查準則第 12條

第 8 款規定，權證發行

人申請證交所同意其擬

發行之認購（售）權證

上市，有「申請日前三

個月標的證券股價異常

變動，並經該公司依監

視制度辦法予以處置

者」，證交所得不予同

意，爰增訂第 7 款規定。

三、 鑑於股票選擇權與融資

融券交易皆具有融資性

質，如得為融資融券交

易之股票經證交所公告

暫停融資融券交易者，

不宜列為股票選擇權之

標的證券，爰增訂第 8

款之規定。 

四、 鑑於在證交所公開資訊

觀測站中之財務重點專

區各項指標有出現警示

標記之標的證券，係為

公司財務業務狀況存有

疑慮者，不宜列為股票

選擇權之標的證券，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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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說 明 

視制度辦法處置者。 

八、未經臺灣證券交易所依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

券標準第四條公告暫

停融資融券交易者。 

九、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

訊觀測站財務重點專

區無警示標記者。 

十、未具其他因事業特性

或特殊情形，可認對標

的證券價格有不利影

響者。 

本公司股票選擇權契

約標的證券發行公司因股

份轉換為金融控股公司於

臺灣證券交易所終止上

市，且臺灣證券交易所同

意轉換之金融控股公司上

市買賣者，本公司得將轉

換之金融控股公司評選為

股票選擇權契約標的證

券，不受前項第二款至第

四款規定之限制。 

增訂第 9 款之規定。 

五、 參考證交所認購(售)權

證上市審查準則第 12條

第 9 款之概括排除條款

訂定，即權證發行人申

請證交所同意其擬發行

之認購（售）權證上市，

如有「其他因事業特性

或特殊情形，可認對申

請人之履約能力或標的

證券價格有不利影響

者」，證交所得不予同

意，爰增訂第 10 款之規

定。 

第三十四條  股票選擇權契

約標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公

司應對該契約停止加掛新

序列： 

一、市值小於新台幣五十

億元。 

二、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

數占已上市股份總額

之比例小於百分之十

二，且最近三個月份月

平均成交量小於六千

萬股。 

第三十四條  股票選擇權契

約標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公

司應對該契約停止加掛新

序列： 

一、市值小於新台幣五十

億元。 

二、最近三個月份成交股

數占已上市股份總額

之比例小於百分之十

二，且最近三個月份月

平均成交量小於六千

萬股。 

一、 鑑於標的證券有經主管

機關命令停止其一部或

全部之買賣者，不宜加

掛新序列，爰增訂第 4

款之規定。 

二、 鑑於股票選擇權與融資

融券交易皆具有融資性

質，如股票選擇權標的

證券經證交所公告暫停

融資融券交易者，不宜

加掛新序列，爰增訂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 

三、 配合前揭修正，並將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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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公告為合併後消滅

公司。 

四、經主管機關命令停止

其一部或全部之買

賣。 

五、經臺灣證券交易所公

告變更交易方式。 

六、經臺灣證券交易所依

該公司營業細則第五

十條公告停止買賣。 

七、經臺灣證券交易所依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

券標準第四條公告暫

停融資融券交易者。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為停止加掛新序列，

本公司應每季審定公告；

其餘各款所為停止加掛新

序列，於獲悉後公告。 

      除依第一項規定外，

本公司得因標的證券發行

公司或市場狀況，停止加

掛新序列。 

      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情事，但本公司基於

市場需要，或標的證券或

其發行公司同時符合下列

各款者，得繼續加掛新序

列： 

一、 標的證券市值達四

十億元。 

二、 各序列未了結部位

總和達一千個單位。 

三、 標的證券最近三個

月份成交股數占已

上市股份總額之比

三、經臺灣證券交易所公

告變更交易方式。 

四、經公告為合併後消滅

公司。 

五、經臺灣證券交易所停

止買賣。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為停止加掛新序列，

本公司應每季審定公告；

其餘各款所為停止加掛新

序列，於獲悉後公告。 

除依第一項規定外，

本公司得因標的證券發行

公司或市場狀況，停止加

掛新序列。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

但本公司基於市場需要，

或標的證券或其發行公司

同時符合下列各款者，得

繼續加掛新序列： 

一、 標的證券市值達四

十億元。 

二、 各序列未了結部位

總和達一千個單位。

三、 標的證券最近三個

月份成交股數占已

上市股份總額之比

例達百分之十，或最

近三個月份月平均

成交量達五千萬股。

 

項各款情事依性質排

序，原第 3 款至第 5 款

調整為第 5 款、第 3 款

及第 6 款。 

四、 第 1 項第 6 款原條文「經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告停

止買賣」，目前實務上

限於證交所依其營業細

則第 50條所為之停止買

賣，爰予以訂明。 

五、 對已符合本條第 1 項第

1 至 7 款停止加掛新序

列標準之契約是否繼續

加掛，考量符合同項第 4

至 7 款因變更交易方法

或停止買賣等較嚴重情

事而有停止加掛新序列

者，不宜繼續加掛，而

第 3 款標的證券經公告

為合併後消滅公司者則

得適用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恢復加掛之規定，另

第 1 項第 1 至 2 款市值

或交易量等短期市場變

化因素應停止加掛新序

列但仍達一定標準者，

較適宜繼續加掛新序

列，爰將本條第 4 項已

符合停止加掛新序列標

準但符合同項所載一定

標準得繼續加掛之情

事，限縮於本條第 1 項

第 1、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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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達百分之十，或最

近三個月月平均成

交量達五千萬股。 

第三十五條  股票選擇權契

約停止加掛新序列後，符

合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

本公司得恢復加掛新序

列： 

一、 因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停止加

掛新序列者，其標的

證券或其發行公司

符合第四條之規定。 
二、 因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七款或第三

項停止加掛新序列

者，其原因消滅。 

      股票選擇權之恢復加

掛新序列時，應依第十六

條規定推出各到期月份，

並依履約價格間距推出並

補足各履約價格契約，維

持履約價格高於或低於標

的證券當日開盤參考價之

契約至少各達二個為止。 

第三十五條  股票選擇權契

約停止加掛新序列後，符

合下列各款情事之一者，

本公司得恢復加掛新序

列： 

一、 因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停止加

掛新序列者，其標的

證券或其發行公司

符合第四條之規定。

二、 因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至第五款或第三

項停止加掛新序列

者，其原因消滅。 

股票選擇權之恢復加

掛新序列時，應依第十六

條規定推出各到期月份，

並依履約價格間距推出並

補足各履約價格契約，維

持履約價格高於或低於標

的證券當日開盤參考價之

契約至少各達二個為止。

 

股票選擇權契約因符合本交

易規則第 34 條第 1 項第 4 至

6 款已停止加掛新序列者，係

屬標的證券因有變更交易方

法或停止買賣等較嚴重之情

事，參考同規則第 4 條標的

證券遴選標準有一定觀察期

之規定，將本交易規則第 34

條第 1 項第 4 至 6 款之停止

加掛新序列情事，排除適用

股票選擇權契約停止加掛新

序列後得恢復加掛之規定，

並配合第 34 條第 1 項第 7 款

之增修，爰修正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股票選擇權契

約之標的證券經臺灣證券

交易所停止買賣時，該標

的證券選擇權契約應停止

交易。 

      本公司依據有關法

令、本公司相關章則規定

或基於其他足以影響市場

秩序或交易人權益之原因

而認為有必要時，得對上

第三十七條  股票選擇權契

約之標的證券經臺灣證券

交易所停止買賣時，該標

的證券選擇權契約應停止

交易。 

 

參考證交所認購(售)權證上

市契約準則第 6 條「證券交

易所依據有關法令、證券交

易所章則規定或基於其他足

以影響市場秩序或投資人權

益之原因而認為有必要時，

得對上市之認購（售）權證

予以變更交易方式、暫停交

易或於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

停止其買賣或終止上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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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股票選擇權契約予以

暫停交易或於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後停止其交易或終

止上市，或先行公告停止

其交易後，復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先行公告停止其買賣後，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規定，

爰增訂第 2 項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