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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各國到期日效應之文獻回顧各國到期日效應之文獻回顧各國到期日效應之文獻回顧各國到期日效應之文獻回顧    

 研究到期日的文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為 Stoll and Whaley (1986, 

1987, 1991)針對美國市場所做的一系列研究。當時美國 S&P500 指數期

貨、選擇權契約以及各股選擇權契約這三個季月合約分別於每年的三、

六、九與十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五同時到期，換言之，美國市場的到期日每

一年一共會有四次。而當時市場投資人認為這三種契約同時到期之時，將

會造成市場上價格及成交量等劇烈的波動，例如：經 Stoll and Whaley

調查現貨市場後發現，在到期日當天，股票市場的交易量及報酬波動程度

顯著增加。究其原因，就在於避險者、套利者在期貨契約到期時，會對本

身的部位做平倉或轉倉
1
，而使三種契約在到期結算的壓力下，造成市場

波動會有顯著異於非到期日之劇烈情形發生，特別是在最後交易日當天的

最後一小時，故該小時又被稱為「三巫時刻(triple witching hour)」，

也有人稱之為「三巫日」或「三重魔法日」。 

綜言之，當越接近期貨契約的到期日時，其相對應之現貨市場的波動

性可能加劇，情形包括：標的資產價格報酬的超額波動、顯著的價格壓力

(不管是向上或向下)等。探討其發生的可能原因為套利者在期貨契約到期

時對於其現貨部位進行平倉或轉倉，而投機者則可能在期貨契約到期時，

刻意地拉抬或摜壓現貨市場，以操縱最後結算價格，進而達到使其所擁有

的期貨部位獲利之目的。我們將上述之情況統稱為「到期日效應

(Expiration-day Effect)」。 

以下將國內外學者對於各國期貨市場到期效應所做的研究，分別整理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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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關於美國市場的到期效應有許多的研究文獻，其中以S&P 500指數期貨

被研究的最廣泛。最初是由Stoll and Whaley (1986)採用1982年5月至1985

年12月這段期間的資料，並以S&P 500指數期貨與S&P100指數選擇權為研

究標的，其結果發現在到期日當天並無較高的波動性，但到期日當天收盤

前最後一小時，相較於非到期日則是有顯著較大的交易量與價格的波動程

度。 

 Stoll and Whaley (1987) 發表另一篇論文， 同樣是以S&P 500 指數

期貨與S&P 100指數選擇權為標的，採用 1984及 1985的樣本資料，觀察

到期日收盤前最後一小時與隔日開盤半小時的指數報酬率的變化，其結果

發現，在到期日最後一小時指數之報酬率與隔日開盤半小時之指數報酬率

存在負相關，顯示在到期日有價格反轉的情形；此外，亦發現當指數期貨

與選擇權契約同時到期之時，到期日最後一個小時(即三巫時刻)的交易量

及價格的波動性會顯著高於非到期日。作者指出，在到期日當天，套利者

通常會利用收盤市價單(market-on-close orders)來反向沖銷其現貨部

位；然而，如果有許多套利者在到期日當天收盤時，同時利用程式交易

(programming trading)來出脫其現貨部位，將產生單量不平衡(order 

imbalances)的現象，使得現貨市場產生異常的價格和成交量波動。 

 Stoll and Whaley（1990）實證發現期貨契約在到期日會因為避險行

為，使得市場波動明顯增加，此時股票現貨市場若不能提供足夠的流動

性，則交易不平衡的情況將會發生，讓價格波動性更為激烈。作者認為表

示除了套利者之外，避險者亦會考慮是否持續避險或將原先的避險部位了

結，這而些行為均將使現貨與期貨市場的交易量較非到期日增加。 

 除了Stoll and Whaley之外，Marberly(1987)以S&P 500指數期貨為研

究標的，採樣期間是從1963年1月1日至1987年10月16日，研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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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500指數期貨到期時，現貨市場的價格波動性增加。Edwards (1988a)

研究指數期貨的上市是否會增加股票現貨市場的波動性。以S&P 500 指數

期貨與VALUE LINE 股價指數期貨為研究標的，並將研究期間劃分為上市

前(1973-1982)與上市後(1982-1986)二段期間。實證結果發現S&P 500指

數期貨與VALUE LINE股價指數期貨的上市，就短期而言，股票的波動性的

確會增加，特別是在指數期貨契約的到期日；但長期來說，並不會增加現

貨股票市場的波動性，甚至會使現貨市場的波動性降低。  

 Herbst and Maberly(1990)以S&P 500 指數期貨與S&P 100指數選擇權

為標的，結果發現，到期日收盤前最後一小時的價格波動性最顯著。Martin 

and Senchack(1991)研究1980年至1987年的S&P 500指數期貨與MMI指數期

貨，結果發現股價指數期貨的交易的確會使其標的物股票個別價格波動性

增加。而Hancock (1993) 實證結果發現S&P 500指數期貨在到期時，有價

格反轉的情況。而究其原因，作者所持看法與前述不同，其認為造成到期

效應的原因與套利活動無關，而是因為美國政府部門常在星期五發佈總體

經濟相關訊息，例如：經濟成長、失業情況等，亦即，造成現貨市場價格

波動的原因是可能是來自於新資訊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以設法

停止新資訊的傳遞，才能有效減緩資訊對現貨市場所造成的衝擊。 

 除了美國之外，世界其他市場的實證研究發現，有些也有類似於美國

市場的到期效應。兹將各個市場的實證結果分別詳述如下： 

二二二二、、、、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Chamberlain, Cheung,and Kwan (1989) 以加拿大多倫多股票交易所

交易(Toronto Stock Exchange, TSE) 的TSE 300 指數期貨及選擇權契約

為研究標的，發現在到期日現貨市場收盤前最後半小時的報酬率與波動性

明顯高於非到期日，同時價格反轉的現象，但成交量方面則與非到期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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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 作者認為產生到期日效應的原因可分為二項，其中一項可能

是由於套利活動所造成，而為了預測到期日價格的影響方向與程度，故作

者以持有成本模型來找出研究期間內每日收盤價格偏離均衡的天數，也就

是可套利天數。結果發現在不考慮交易成本下，市場普遍呈現逆價差現

象，逆價差之天數約為正價差之三倍。表示套利者利用短部位回補的套利

行為，會造成期貨市場買賣單嚴重失衡的現象產生；而另外一項則可能是

來自於美國市場的衍生性商品到期效應，對加拿大市場所產生的外溢效

果。 

三三三三、、、、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Bamberg and Roder (1995)研究在 DTB(Deutsche Terminborse)交易

的 DAX 期貨及選擇權契約的到期日效應。結果發現，DAX 期貨與選擇權的

指數日內波動增加，但不同於美國市場，他們並沒有發現到期日有異常價

格壓力的的證據。 

 Schlag (1996) 在以德國法蘭克福指數(DAX)為標的之衍生性商品做

到期日效果的實證研究，作者首先比較德國市場與美國市場有下列異同

點：(1) FSE(Frankfurt Stock Exchange)與 NYSE 的開盤方式很類似。(2) 

DAX 期約與 S&P500 的期約的最後结算方式均採 SEI(special Expirations 

Index)，亦即使用指數用所有的成份股的開盤價格，而非採指數開盤價

格。(3) DAX 選擇權與美國則不相同。美國是採單一價格基礎來當最後結

算價格(收盤價或開盤價)；德國 DAX 選擇權的報償是以收盤前的十個價格

的觀察值平均而得。作者想了解德國市場是否會有類似於美國市場發生的

到期效應。而其研究結果發現，在每一季 DAX 期貨與選擇權契約到期時，

交易量均有顯著的增加。同時在指數選擇權最後結算的十分鐘內，交易活

動也有明顯增加的情形，而且這個現象只有在 DAX30 指數的 30 個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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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地增加，但非屬該指數成分股的股票則無此種情況發生。但在價格

波動性方面，則期貨契約到期時並未顯著異於非到期日；在選擇權契約到

期時，決定最後結算價的十分鐘結算期間內，價格波動性卻有顯著的增

加。此外，在期貨契約到期時，也存在報酬反轉的現象。 

四四四四、、、、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Pope and Yadav (1992) 以英國市場選擇權到期為例，研究結果顯示，

在到期日有向下的價格壓力與異常上升的交易量，但是在價格波動性方面

與非到期日並無不同之處。此外，選擇權的賣方會企圖操縱現貨價格，避

免選擇權被執行，以賺取全部的權利金。另一方面，選擇權的買方亦會試

圖去操縱現貨價格，以使得選擇權有機會被執行。 

五五五五、、、、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Karolyi (1996)研究日本股票價格異常和成交量之到期效應，所採樣

期間為1988年5月到1991年11月，其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在日經225股價指

數選擇權與期貨契約到期日當天有高於平均的成交量，但是在到期日最後

一小時及次日開盤後一小時的日內報酬波動性沒有顯著差異。此外，在到

期日最後一小時及次日開盤後一小時的報酬反轉效果也不具有統計上的

顯著性。大致來說其研究結果與過去相關研究所得結論一致，亦即，在到

期日有異常的交易量而價格波動效果在統計上不顯著。 

六六六六、、、、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Stoll and Whaley (1997)以雪梨期貨交易所(Sydney Futures 

Exchange)的SPI(All Ordinaries Share Price Index)期貨為研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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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結果顯示，當時間越接近到期日時，指數成分股的交易量就開始顯

著高於非到期日，但在異常價格效果方面，則與非到期日無顯著不同。在

價格反轉方面，AOI前二十大成分股亦無顯著的價格反轉效果，作者認為

可能是指數套利活動的情況在澳洲市場較少，或者是指數套利者選擇在到

期日前就將其手中所持有的部位平倉。 

七七七七、、、、挪威挪威挪威挪威    

關於小型股票市場的相關文獻，Swidler et al(1994)研究奧斯陸股票

交易所交易的個股選擇權及指數期貨契約的到期日效應。而主要的發現

為，交易量在期貨到期日有顯著的增加，然而卻未發現有異常價格壓力的

證據。 

八八八八、、、、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周波(2005)提到Chang-Gyun Park and Kyung-Mook Lim(2003)以韓國期

交所掛牌交易的KOSPI200指數期貨為研究標的，採用集合競價方式確定收

盤價即最後結算價的方式，而其實證結果發現，發現現貨市場在收盤階段

的半個或一個小時內也存在顯著的到期日影響。 

九九九九、、、、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Corredor, Lechon, and Santamaria(2001)以IBEX-35指數衍生性商品

及個股選擇權做為研究標的，樣本期間為1992年1月至1995年12月，目的

是想藉此了解相較於國際主要市場，小型市場是否因為市場流動性及深度

較不夠，比較容易產生到期效應。而研究結果發現，當IBEX-35指數期貨、

選擇權契約以及個股選擇權到期時，標的資產的交易量均顯著高於非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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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然而，IBEX-35指數期貨、選擇權契約到期時，在異常價格效果及價

格波動效果方面則無顯著的差異。個股選擇權方面，到期前一個星期即觀

察到有負向的價格壓力及波動性降低的現象，而在到期日當天，交易量雖

有顯著的增加，但並沒有顯著的價格反轉情形。小型市場會產生較明顯的

到期效應這個假說無法被接受。Arago and Fernandez(2002)研究西班牙

IBEX-35指數實證研究卻有不同的發現，其研究結果顯示，現貨市場和期

貨市場的波動率都有顯著高於非到期日的現象產生。 

十十十十、、、、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Bollen and Whaley(1999)檢驗香港期貨交易所(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HKFE)的恆生指數(Hang Seng Index, HSI)的期貨與選擇權契

約為標的，發現HSI合約在到期日當天及那一週，現貨市場的交易量及報

酬的波動性都沒有顯著高於非到期日。 

 Chow, Yung, and Zhang(2002) 檢驗香港期交所的 HSI 衍生性商品到

期的價量資料，而 HIS 衍生性商品市場最不同於其他大多數的市場(例如：

美國、德國、日本等，在於其最後結算價的計算方式，是採最後交易日當

天每五分鐘的 HSI 報價加以平均而得，目的是希望套利者能平均地在最後

交易日當天出脫他們在現貨市場上的部位，而不是集中在最後交易日當天

的某一個時點。在這樣一個採用平均方式來結算的方式下，價格效果及市

場波動性是否存在？實證結果發現，標的現貨市場有負的價格效果，以及

一些報酬的波動性，但沒有證據顯示到期日當天有異常交易量，或價格在

到期日隔天反轉的現象。因此，價格效果的存在性在香港的現貨市場是無

法被確認的。有別於過去研究其他市場的文獻顯示其他的市場在到期日當

天會有較高的交易量及較大的報酬波動性，特別是在接近最後結算價格決

定的時點。所以本文提出的證據似乎是支持採取一段較長的時間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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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來取代以任一時點的值來作為結算價格，能減輕到期效應。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吳明修(1999)主要研究摩根台股指數期貨到期時是否存有到期日現

象，研究期間為1997年3月1日至1999年2月26日。結果發現：(1) 摩根台

股指數期貨到期時，現貨指數會出現顯著的正向異常報酬率反應。(2) 摩

根台股指數期貨到期後，現貨指數的異常報酬率存在著顯著反轉的現象。

(3) 無足夠證據顯示套利交易與到期日當天之異常報酬率有關。 

 洪舜華(2002)以摩根台灣股價指數期貨為研究標的，研究期間為1997

年1月9日至2002年3月28日，主要研究到期時所產生的到期效應對摩根現

貨指數及其成分股在報酬率、波動性、及成交量三方面的影響。研究結果

發現：(1)在報酬方面，到期效應對權值最大的台積電、聯電有特別顯著

的影響，特別是在到期日當天。(2)就波動性而言，在到期效應影響下，

到期日當天波動性會增加，到期日前波動性會減少。(3)在成交量方面，

個股的影響比指數大，到期日前的影響比到期日當天大。此外，不論指數

或個股，到期日前有明顯報酬負向、波動性降低、及成交量萎縮的現象，

顯示台灣股市投資人對摩根台股指數期貨到期效應的反應，傾向於賣出持

股退場觀望的態度。由於賣出持股造成賣壓產生負向報酬，而因退場觀望

使得波動性降低及成交量萎縮。 

 于士媛(2002) 檢驗台灣股價指數期貨、電子類期貨、金融類期貨及小

台指期貨與指數選擇權到期時對台灣股票市場的衝擊，研究期間為1998年

9月到2002年12月。結果發現，無論整段樣本期間或依不同商品推出的時

間來劃分不同區間，所得結果皆相同，均無顯著的異常價格現象，至於異

常報酬波動率及異常交量方面；則沒有證據顯示指數型商品到期時會對台

灣股票市場產生異常現象。因此，整體來說作者並未檢驗出指數期貨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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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貨市場產生到期效應。 

 林世釗（2003) 以摩台指期貨與台指期貨為研究標的，研究期間為1997

年7月21日至2003年3月31日，實證結果發現(1)報酬率方面，台指期及摩

台指期均在到期日前二日產生顯著負報酬，原因可能是投資人傾向在到期

日前拋出持有，以避免受到到期日效應股價劇烈波動之影響；另一方面，

可是能指數期貨套利者在到期日前會將現貨部位出清，故造成到期日前市

場有較沉重的賣壓，因而產生負向報酬。(2)波動性方面，台指期在到期

日當日及之前均產生顯著到期效應，且多為負向，其原因可能是投資人預

期有到期日效應，故多數投資人在到期日前持觀望態度，致使市場波動性

降低。 

 蔡垂君（2003)以台指期貨為研究標的，擷取2001年1月2日至2002年6

月30日為止的台指與台指期貨近月合約報酬與交易量資料進行台指期貨

到期效應之實證研究，結果發現(1)隨期貨到期日趨近，期貨與現貨報酬

與交易量波動率會加劇。(2)期貨到期日最後交易小時之表現唯有現貨交

易量上升。(3)期貨到期日翌日第一交易小時之期貨與現貨報酬以及期貨

交易量有隔日反轉的現象。 

 陳國民（2004) 以摩台指期貨及台指期貨為標的，研究到期日現貨是

否存在日內與隔日報酬反轉，實證結果發現：(1) 到期日每日報酬波動並

未異於非到期日的現象，但由日內資料觀察發現，摩台指成份股接近到期

日報酬反轉非常明顯，台指股票報酬反轉則不明顯。此外，台指期貨愈接

近到期日台指現貨市場的報酬波動有收斂的現象，摩台指成份股收盤波動

較台指大。故推知摩台指成份股愈接近期貨到期日，套利及避險活動相較

於台指嚴重。(2)到期日股票成交量並未異於非到期日股票成交量，但檢

定外資買賣摩台指成份股的買賣單量發現外資在到期日個別買單及賣單

均較非到期日明顯，表示外資常在到期日利用本身的資金部位，增加成份

股的買賣單，或因避險沖銷本身現貨部位，造成摩台指成份股報酬反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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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台指現貨指數來得高。 

 Heng-Chih Chou and Dar-Hsin Chen(2005)研究 1998 到 2002 年間台

灣現貨市場的到期效應。結果發現並沒有顯著的到期日效應，但隨著越多

相關的指數衍生性商品在台灣期交所上市交易後，到期日效應有有越來越

明顯的傾向。同時，到期日效應似乎有轉移到最後結算日當天開盤的情

形。但整體而言，台灣的到期日效應沒有美國市場那麼顯著，但相較於香

港市場則是比較明顯的。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改變最後結算制度之相關文獻回顧改變最後結算制度之相關文獻回顧改變最後結算制度之相關文獻回顧改變最後結算制度之相關文獻回顧    

 面對到期結算日當天，現貨市場所產生的異常價格走勢及大幅波動，

主管機關希望能藉由改變結算制度來減緩到期日效應。關於此部分，其中

以美國市場做了最多的實證研究；同時，本文也列出台灣在改變最後結算

制度之後，於到期日在現貨市場有何不同影響的相關文獻。 

一一一一、、、、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在1985到1986年間，美國證券交易所及學者專家開始研議一些解決方

案來減低期貨到期結算對於現貨市場所產生的到期日效應，包括(1)使用

平均價格來代替收盤價做為最後結算價格(2)將不同的期貨契約的到期日

分散在不同一天等等。終於在1987年6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紐約

證券交易所（NYSE）以及紐約期貨交易所（NYFE）決定將部分的指數期貨

將以開盤價進行結算，取代過去的收盤結算，採開盤結算的好處是，若現

貨市場湧進了大量的買賣單而造成失衡時，延誤開盤比延誤收盤容易許

多，且在到期日當天較不會造成劇烈的價格波動。而究竟改變結算制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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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成效如何，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如下： 

 Feinstein and Goetmann（1988）研究S&P500指數的日報酬，期間自

1983年1月至1988年六月，而研究結果發現，在1987年6月，即結算制度改

變以前，「三巫日的波動度高於平常日」的機率是高於「三巫日波動度低

於平常日」的。然而，在改變結算制度之後，但改變結算制度之後，似乎

減少了「三巫日波動度高於平常日」的情形，亦即到期日當天出現異常波

動的情況較少了。 

 Herbst and Maberly(1990)在 1987 年 6 月以前 S&P500 指數期貨是在

每個季月的第三個星期五的收盤進行現金結算，但由於當天收盤前最後一

小時，即所謂的三巫時刻(triple witching hour)對於現貨市場所造成的

劇烈影響，因此在 1987 年 6 月以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決定將選

S&P500 指數期貨契約的最後交易日由星期五改為星期四，同時在星期五早

上開盤進行最後結算。研究期間是從 1984 年 1 月至 1989 年 9月，實證結

果發現，新的最後結算方式能夠成功的降低三巫時刻(即最後交易日當天

收盤前一小時)的波動程度，然而，其所付出的代價是在開盤第一個小時

的波動程度顯著上升，而且在改變最後結算制度之前，三巫時刻現貨市場

的波動程度與改變結算之後，開盤第一個小時的波動程是沒有顯著的差異

的，換言之，改變結算制度只是將收盤前最後一小時的劇烈波動情形轉移

到當天開盤的第一個小時。 

 類似於 Herbst and Maberly(1990)的結論，Stoll and Whaley(1991)

研究 1987 年 6 月芝加哥商品商易所(CME)，與紐約證交所(NYSE)及紐約期

交所(NYFE)改變將 S&P500 與 NYSE 指數期貨的最後結算方式由收盤時期改

為開盤，希望能減緩三巫時刻現貨市場的價格走勢。樣本期間為 1987 年 6

月改變結算制度以前兩年半的期間與 1987 年 6 月改變結算制度以後兩年

半的期間。實證結論認為，主管機關過度擔心到期日效應的問題，因為不

論是季月或非季月契約的到期效應均非常小，以季月到期契約的異常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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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來說，在結算方式改為開盤後，只有較改變前微幅下降，降幅很小而

不易觀察出來，而且指數成分股的在到期日與非到期日的異常價格效果也

難以區分。將結算制度由收盤改為開盤並沒有顯著地使現貨市場的波動度

降低，只是將收盤期間較高的波動度往前移至開盤時段。 

 Hancock(1993)研究S&P500現貨指數在最後結算制度改變前後，於到期

日是否有不同的結果。而實證結果發現，改變結算制度後，到期日的報酬

波動度與非到期日的報酬波動度仍有顯著的差異，顯示改變到期日(最後

交易日由星期五改為星期四)並無法將現貨市場在到期日當天的報酬波動

度有效地效降低至一個正常的水準。此外，在價格反轉效果方面，實證結

果價格走勢是呈現一個持續而非反轉的情況，表示價格改變是起因於新資

訊的發生(例如失業或貨幣供給等總體經濟 資訊通常都是在星期五發布

的)，而跨市場間的套利行為雖然存在，但作者認為這並不顯然會使現貨

市場產生到期日效應，故作者認為要減緩到期日效應的做法應是暫時停止

在星期五發布這些新訊息。 

二二二二、、、、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台灣現貨市場在改變結算制度之後，對於到期日效應影響之相關文獻

如下： 

 許義忠(2004)探討在新的結算制度實施後，對到期日效應有何影響，

是否能減低指數期貨在結算時異常的股價波動。實證結果發現，當結算制

度改變之後，到期日效應有減緩的現象，亦即對於台指現貨及期貨市場的

穩定性與效率性有正面的貢獻，同時，想利用投資策略在台灣的現貨及期

貨市場賺取超額利潤的困難度增加。 

 吳鎮宏(2004)實證卻得到相反的結論：依台灣期貨交易所改變最後結

算價格的計算方式之前後期間，切分為二組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



 

 18 

現，在改變最後結算價前後的二個樣本並不存在顯著的差異，顯示在期貨

交易所改變最後結算價的計算規則後，並無法有效的緩和大型投資人對最

後結算價的影響。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台灣證券台灣證券台灣證券台灣證券、、、、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    

一一一一、、、、台灣證券交易制度簡介台灣證券交易制度簡介台灣證券交易制度簡介台灣證券交易制度簡介    

目前我國現貨市場交易制度採取集合競價來決定成交價格，盤中採取

瞬間價格穩定措施以避免股價波動過大，同時實施揭露最佳五檔買賣價

量，亦即得交易資訊更透明，最後於收市時採行五分鐘集合競價之收盤，

期使收盤價格之決定更公平。詳細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交易時間交易時間交易時間交易時間 

每營業日交易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a.m. ~ 1:30p.m.(普通交易) 

委託下單時間：8:30a.m. ~ 1:30p.m. (普通交易) 

撮合成交時間：9:00a.m. ~ 1:30p.m. (普通交易) 

((((二二二二))))交易撮合制度交易撮合制度交易撮合制度交易撮合制度    

時間  現行制度  

開盤  

9:00 
集合競價  

盤中  

9：00~13：25  
集合競價  

收盤時段  

13：25~13：30  
集合競價  

((((三三三三))))相關名詞說明相關名詞說明相關名詞說明相關名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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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合競價 

 集合競價就是將已輸入交易所電腦系統的買賣單，買方依檔位價將所

有買單由高至低累計，賣方依檔位價將所有賣出張數由低至高累計，再找

出能滿足最大成交量的檔位價作為成交價，各檔位價的成交量就是該價位

買方或賣方較少一方的累計張數。台灣證交所電腦自動撮合之作業時間為

9:00~13:25，約每 25 秒撮合一次。 

2. 成交價格決定方式 

 台灣證券集中市場開盤、盤中及收盤價格的決定方式一律採集合

競價。而「集合競價集合競價集合競價集合競價」的價格決定原則為： 

(1)在漲跌幅範圍內，滿足最大成交量成交，高於決定價格之買進委託與

低於決定價格之賣出委託須全部滿足。  

(2)決定價格之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至少一方須全部滿足，亦即等於決定

價格的買進委託與賣出委託，至少一方須全部滿足。  

(3)合乎前二款原則之價位有二個以上時，採接近最近一次成交價格之價

位。 

 集合競價撮合產生的成交價，表示高於成交價的買單一定成交，低於

成交價的賣單也一定成交 

3. 價格優先、時間優先 

 為買賣申報撮合成交之優先順序原則： 

(1)價格優先原則：較高買進申報價格優先於較低買進申報價格，較低賣

出申報價格優先於較高賣出申報價格。  

(2)時間優先原則：同價位之買賣委託單，依買賣委託單輸入交易所電腦

自動交易系統之時間先後原則決定其先後順序。開盤前委託優先於開盤後

委託。開盤前輸入之買賣委託單，依電腦隨機排列方式決定先後順序；開

盤後輸入之申報，依輸入時序決定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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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開盤價 

 開盤價為當日各種股票第一筆成交價格，即在開盤前將所有買賣單，

經由集合競價方式來決定出開盤價。 

(4)收盤價 

 收盤價為當日各種股票最後一筆成交價格。收盤價決定方式為，自下

午一時二十五分起至下午一時三十分止暫停撮合，但電腦持續接受買賣申

報的輸入、改量及取消作業，直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停止上述委託作業，再

依集合競價決定收盤價格並執行撮合，針對個股收盤五分鐘集合競價結

果，若無任何買賣申報得以成交時，則以當日最後一次成交價格作為收盤

價；若當日均無成交量者，則無收盤價。 

現行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及優點如下表 2-3-1 所示： 

[[[[表表表表 2222----3333----1] 1] 1] 1] 現行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彙總表現行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彙總表現行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彙總表現行證券市場交易制度彙總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現行制度現行制度現行制度現行制度(91(91(91(91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實施日起實施日起實施日起實施))))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開盤後價格決

定方式 

採集合競價，即每盤撮合皆於當市漲

跌停範圍內，以能滿足最大成交量的

價格作為成交價。 

交易撮合更公平，更有效

率 

盤中瞬間價格

穩定措施 

開盤價產生後，每盤試算成交價格，

若超過最近一次成交價格上、下 3.5

％時，即延緩該盤撮合 2至 3分鐘後

再予撮合，同時揭露延緩撮合的訊

息。 

避免股價波動過鉅 

收盤價格的決

定方式 

收市前五分鐘暫停撮合，但仍接受委

託，並於收市時以集合競價收盤。 

收盤價格決定更公平 

揭露未成交買

賣委託價量資

訊 

91 年 7 月 1日起揭露未成交之最高

買進及最低賣出申報價格與張數；92

年實施揭露未成交的最高五檔買進

及最低五檔賣出申報價格與張數

(註) 

交易資訊更透明 

資料來源：台灣證交所網站，「集中市場交易制度新措施說明」文件 

註：揭示的買進價代表輸入交易所電腦系統中尚未成交的最高委託買進價，賣出價代表

輸入交易所電腦系統中尚未成交的最低委託賣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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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台灣期交所簡介台灣期交所簡介台灣期交所簡介台灣期交所簡介    

 台灣期交所於八十六年九月九日完成公司設立登記，順利完成市場籌

建工作，而其成立的主旨乃是促進公共利益，提供期貨市場參與者一個公

正的交易環境。 

台灣期交所於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推出本土第一個期貨商品──「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其交易標的為「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

量加權股價指數(TX)」，詳細契約內容如表2-3-2所示。而「發行量加權

股價指數」計算方式係以民國五十五年股票市場的市值為基期，除特別

股、全額交割股及上市未滿一個月的股票之外，其餘皆包含在其採樣中。

台灣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是以上市股票之發行量為權數所計算出來的指

數值(公式如下)，換言之，股本較大的個對指數的影響會大於股本較小的

個股，且其中前五十大成分股市值比重即占總市值之67%。台指期貨契約

規格之詳細內容如下表所示。 

 計算期之各股市價×各股上市股數 

-------------------------------- × 100 

  基期之各股市價×各股上市股數 

此外，台灣期交所在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又推出「台灣證交所電子類

股價指數期貨(TE)」與「台灣證交所金融類股價指數期貨(TF)」二種期貨

商品。為了鼓勵小額投資人參與期貨市場交易，期交所亦於九十年四月九

日推出了「台灣證交所股價指數小型期貨(MTX)」，其保證金只有台股期

貨的四分之一；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交所接著推出「台灣證交所股價

指數選擇權(TXO)」，而從九十二年至九十四年底為止，也陸陸續續推出

了「台灣50指數期貨」、「股價指數選擇權」、「電子選擇權」、「金融選擇權」

等等，使得台灣期交所具有更豐富的產品線，以提供投資者更多的避險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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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期交所指數型衍生性商品的交易量從開始推出到現在，也隨著市場

投資人對於商品的熟悉度逐年提高、產品線的不斷擴充，以及券商間的交

易手續費價格戰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等原因，使得期貨市場的整體交易

量大幅提升，如下圖2-3-1。將台灣期交所各種期貨及選擇權契約之每年

交易量及成長情況，整理如下表2-3-3，可發現期貨市場在我國金融市場

的角色地位益形重要。 

[[[[圖圖圖圖2222----3333----1] 1] 1] 1] 台灣期交所歷年成交量台灣期交所歷年成交量台灣期交所歷年成交量台灣期交所歷年成交量    

歷年總成交量歷年總成交量歷年總成交量歷年總成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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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期交所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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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2]  2]  2]  2]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規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規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規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規格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交易標的 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中文簡稱 臺股期貨 

英文代碼 TX 

交易時間 
臺灣證券交易所正常營業日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45~8:45~8:45~8:45~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1:1:1:45454545 

契約價值 臺股期貨指數乘上新臺幣 200 元 

契約到期交割月份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二個月份，另加上三月、六月、九月、

十二月中三個接續的季月，總共有五個月份的契約在市

場交易 

每日結算價 

每日結算價原則上為當日收盤時段之成交價，若收盤時

段無成交價，則依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

貨契約交易規則」訂定之 

每日漲跌幅 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營業日結算價上下 7% 

升降單位 指數 1點（相當於新臺幣 200 元） 

最後交易日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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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結算日為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價 

以最後結算日臺灣證券交易所依本指數各成分股開盤十

五分鐘為基礎，先計算出該段時間內各成分股之成交量

加權平均價，再予以訂定最後結算價 。 

交割方式 
以現金交割，交易人於最後結算日依最後結算價之差

額，以淨額進行現金之交付或收受 

保證金 

期貨商向交易人收取之交易保證金及保證金追繳標準，

不得低於本公司公告之原始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水準 

本公司公告之原始保證金及維持保證金，以「臺灣期貨

交易所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計算之結算保證金

為基準，按本公司訂定之成數加成計算之 

部位限制 

 

交易人於任何時間持有之各月份契約未平倉部位總和限

制如下(加計依契約規模調整後之 MTX 契約合計)： 

1. 自然人 2,000 個契約  

2. 法人機構 4,000 個契約  

3. 法人機構基於避險需求得向本公司申請放寬部位限

制  

4. 期貨自營商及綜合帳戶之持有部位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台灣期交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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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3333----3] 3] 3] 3] 台灣期交所各商品之年度成交量及成長率彙總表台灣期交所各商品之年度成交量及成長率彙總表台灣期交所各商品之年度成交量及成長率彙總表台灣期交所各商品之年度成交量及成長率彙總表    

臺股期貨臺股期貨臺股期貨臺股期貨（（（（TXTXTXTX））））    電子期貨電子期貨電子期貨電子期貨（（（（TETETETE））））    金融期貨金融期貨金融期貨金融期貨（（（（TFTFTFTF））））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年度成交

量 
成長率 年度成交量 成長率 

年度成交

量 
成長率 

88888888    970,345  86,591  18,853  

89898989    1,339,908 38.09% 409,706 373.15% 177,175 839.77% 

90909090    2,844,709 112.31% 684,862 67.16% 366,790 107.02% 

91919191    4,132,040 45.25% 834,920 21.91% 389,538 6.20% 

92929292    6,514,691 57.66% 990,752 18.66% 1,126,895 189.29% 

93939393    8,861,278 36.02% 1,568,371 58.30% 2,255,478 100.15% 

94949494    6,917,375 -21.94% 1,179,643 -24.79% 909,621 -59.67% 

小型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小型臺指期貨（（（（MTXMTXMTXMTX））））    臺指選擇權臺指選擇權臺指選擇權臺指選擇權（（（（TXOTXOTXOTXO））））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50505050 期貨期貨期貨期貨（（（（T5FT5FT5FT5F））））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年度成交

量 
成長率 年度成交量 成長率 

年度成交

量 
成長率 

88888888    -  -  -  

89898989    - - - - - - 

90909090    427,144 - 5,137 - - - 

91919191    1,044,058 144.43% 1,566,446 30393.40% - - 

92929292    1,316,712 26.11% 21,720,083 1286.58% 4,068 - 

93939393    1,943,269 47.58% 43,824,511 101.77% 6,157 51.35% 

94949494    1,088,523 -43.98% 80,096,506 82.77% 9,483 54.02% 

股票選擇權股票選擇權股票選擇權股票選擇權（（（（STOSTOSTOSTO））））    所有期貨契約所有期貨契約所有期貨契約所有期貨契約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年度成交

量 
成長率 年度成交量 成長率   

88888888      1,075,789    

89898989      1,926,789 79.10%   

90909090      4,351,390 125.84%   

91919191      7,944,254 82.57%   

92929292    201,733  31,874,934 301.23%   

93939393    410,026 103.25% 59,146,356 85.56%   

94949494    1,018,917 148.50% 92,659,768 56.66%   

資料來源：台灣期交所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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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台灣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台灣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台灣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台灣期貨市場交易制度簡介    

我國期貨市場交易制度於開盤及收盤時段採電腦集合競價，於盤中(上

午八點四十五分起至下午一點四十分止)採逐筆競價，於下午一點四十分

至一點四十五分時，進行當天最後的集合競價，該價格便為當天的收盤

價。詳細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 ) ) 交易時間交易時間交易時間交易時間    

 正常營業日8:45a.m. ~ 1:45p.m 

((((二二二二) ) ) ) 交易撮合制度交易撮合制度交易撮合制度交易撮合制度    

 台灣指數期貨契約買賣申報以電腦自動撮合價格，每隔一定時間撮合

一次；而收盤時段所輸入之買賣申報於收盤時作一次集合競價。撮合時間

最初以每30秒撮合一次，最後五分鐘一起撮合一次，而後於87年12月4日

撮合間隔時間由30秒變更為20秒，又於88年12月6日將撮合間隔時間由20

秒再變更為每10秒撮合一次。而期交所為了要提高交易撮合效率，於91年

7月29日將撮合方式改為現行之撮合的方式如表2-3-4：開盤時採集合競

價，開盤後採逐筆撮合的方式。 

  [  [  [  [表表表表2222----3333----4] 4] 4] 4] 現行期貨市場交易撮合制度現行期貨市場交易撮合制度現行期貨市場交易撮合制度現行期貨市場交易撮合制度    

資料來源：http://www.ycpf.com.tw/YCPF/01index/Messagepage/newrule.htm 

((((三三三三) ) ) ) 相關名詞相關名詞相關名詞相關名詞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集合競價 

     集合競價係累積一段時間（例如每隔十秒鐘）之委託單後，以滿足

時間 現行制度 優點 

開盤  

8：45 
集合競價  

盤中  

8：45-13：40 
逐筆撮合逐筆撮合逐筆撮合逐筆撮合     

收盤時段  

13：40-13：45 
集合競價  

1.價格反應及交易撮合效率將更高  

2.便於價差委託單之規劃  

3.符合國際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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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成交量為原則，決定一成交價格，低於該成交價之賣出委託與高於該

成交價之買進委託皆以該成交價格成交，與該成交價格相同之買進或賣出

委託有一方全部滿足成交；就是每隔一段時間累積所有委託單撮合一次，

而每一盤撮合僅有一個成交價格。 

2.逐筆撮合 

     逐筆撮合則是每一筆委託單一輸入系統後，立即進行撮合，而在成

交價格方面，則自對方委託最優先成交價格逐步依序成交，因此該筆委託

有可能有數個成交價格。 

無論是集合競價或逐筆撮合，兩者成交的撮合原則皆為「價格優先價格優先價格優先價格優先」

（即買價高者或賣價低者優先成交），其次為時間優先時間優先時間優先時間優先。 

((((四四四四) ) ) ) 最後結算最後結算最後結算最後結算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台灣期交所交易之期貨及選擇權契約的最後結算方式，均以最後結算

日臺灣證券交易所依本指數各成分股開盤十五分鐘為基礎，先計算出該段

時間內各成分股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再予以訂定最後結算價。公式如下： 

                 Σ ( 開盤後 15 分鐘內每一筆交易價 x 該筆成交量 ) 

成分股加權價格成分股加權價格成分股加權價格成分股加權價格＝＝＝＝        ────────────────────── 

                          開盤後 15 分鐘內總成交量 

       

                                                            Σ ( 各成分股加權價格 x各成分股發行股數 ) 

指指指指                                        數數數數＝＝＝＝        ────────────────────── 

                                    基數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台灣期貨交易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台灣期貨交易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台灣期貨交易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台灣期貨交易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    

台灣期貨交易所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推出台灣本土第一檔期

貨商品「台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期貨契約」，正式在台灣期交所掛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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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至今分別採用過三種最後結算方式，以下分三個時期來說明。 

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民民民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民國八十八年五月    

台灣期交所最初所採用的最後結價方式，乃係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

業日台灣證券交易所第一次揭示的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也就是最後交易

日之次一營業日的現貨股市開盤價來做為到期未平契約之最後結算價格。 

然而，採行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引發爭議，認為此種以最後交易日次

日之現貨指數開盤價做為最後結算價的方式，有利於外資、大戶操縱最後

結算價格，卻使得散戶投資人處於挨打的地位。例如，外資法人在最後交

易日尾盤大單敲進，拉抬股票，造成現貨市場持續上漲的假象；使得最後

結算日當天加權指數開高，就能夠使其到期未平倉的多頭部位有更大的獲

利；另一方面，一旦最後結算價格於最後結算日開盤決定之後，再將其手

中的股票全數賣出，使得加權股價指數大跌。而散戶投資人可能在最後交

易日誤以為現貨市場即將邁入多頭而進場買股票，俟隔日開盤之後，股市

又開始暴跌，讓其手中的現貨部位立即產生損失。  

反之，外資法人亦可能採相反的做法，亦即在最後結算前賣出股票(特

別是高權值個股)來打壓現貨指數，企圖使最後結算日當天加權指數開

低，以使其到期未平倉的空頭部位產生更大獲利，當最後結算價格於最後

結算日開盤決定之後，將以低價將股票買回，產生期貨、現貨二頭賺的情

況。 

當時台灣期交所解釋，歸納世界各國的期貨市場對於指數期貨最後結

算價格的訂定方式，其中有不少實例，最初都是先採用最後交易日之現貨

市場收盤價做為到期期約最後結算價的依據，但因考量可能造成最後交易

日現貨市場的價格波動過鉅，而採最後交易日次一營業日現貨市場開盤價

為最後結算價格。然而，雖然台指期採用最後交易日次日之開盤價做為最

後結算價格，顯然還是存在異常價格波動與人為操縱結算價格之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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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業界人士提出，希望能比照美國 S&P500 股價指數期貨採用特別開

盤報價(Special Opening Quotation；SOQ)的方式，以改進前述人為介入

操縱之情況。 

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民國八十八年六月七日至民國九十年十月民國八十八年六月七日至民國九十年十月民國八十八年六月七日至民國九十年十月民國八十八年六月七日至民國九十年十月    

 證期會在參考德國期交所、美國芝加哥商業商易所、日本東京證交所，

以及大阪證交所等之股價指數期貨契約的最後結算方式後，自民國八十八

年六月七日決定改採用最後交易日翌日之現貨市場「開盤特別報價」，來

做為到期期貨合約的最後結算價格。 亦即，依證交所所提供的指數各成

分股在最後結算日當天，現貨市場於上午九點開盤後交易至九點十五分，

已有成交紀錄的股票，採用其第一筆成交價；而當天市場交易時間始後十

五分鐘內尚無成交紀錄的股票，則採用其前一日之收盤價，再將二者套入

現行計算股票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的公式，所得出的數值取到整數位，即

為台股指數期貨的最後結算價格。 

在施行修正後的最後結算方式之後，仍被數度被市場特定人士或國內

外法人，在最後結算時，於期貨市場進行放空；另一方面，同時又在現貨

市場摜壓大型權值股(如：台積電、聯電及中華電等)的開盤價，影響台股

指數期貨最後結算價格，而套不法利益。 

當時證交所認為，美國等主要證券市場之期貨契約的最後結算價格，

許多都是以最後交易日翌日的特別開盤報價來計算，故我國所採行的計算

方式並無不妥。因此，這可能是市場的特殊情況。台灣股票市場屬於淺碟

型，現貨指數本來就比較容易受到大型權值個股走勢的影響，再加上期貨

結算時，數次遭市場有心人士以摜壓或拉抬權值股的方式，企圖人為操縱

期約的最後結算價格。 

因此，證期會開始考慮再度調整期貨契約的結算方式，欲將當時現行

的「開盤特別報價」做為最後結算價的方式，改為以開盤後十到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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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半個小時內，加權指數成分股的「平均價」做為計算最後結算價的依據。 

亦即，希望藉由延長最後結算參考價格的計算期間，以降低人為聯合操縱

的可能性。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月至今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月至今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月至今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月至今    

證期會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正式決定台指期結算時，將最後

結算日開盤特別報價的計算方式，改採平均價，也就是以最後結算日當

天，採樣區間以台灣證交所依各成分股開盤十五分鐘為基礎，先計算出

該段期間內各成分股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再予以訂定最後結算價格。而

此一結算方式仍一直被採用至今。 

將上述三個階段所採行的最後結算制度整理如表 2-4-1： 

  [  [  [  [表表表表 2222----4444----1] 1] 1] 1] 台灣期貨契約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台灣期貨契約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台灣期貨契約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台灣期貨契約最後結算價格決定方式的演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世界各國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世界各國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世界各國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世界各國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    

 目前世界各交易所所採用的期貨到期之最後結算方式，大致上可分

為：以開盤價(或採特別開盤報價)、收盤價、平均價，以及盤中集合競價

等方式來決定期貨的最後結算價。其中，採用平均價者，也有其各自不同

的平均方式及平均時間間長度，目前以香港期貨交易所所採用的平均期間

最長，為最後到期日當天整天每五分鐘的指數加以平均，而實證結果亦顯

示恆生指數期貨到期時，並沒有顯著的到期效果，因此，可供各國期交所

在制定期貨最後結算方式時做參考。將各國期交所所交易的期貨契約，以

日                期 結算方式 

87 年 7 月 21 日 至 88 年 5 月 開盤價 

88 年 6 月  7 日 至 90 年 10 月 開盤特別報價 

90 年 11 月 22 日 至今 開盤 15 分鐘平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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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到期結算方式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CBOT)(CBOT)(CBOT)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期貨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期貨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期貨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期貨（（（（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utures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utures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utures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utures））））    

交易標的：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 

交割月份：3,6,9,12月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最後交易日：最後結算日之前一日 

最後結算方式：特別開盤報價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期貨的最後結算價格乃係美金 10 元乘以道瓊工業指

數之特別開盤報價(special open auction; SOQ)
2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的

特別開盤報價是以 30 檔 DJIA 股票之開盤價計算而得。 

二二二二、、、、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CME)(CME)(CME)    

((((一一一一) S&P500) S&P500) S&P500) S&P50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S&P 500 Index FuturesS&P 500 Index FuturesS&P 500 Index FuturesS&P 500 Index Futures))))    

交易標的：S&P500指數 

交割月份：3,6,9,12月 

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最後交易日：最後結算日之前一日 

最後結算方式：特別開盤報價 

最後一個交易日收盤時所有的未平倉期約均按照 S&P 500 指數在星期五早

上的特別開盤報價進行現金結算。S&P 500 指數的特別開盤價係基於該 S&P 

500 指數中各成份股在星期五結算日之開盤價計算而得。 

((((二二二二) Nasdaq ) Nasdaq ) Nasdaq ) Nasdaq 100 100 100 10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Nasdaq 100 Index Futures)Nasdaq 100 Index Futures)Nasdaq 100 Index Futures)Nasdaq 100 Index Futures)    

交易標的：Nasdaq 100 指數 

交割月份： 3,6,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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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日：契約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最後交易日：最後結算日之前一日 

最後結算方式：特別開盤報價 

所有Nasdaq 100指數之未平倉契約的最後結算價為Nasdaq100指數的特別

開盤報價。而此一特別開盤報價係由Nasdaq 100指數中的每個成份股開盤

價的五分鐘交易量加權的平均數計算而得。 

三三三三、、、、    大阪證交所大阪證交所大阪證交所大阪證交所(OSE) (OSE) (OSE) (OSE)     

日經日經日經日經 225225225225 指數指數指數指數((((Nikkei 225 Index Futures)Nikkei 225 Index Futures)Nikkei 225 Index Futures)Nikkei 225 Index Futures)    

交易標的：日經 225 指數 

契約到期交割月份: 三、六、九、十二月，固定掛牌五個循環季月

(ex:3,6,9,12,3) 

最後交易日: 到期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四；若當天非交易日，則提前一日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後次一日 

最後結算方式：特別報價(Special Quotation) 

日經 225 指數的最後結算方式是採“特別報價”，其乃係指以 Nikkei 

225 指數中，各成分股在最後交易日後之次一日開盤價所計算出來的最後

結算價格。 

四四四四、、、、    東京證交所東京證交所東京證交所東京證交所(TSE)(TSE)(TSE)(TSE)    

東證股價指數期貨東證股價指數期貨東證股價指數期貨東證股價指數期貨(TOPIX Index)(TOPIX Index)(TOPIX Index)(TOPIX Index)    

交易標的：東證股價指數(TOPIX) 

契約到期交割月份: 三、六、九、十二月，固定掛牌五個季月 

最後交易日: 到期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四；若當天為假日，則提前一日 

最後結算日:最後現金交割結算者是在最後交易日後的第二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特別報價
2
 

TOPIX 指數的最後結算方式是亦是採用「特別報價」，其計算方式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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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以最後結算日當天該指數中各成份股的開盤價來計算而得。 

五五五五、、、、    Euronext.LiffeEuronext.LiffeEuronext.LiffeEuronext.Liffe----ParisParisParisParis    

CACACACAC 40C 40C 40C 4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CAC 40 指數 

交割月份：三個近月、三個季月及接續之三、九兩月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的下午4：00為止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CAC40 指數期貨是以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午 3：40 至 4：00 之間 CAC40 指

數之算數平均數為其最後結算價格。 

六六六六、、、、    Euronext.Liffe Euronext.Liffe Euronext.Liffe Euronext.Liffe ---- Brussels  Brussels  Brussels  Brussels     

BEL 20BEL 20BEL 20BEL 2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BEL 20 指數 

契約到期交割月份:依據三、六、九、十二月循環，掛牌三個近月及二個

季月的期貨契約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之第三個星期五下午4:00為止 

最後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由 Euronext Brussels 計算，在最後交易日當天布魯塞爾時間下午 3：

40 至 4：00 之間 BEL20 指數的平均，計算到小數以下第二位，做為最後結

算價格。 

七七七七、、、、    EuroneEuroneEuroneEuronextxtxtxt.Liffe.Liffe.Liffe.Liffe----AmsterdamAmsterdamAmsterdamAmsterdam    

AEXAEXAEXAEX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AEX 指數 

交割月份：依三、六、九、十二月為循環，掛牌三個近月的期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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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交易日：交割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阿姆斯特丹當地時間 16:00。若

當天為假日，則提前一日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後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以最後交易日阿姆斯特丹當地時間下午 3：30 到 4：00 這段期間，

AEX-index®每一分鐘指數的平均值做為最後結算價格。 

八八八八、、、、    Euronext.Liffe Euronext.Liffe Euronext.Liffe Euronext.Liffe ––––LondonLondonLondonLondon    

FTSE 100FTSE 100FTSE 100FTSE 10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FTSE100 指數 

交割月份：三、六、九、十二月 

最後交易日：交割月份的第三個星期的星期五倫敦時間早上 10.00.為止。

若星期五非營業日，則提前一日做為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盤中集合競價(Intraday Auction) 

在到期日當天的早上10:10，FTSE100指數中的每一檔成分股都會在倫

敦股票交易所進行持續5到5 1/2 分鐘的集合競價。當某一檔成分股出現

流動性不足，或系統顯示集合競價結果所產生的交易價格超過其最後交易

價格的某個百分比(1%或3%)以上之範圍時，該股票將繼續延長13 1/2 分

鐘，而所有成分股的集合競價過程最晚均於10:29以前完成。經集合競價

過程的結果所產生的指數價格，將能夠反應FTSE100中每一檔成分股經盤

中集合競價所得到的交易價格。也因此，依此方式所決定的最後結算價格

可能不同於進行集合競價前之指數價格，以及當天指數的最高價或最低

價。 

九九九九、、、、    Eurex Eurex Eurex Eurex ---- Germany Germany Germany Germany    

德國股價指數德國股價指數德國股價指數德國股價指數（（（（DAXDAXDAXDAX））））期貨期貨期貨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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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標的：DAX 指數 

交割月份：三、六、九、十二月中，三個最接近的三個季月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若當天非營業日，則提前一天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盤中集合競價 

DAX指數期貨的最後結算方式係在最後交易日當天下午1:00，以法蘭克

福估票交易所的Xetra電子交易系統進行的盤中集合競價來決定DAX成分

股的價格，再予以訂定DAX指數期貨的最後結算價。 

十十十十、、、、    西班牙期貨交易西班牙期貨交易西班牙期貨交易西班牙期貨交易所所所所(MEFF)(MEFF)(MEFF)(MEFF)    

IBEXIBEXIBEXIBEX----35353535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IBEX-35 指數    

交割月份：二個連續近月，十個季月 (以三、六、九、十二循環)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IBEX-35 指數期貨合約的最後結算價是採最後到期日下午 4:15 至 4:45

這段期間，每一分鐘指數價格的算數平均數。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香港交易所(HKEX)(HKEX)(HKEX)(HKEX)    

恆生股價指數期貨恆生股價指數期貨恆生股價指數期貨恆生股價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恆生股價指數(ＨＳＩ)    

交割月份：現月，下月，及之後的兩個季月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最後第二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後的第一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恒生指數期貨合約最後結算價由香港結算所決定，採用在最後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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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恒指服務有限公司編纂、計算的恒生指數每五分鐘報價的平均值，取到

整數位。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SGX)(SGX)(SGX)(SGX)    

((((一一一一) ) ) ) 摩根台灣股價指數期貨摩根台灣股價指數期貨摩根台灣股價指數期貨摩根台灣股價指數期貨(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    

交易標的：摩根台灣股價指數    

交割月份：連續二個近月及四個季月(三、六、九、十二循環)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最後第二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方式：收盤價 

以最後交易日摩根臺灣指數正式收盤指數為摩根台灣股價指數期貨的

最後結算價格。 

((((二二二二) ) ) ) 標準普爾標準普爾標準普爾標準普爾 CNXCNXCNXCNX 輕巧指數期貨輕巧指數期貨輕巧指數期貨輕巧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標準普爾 CNX 輕巧指數(S&P CNX Nifty Index) 

交割月份：二個連續近月及及四個季月(三、六、九、十二循環)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四；若該日非營業日，則為次一營業 

            日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  

最後結算方式：收盤價 

以最後交易日標準普爾 CNX 輕巧指數收盤指數為標準普爾 CNX 輕巧指

數期貨的最後結算價格。 

((((三三三三) ) ) )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期貨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期貨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期貨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期貨(STI Futures)(STI Futures)(STI Futures)(STI Futures)    

交易標的：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交割月份：二個近月及及四個季月(三、六、九、十二循環)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最後第二個營業日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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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在最後交易日當天，採用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最後一小時每分鐘之指

數價格平均數，計算前先刪除一個最高及最低價格。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台灣期貨交易所台灣期貨交易所台灣期貨交易所台灣期貨交易所(TAIFEX)(TAIFEX)(TAIFEX)(TAIFEX)    

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台灣加權股價指數    

交割月份：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二個月份，另加上三月、六月、九月、十二

月中三個接續的季月，總共有五個月份的契約在市場交易 

最後交易日：契約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平均價 

以最後結算日台灣證交所依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各成分股開盤十五分鐘

為基礎，先計算出該段時間內各成分股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再予以訂定

台指期之最後結算價 。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韓國期貨交易所韓國期貨交易所韓國期貨交易所韓國期貨交易所(KOFEX)(KOFEX)(KOFEX)(KOFEX)    

((((一一一一) KOSPI 200) KOSPI 200) KOSPI 200) KOSPI 20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KOSPI 200 指數    

交割月份：三、六、九、十二月，最長到期日為一年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第二個星期四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收盤價 

 以最後交易日KOSPI 200現貨指數的收盤價，做為KOSPI 200指數期貨

的最後結算價格。然而，若最後交易日無現貨指數價格，則引用特別結算

價格(special settlement price)，其是由次一營業日現貨市場KOSPI 200 

成份股的開盤價格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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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KOSDAQ 50) KOSDAQ 50) KOSDAQ 50) KOSDAQ 50 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指數期貨    

交易標的：KOSDAQ 50 指數    

交割月份：三、六、九、十二月，最長到期日為一年 

最後交易日：到期月份第二個星期四 

最後結算日：最後交易日之次一營業日 

最後結算方式：收盤價 

 以最後交易日KOSDAQ 50現貨指數的收盤價，做為KOSDAQ 50指數期貨

的最後結算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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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5555----1]1]1]1]各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彙總各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彙總各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彙總各交易所期貨最後結算方式彙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結算方式最後結算方式最後結算方式最後結算方式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交易所交易所交易所交易所    交易之期貨契約交易之期貨契約交易之期貨契約交易之期貨契約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CBOT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utures 

S&P 500 Index Futures 

美國 

 CME 

Nasdaq 100 Index Futures 

 

OSE Nikkei 225 Index Futures 

特別開盤報價 

日本 

 TSE Tokyo Stock Price Index Futures 

 

MSCI Taiwan Index futures 新加坡 

 

SGX 

 S&P CNX Nifty Index Futures 

 

KOSPI 200 Index Futures 

收盤價 

韓國 KOFEX 

KOSDAQ 50 Index Futures 

 

法國(巴黎) CAC 40 Index Futures 

比利時(布魯塞爾) BEL 20 Index Futures 

荷蘭(阿姆斯特丹) 

Euronext 

 

 AEX Index Futures 

下午3:40~4:00的平均價格 

台灣 TAIFEX TAIFEX Futures 開盤後15分鐘內平均價格 

香港 HKEX Hang Seng Index Futures 最後交易日當天每5分鐘平均價格 

新加坡 SGX(STI)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Index 

Futures 

收盤前最後一小時，刪除最高價與最低價後

的平均價格 

平均價 

西班牙 MEFF IBEX-35 Index Future 下午4:15~4:45的平均價格 

英國(倫敦) Euronext FTSE 100 Index Futures 上午 10:10 開始，原則上持續 5~51/2 分鐘 盤中集合競價 

德國 EUREX  DAX Futures 下午 1:00 開始進行集合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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