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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金融類股具代表性

 金融類股市值排名臺股第2，僅次於電子類股，成交值排名亦
穩定名列前茅，在我國資本市場具高度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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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排名 類股指數 總市值(億元) 比例(%)
1 電子 313,525 60.43%
2 金融保險 58,045 11.19%
3 航運業 22,944 4.42%
4 塑膠工業 22,174 4.27%
5 其他 17,503 3.37%
6 鋼鐵工業 11,360 2.19%
7 油電燃氣 10,265 1.98%
8 食品工業 7,840 1.51%

9 貿易百貨 7,340 1.41%

10 電機機械 7,148 1.38%
資料日期:2021/9/30



金融指數具一定波動及敏感度

 金融保險類指數(金融指數)具敏感度，過去於重要金融事件
時(如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等)，波動度高於電子類指數及加
權指數，具交易機會及避險需求

 2008年~2012年，金融期貨歷年日均量介於5,000~9,200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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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波動度 金融保險 電子 加權指數 事件
2007 0.23 0.22 0.21 
2008 0.44 0.35 0.33 全球金融海嘯、雷曼兄弟倒閉
2009 0.37 0.24 0.24 
2010 0.22 0.17 0.16 
2011 0.30 0.23 0.22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2012 0.20 0.17 0.16 標普調降美國公債評等

2013 0.14 0.13 0.12 
2014 0.13 0.13 0.11 
2015 0.18 0.18 0.16 TRF事件
2016 0.16 0.15 0.13 TRF事件、英國脫歐公投
2017 0.08 0.11 0.08 
2018 0.12 0.19 0.16 
2019 0.09 0.15 0.11 
2020 0.20 0.24 0.21 

2021(~9) 0.18 0.21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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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股受年輕族群青睞及金融期門檻高

 根據集保結算所大數據分析，2020年，20~29歲股東人數占比
前20名股票，金融股高達10名

 現行金融期貨契約規模超過新臺幣150萬元，交易門檻高，小
型金融期貨應具市場需求

20~29歲股東人數占比排名
排名 股票名稱 排名 股票名稱

1 玉山金(8.3%) 11 台新金(3.9%)
2 元大高股息(7.7%) 12 華南金(3.9%)
3 中鋼(7%) 13 長榮(3.8%)
4 中信金(6.7%) 14 開發金(3.8%)
5 兆豐金(5.7%) 15 國泰永續高股息(3.5%)
6 第一金(5.5%) 16 臺企銀(3.5%)
7 鴻海(4.7%) 17 陽明(3.4%)
8 聯電(4.3%) 18 國泰台灣5G+(3%)
9 合庫金(4.1%) 19 國泰金(2.9%)

10 群創(3.9%) 20 友達(2.9%)

括號內百分比：20~29歲股東人數占該檔股票股東人數比例 資料來源：集保結算所



小型契約交易人參與意願高

 本公司2001年推出小型臺指期貨，交易量快速成長，
2020年日均量超越臺股期貨，成為交易量最高期貨商品，
2021年(1~9)日均量更達31.4萬口

 今年上市小型電子期貨以來(~9/30)，日均量3,795口，日
均未平倉1,823口；交易人結構方面，自然人約占49％，
期貨自營商及外資約分別占19％及32％，交易量逐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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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金融期貨效益

 擴大市場參與

 小型契約為國際趨勢，本公司已推出小型臺指期貨及小型電

子期貨，基於完整小型期貨契約產品線，推出小型金融期貨

可發揮多元商品之綜效，提供更多交易避險管道。

 增加交易策略多元性

 大小型商品套利交易

 各類小型契約商品價差交易

 提高操作彈性、精準執行交易

推動小型金融期貨12月初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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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指數介紹



 編製單位：臺灣證券交易所

 發布日： 1987/1/6 (1986/12/29基期100) 

 成分股：涵蓋證交所產業分類為「金融保險類」之上市公司
股票，2021年9月底共計35檔

 權重計算：市值加權

 2021年9月底前10大成分股：富邦金(15.6%)、國泰金(13.2%)
、中信金(7.7%)、兆豐金(7.5%)、玉山金(6.1%)、合庫金
(5.2%)、元大金(5.2%)、第一金(5.0%)、華南金(4.6%)及開發
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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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指數簡介



指數資訊

 期交所行情資訊網站(https://mis.taifex.com.tw/futures/)、臺灣指
數公司、證券市場基本市況報導等網站及國內證券商、期貨商
及各大財經媒體之網站或下單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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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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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格(一)

交易標的：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

中文簡稱：小型金融期貨

契約乘數：新臺幣250元

 2021年9月金融指數約1,600點，小型金融期貨契約乘數每點新
臺幣250元，契約規模為現行金融期貨1/4，約新臺幣40萬元，
降低交易人參與門檻

 與小型電子期貨契約規模相近，便利電金價差交易

 最小升降單位：指數0.2點 (新臺幣50元)

 最小升降單位同現行金融期貨，有利推廣及大小型商品套利交
易執行

 每日結算價：各月份契約每日結算價與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
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期貨契約之每日結算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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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格(二)

 交易人持有小型金融期貨各交割月份之未沖銷部位數，每4個
契約得沖銷同一交割月份金融期貨1個契約

(以下契約規格同本公司金融期貨)

交易時間：營業日上午8:45~下午1:45；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
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8:45 ~ 下午1:30

契約月份：連續3個近月及3個接續季月，共6個月

每日漲跌幅：前一營業日結算價上下10%

最後交易日：各該契約交割月份第3個星期三

最後結算價：以最後結算日臺灣證券交易所當日交易時間收盤
前三十分鐘內所提供標的指數之簡單算術平均價訂之



契約規格對照表

項目 內容

中文簡稱 金融期貨 小型金融期貨

交易標的 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指數

英文代碼 TF ZFF

交易時間 營業日上午8:45~下午1:45；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8:45 ~ 下午1:30

契約價值 金融期貨指數乘上新臺幣1,000元 小型金融期貨指數乘上新臺幣250元

契約到期
交割月份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三個月份，另加上三、六、九、十二月中三個接續季月，總共六個月份的契約在市場交易

每日結算價
每日結算價原則上採當日收盤前1分鐘內所有交易
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

各月份契約每日結算價與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金融保險類股價
指數期貨契約之每日結算價相同

漲跌幅限制 各交易時段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營業日結算價上下10%

最小升降單位 指數0.2點（新臺幣200元） 指數0.2點（新臺幣50元）

最後交易日 各月份契約的最後交易日為各該契約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其次一營業日為新契約的開始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價 以最後結算日臺灣證券交易所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所提供標的指數之簡單算術平均價訂之

交割方式 現金交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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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



運用案例(一)預期金融指數漲或跌

 預期金融指數上漲 買入小型金融期貨

 預期金融指數下跌 賣出小型金融期貨

17

日期 T日 T+10日
2021年12月份期貨 1,600 1,608

期貨操作 買進2口ZFF 賣出2口ZFF

獲利 (1,608-1,600) × NTD250元 × 2口= NTD4,000元

日期 T日 T+5日
2021年12月份期貨 1,600 1,590

期貨操作 賣出3口ZFF 買進3口ZFF

獲利 (1,600-1,590) × NTD250元 × 3口= NTD7,500元



運用案例(二)價差交易策略

 跨商品價差交易：一買一賣不同商品同一月份契約

 如：買進(賣出) 12月份小型金融期貨，賣出(買進)12月
份小型電子期貨

 大小型商品價差交易：一買一賣相同標的指數契約

 如：買進(賣出) 12月份小型金融期貨，賣出(買進) 12
月份金融期貨

 跨月份價差交易：一買一賣同一商品不同月份契約

 如：買進(賣出)2021年12月份及賣出(買進)2022年1月
份小型金融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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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制度與作業



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

 保證金訂定及調整方式
 小型金融期貨契約之結算、維持及原始保證金，分別按金融期貨
契約結算、維持及原始保證金之四分之一計算

 本公司對結算會員及期貨商之保證金計收方式
 以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計算結算會員及期貨商應有保證金

 期貨商對期貨交易人之保證金收取方式
 期貨交易人依與期貨商約定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或依
策略保證金計收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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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

 策略保證金計收方式
 適用相同商品價差部位組合

 適用不同商品價差部位組合

 同標的期貨與選擇權契約組合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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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組合 保證金計收方式 備註

買1口ZFF
賣1口TX/TE/TF/MTX/E4F/ZEF

MAXIMUM 
(1口ZFF保證金，

1口TX/TE/TF/MTX/E4F/ZEF保證
金)

適用
相同或不同最後結算日之組合賣一口ZFF

買1口TX/TE/TF/MTX/E4F/ZEF

部位狀況 保證金計收方式 備註

買進TF(或ZFF)，賣出TFO call 期貨保證金+

選擇權之權利金市值

1.一口TF可與一至四口TFO形成組合部位

2.一口ZFF可與一口TFO形成組合部位賣出TF(或ZFF)，賣出TFO put

委託及部位組合 保證金計收方式 備註

買1口ZFF，賣1口ZFF 1口ZFF保證金 僅適用於不同最後結算日之組合



每日及最後結算價訂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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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結算價決定方式

 與金融期貨契約之每日結算價相同

 金融期貨契約每日結算價決定方式，採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前
一分鐘內所有交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無成交價時，參考
收盤時未成交之買、賣報價訂定之

 最後結算價決定方式

 計算方式同金融期貨契約，以最後結算日當日臺灣證券交易
所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所提供標的指數之簡單算術平
均價訂之

 算術平均價係以交易時間內每次揭示之金融類股價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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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至最接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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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向上取至最接近本契約報價最

小升降單位整數倍之數值訂之。



每日結帳、到期結算及部位處理

 每日結帳作業
 同現行下午1時45分收盤之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

 到期結算作業
 到期採現金結算方式辦理，到期部位交割作業及到期部位契約價值計算方式
，同現行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

 作業時間為每一交割月份之最後結算日（即最後交易日）下午2時30分起

 部位處理作業時間
 每日及最後結算日受理部位調整、部位互抵、部位沖銷及部位組合作業時間
，同現行下午1時45分收盤之股價指數類期貨契約（於上午7時至下午2時30
分辦理）

 部位互抵作業
 同一期貨交易人於同一交易帳戶，持有金融期貨與小型金融期貨同一月份反
向部位，且該部位口數符合1口金融期貨對4口小型金融期貨，得向該期貨商
申請部位互抵

 申請部位互抵時，以申請日之結算價計算買進損益及賣出損益，合計後即為
互抵後之損益 23



風險控管措施

結算會員風險控管
 委託量控管作業同現行

 結算會員新增部位所需結算保證金不得逾其超額結算保證金總額

 部位集中度管理同現行

 以結算會員整體未沖銷部位風險數值控管，風險數值占比達20%者，本公司

將採取加收結算保證金等措施

期貨商對交易人風險控管
 新增委託時之保證金檢核

 小型金融期貨未平倉部位以市價洗價，交易人於可動用保證金額度內，可新

增委託

 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
 交易人帳戶權益數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時，期貨商應對交易人發

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代沖銷作業原則

 計算風險指標時，未平倉部位須以市價洗價；交易人風險指標達代為沖銷標

準(如25%)，期貨商應代為沖銷期貨交易人盤中商品之全部部位
24



臺灣期貨交易所
110年10月

商品類期貨適用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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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商品類期貨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緣由

 機制內容

 範例說明

 預計上線日期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實務運作應注意事項



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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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為強化期貨市場價格穩定功能，本公司分階段建置動
態價格穩定措施，本(110)年6月28日已適用於股票期貨
，目前期貨商品中僅商品類期貨尚未適用

將擴大適用至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及布蘭特原油
期貨等商品類期貨

28



機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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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商品

 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

 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掛牌連續6個偶數月份契約

 第1、2、3、4、5、6偶數月契約及其跨月價差

 布蘭特原油期貨

 布蘭特原油期貨掛牌3個連續近月、2個連續6、12月契約

 最近月、次近月、第3近月、第1、2半年月契約及其跨月價差

30

註：以10/22為例，黃金期貨及臺幣黃金期貨掛牌月份為2021/10、2021/12、2022/02、2022/04、2022/06、2022/08；
布蘭特原油期貨掛牌月份為2021/12、2022/01、2022/02、2022/06、2022/12。



運作架構及方式：比照國外股價指數期貨

31

項目 商品類期貨 國外股價
指數期貨

退單機制
運作方式

 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高於即時價格區間上限→退單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下限→退單 同左

即時價格
區間上、
下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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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左

退單點數
計算方式

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每日結算價×退單百分比 同左

基準價
決定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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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左

 整體運作架構及方式，原則比照國外股價指數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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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商品類期貨 國外股價
指數期貨

適用時段 盤中逐筆撮合時段適用、開盤集合競價時段不適用 同左

各委託
條件處理

 當盤有效、立即成交否則取消：可能成交價在即時價格
區間上(下)限內之口數可成交，其餘口數退單。

 全部立即成交否則取消：整筆委託只要有一口可能成交
價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則整筆委託退單。

同左

特殊市況
處理

特殊市況可放寬退單點數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量化指標：量化指標達標時，放寬退單點數

 質化指標：倘國內外發生天然災害、暴動、戰禍等不可抗力
事件，致有影響本公司期貨交易之虞，或有其他本公司認為
有必要調整之情事，得放寬退單點數或暫停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

同左

運作架構及方式：比照國內股價指數期貨



運作方式

 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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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買單：可能成交價格 >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 退單

 新進賣單：可能成交價格 <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 退單

 僅對新進買(賣)單造成向上(下)異常波動退單，低買高賣之委託單不
會被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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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價格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區間下限

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低
於區間下限，不退單

買進委託可能成交價格高
於區間上限，予以退單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格低
於區間下限，予以退單

賣出委託可能成交價高於區
間上限，不退單

新進買單

新進賣單

新進買單 新進賣單



運作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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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委託無法立即成交 (無法試算出可能成交價格)時，以買進
委託價是否高於上限或賣出委託價是否低於下限，決定是否退
單

交易人改價視為新進委託，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之規定

期貨商執行代沖銷之委託亦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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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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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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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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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時間應小於一定時間
2.成交價應介於有效委買
委賣報價中價加減一定範圍
3.有效成交價與本公司參考
相關商品所計算出價格之
差異，應小於一定範圍

由本公司參考相關
商品價格資訊決定
之。

1.委買委賣中價計算係採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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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
量加權平均委買價)<=一定比例
4.有效委買委賣中價與本公司
參考相關商品所計算出價格之
差異，應小於一定範圍

盤中動態調整



退單點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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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退單點數計算方式

黃金期貨
 單式月份：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毎日結算價×2%
 跨月價差：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毎日結算價×2%臺幣

黃金期貨

布蘭特
原油期貨

 單式月份：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毎日結算價×3%
 跨月價差：該期貨最近到期契約最近之毎日結算價×3%

 範例：若布蘭特原油期貨最近月契約每日結算價為1,800點，則
退單點數如下

 單式月份：54點(=1,800 × 3%)
 跨月價差：54點(=1,800 × 3%)

註：上述退單百分比尚待主管機關核准，實際標準以本公司公布為準



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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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量化指標達標時，放寬退單點數為原標準2倍

 區分黃金及布蘭特原油，分別設立量化指標，獨立運作放寬

 黃金：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

 布蘭特原油：布蘭特原油期貨

 單式月份採單向放寬、跨月價差採雙向放寬：量化指標達標時，本公

司將依市場漲(跌)，單向放寬多方(空方)退單點數

 範例：若黃金商品量化指標達放寬空方退單點數標準，則本公司

黃金期貨及臺幣黃金期貨所有到期契約放寬空方退單點數為原標

準之2倍，跨月價差放寬多方、空方退單點數為原標準之2倍。



本公司行情資訊網站-動態價格穩定措
施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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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行情資訊網站(https://mis.taifex.com.tw/futures/)
 首頁→ 一般交易時段行情或盤後交易時段行情→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專區

若達量化放寬標準，退單點
數將單向放寬為原標準之2倍

若發生1.特殊市況達質化指標暫停2.資訊異常暫停3.個
別契約基準價異常無法計算等事件，將依原因於對應
欄位顯示”是”及”暫停時點”，且狀態欄將顯示”暫停”



其他注意事項

 新進買進(賣出)申報若因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被退回時，本公司將
傳送該委託因動態價格穩定措施被退單之訊息，以及退單時之

即時價格區間上限(下限)。

 期貨商應告知交易人退單訊息及即時價格區間上、下限資訊，

俾利交易人瞭解退單原因及即時掌握委託狀況。

 本制度上線後，期貨商於盤中執行代沖銷之買進(賣出)委
託若超過即時價格區間上限(下限)仍將予以退單。

 交易人下單前應留意商品流動性、委託種類效果(如市價單
可成交價格範圍較大)、委託簿情形(如買賣價差及口數多
寡)及市況變化，不宜完全依賴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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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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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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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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上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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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日期

 上線日期：110年12月6日(實際日期以公告為準)

 測試時程

 110年10月4日～12月4日

第一階段平日測試110年10月4日～10月22日

第二階段平日測試110年10月25日～11月12日

第三階段平日測試110年11月15日～12月3日

假日測試110年11月20日、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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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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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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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點10口、1,802點12口、
1,840點3口

 若委託條件為IOC：1,800點10口、
1,802點12口成交，剩餘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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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 3

1850 5

1840 13

1802 12

1800 10

11 1799

12 1798

15 1796

10 1795

12 1790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1836點

 假設黃金期貨(GDF)最近月契約基準價為前一筆有效成交價1,800
點，退單點數為36點，則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1,836點(=1800+36)
，若交易人以市價委託買進25口GDF最近月契約



範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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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點13口、1,998點12口、
1,910點5口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1,999點
13口及1,998點12口成交，剩餘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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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15

2003 22

2002 15

2001 14

2000 11

13 1999

12 1998

5 1910

2 1905

1 1900

 假設布蘭特原油期貨(BRF)最近月契約基準價為有效委買委賣中價
2,000點，退單點數為60點，則即時價格區間下限為1,940點(=2,000－
60)，若交易人以1,900點限價委託賣出30口BRF最近月契約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1,940點



範例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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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點10口、-18點2口、60點8

口：

 若委託條件為ROD或IOC：-19點

10口、-18點2口成交，剩餘8口因

可能成交價(60點)高於即時價格區

間上限(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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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5

70 7

60 10

-18 2

-19 10

15 -20

2 -22

3 -23

4 -25

5 -30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40點

 假設布蘭特原油期貨(BRF)最近月、次近月跨月價差之基準價為有效

委買委賣中價-20點，退單點數為60點，則即時價格區間上限為40點(=

-20+60)，若交易人以100點限價委託買進20口BRF跨月價差



47

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實務運作上應注意事項



市場出現快市，最佳賣出價格往上大幅移動

同價位新進委託可能有不同退單結果

 「每筆新進委託」皆依當時可能成交價與即時價格區間進行檢
核，交易人前後筆同價位委託仍可能產生不同退單結果

 範例：交易人前後以2筆限價委託買進布蘭特原油期貨，委託
價格同為2,100點，因可能成交價不同，致不同退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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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2060

最佳賣價
2000

若新進委託以2100買進，
可能成交價為2000，不
退單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1940

2060

最佳賣價
2070

1940

最佳賣價由2000
變成2070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若新進委託以2100買
進，可能成交價為
2070，超過上限退單

最佳賣價



價格區間快速下移，使得委託簿中最佳買進及最佳賣出，同時落於區間外

價格區間變動可能使委託簿中委買、委
賣同時落於區間外

 停留於委託簿等待撮合委託單，不會被退單。即時價格區間變動時
，可能使委託簿中委買、委賣同時落於區間外

 範例：期貨基準價區間由1,940~2,060向下移動至1,840~1,960，使委
託簿中最佳買進及最佳賣出，同時落於區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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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2060

最佳賣價2050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1940

1960

最佳賣價
2050

1840

區間上限由2060
變成1960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最佳買價2040
最佳買價

2040

區間下限由1940
變成1840



交易人賣出成交後，無法立即買進平倉

賣出成交而無法立即買進平倉

 在特殊狀況下，最佳買、賣價有可能同時高(低)於即時價格區間
上限(下限)，可能發生交易人剛成交部位欲平倉被退單之情境

 交易情形範例：交易人先以2,090賣出成交布蘭特原油期貨，無法
立即以2,090買進平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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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2060

2110

新進賣單2090與委託簿
最佳買價成交(賣出成
交價未低於下限，不退
單)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1940

2060

最佳賣價 2090

1940

即時價格
區間上限

即時價格
區間下限

新進買單2090，可能
成交價2090超過上限，
退回新進買單

最佳買價2090

最佳買價 2070

新增賣出委託
成為最佳賣價

委託簿買單被成交
後，最佳買價下移

第2檔買價2070

最佳賣價



交易人不宜完全依賴本措施

 本措施盤中可能因市況放寬退單點數或因資訊異常暫停退單，交
易人平時買賣交易，應留意自己委託價格合理性，不宜完全依賴
本措施之功能

51

買進 賣出

2,130 1口 退單上限
2,1202,110 3口

… …

2,080 7口

2,070 8口 (最佳賣價)

… …

5口 2,005

4口 2,000 退單下限
為1,9403口 1,935 不

接
受
的

賣
出
委
託

價
格
區
域

2口 1,930

… ….

放寬退單上限至2,120，下限仍為
1,940，委託簿最佳賣為2,070

買進 賣出

不
接
受
的

買
進
委
託

價
格
區
域

… …

2,070 8口 (最佳賣價)
退單上限

2,060

2,065 0口

2,050 0口

2,045 0口

… …

5口 2,005

退單下限
為1,940

4口 2,000

3口 1,935 不
接
受
的

賣
出
委
託

價
格
區
域

2口 1,930

… ….

假設退單下限及上限分別為1,940、
2,060，委託簿最佳賣為2,070

放寬區間上限由
2060變成2120



夜盤三大法人資訊揭示

臺灣期貨交易所
2021年10月



夜盤交易資訊揭露評估

 本公司夜盤上線以來，交易量日益成長，夜盤交易資訊備受
交易人重視，時有交易人建議揭示夜盤三大法人及未沖銷部
位資訊。

 夜盤未沖銷部位資訊不宜揭示

 國際作法皆每日結帳後揭示未沖銷部位資訊

 本公司交易資訊之揭示係依期貨交易所管理規則第17條按日揭
示，交易所公布之資料應以正確為宜

 夜盤未沖銷部位僅考慮夜盤各交易帳戶買賣淨額，未進行結帳

作業，未納入部位處理(部位互抵及指定部位沖銷將使OI減少)及
錯帳處理作業，致夜盤收盤後公布之未沖銷部位資訊與實際部

位數量有所落差，尚在變動之資訊不宜公布

 夜盤交易資訊與未沖銷部位相關者不公布，惟就三大法人之
交易口數及契約金額收盤確認後即可公布 53



現行揭示之三大法人資訊維持不變

 鑒於未沖銷部位資訊係每日交易結帳後之結果，現行在本公
司網頁揭示的三大法人資訊維持不變，於日盤收盤後公布，
交易口數與契約金額為日夜盤交易量合計，未沖銷部位俟結
帳後公布

54

日+夜 每日公布1次



新增之夜盤三大法人資訊

 揭示商品：同現行僅有指數類商品，在網頁「區分各期貨契約」、「區
分各選擇權契約」及「選擇權買賣權分計」項目增加夜盤資訊

 揭示內容：依交易歸屬日期，逐日提供三大法人夜盤多方、空方、多空
淨額之交易口數與契約金額

 以臺股期貨為例之網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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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申購及上線時程

 本案配合110年下半年資訊換版日上線，上線時公司網頁
三大法人資料下載區將提供自110年起之逐日夜盤三大法
人交易口數與契約金額，供交易人查詢及下載。

 本公司「公開資料申購表」之「三大法人資料」於同日起
提供夜盤三大法人資料，惟該資料僅回溯至110年1月。

 本公司交易歷史資訊申請，請至本公司網站「交易資訊/ 
交易歷史資料申請」，下載「公開資料申購表」，倘有任
何問題，請洽8037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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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附錄：金融指數成分股權重表

58資料來源：本公司網站資料 資料日期：2021/9/30

排名 代號 名稱 權重 排名 代號 名稱 權重

1 2881 富邦金 15.62% 19 2889 國票金 0.81%
2 2882 國泰金 13.15% 20 2809 京城銀 0.81%
3 2891 中信金 7.70% 21 2838 聯邦銀 0.67%

4 2886 兆豐金 7.52% 22 2845 遠東銀 0.63%

5 2884 玉山金 6.06% 23 2855 統一證 0.58%

6 5880 合庫金 5.19% 24 6005 群益證 0.57%

7 2885 元大金 5.17% 25 2867 三商壽 0.42%

8 2892 第一金 5.04% 26 2849 安泰銀 0.42%

9 2880 華南金 4.64% 27 2820 華票 0.38%

10 2883 開發金 3.67% 28 2897 王道銀行 0.36%
11 2887 台新金 3.56% 29 2851 中再保 0.28%
12 5876 上海商銀 3.43% 30 2850 新產 0.24%

13 2801 彰銀 2.98% 31 2836 高雄銀 0.22%

14 2890 永豐金 2.70% 32 6024 群益期 0.14%

15 2823 中壽 2.37% 33 2832 台產 0.12%
16 2888 新光金 2.25% 34 2816 旺旺保 0.08%
17 2834 臺企銀 1.28% 35 2852 第一保 0.07%
18 2812 台中銀 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