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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摩根台指與台灣 50 指數之比較 
 

 摩根台指(MSCI Taiwan Index) 台灣 50 指數(Taiwan 50 Index) 
指數特色 由全球知名 MSCI 所編製，經由

專業人士研究考察各國的政經情

勢後，依照科學方法編製而成，

為國際上重要之參考及績效衡量

指標。 

由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英國富時指

數有限公司(FTSE)共同編製，表

彰台灣股票市場之整體績效，進

而提供投資人參與台灣市場整體

表現之工具。 
創始時間 1998 年 2002 年 
成分股內容 成分股資格並無統一的規定，依

國家不同情況做個別考量，基本

目標是希望納入成分股之總數，

能包含國家以每一產業類別為基

準之調整後公眾流通量(free 
float-adjusted)的 85%，且公司市

場規模不得低於 450 萬元美金，

公眾流通量不得低於 15%。基本

上於產業中選取足以代表產業結

構特性之個股，符合台灣經濟

大、中、小型公司的比例。 

選取總市值最大的前 50 家上市

公司做為成分股，同時必須符合

以下兩點： 
(1)公眾流通量(Free Float)檢驗 

公眾流通量低於 5%無法納入

(2)流通性檢驗 
過去 12個月中至少 10個月的

股票週轉率大於 1%才能納入

成分股，且現有成分股在過去

12 個月中至少 8 個月股票週

轉率要大於 1%，否則將被刪

除。 
成分股調整 每年 2、5、8、11 月進行季度審

核，評估該股市基本面變動、投

資法規更改等因素，再決定占區

域指數權重比重 

每年 1、4、7、10 月第一個星期

五後的星期四進行季度審核，成

分股變動於第三個星期五的下一

個交易日執行，7 月份之年度審

核會進行流動性檢驗；非定期審

核例如當新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在

20 名以上，即在正市交易的五日

結束後納入為成分股，而當公司

有終止上市、合併等情事發生時

則予以剔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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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調整列表 
 

年分 宣告日 生效日 新增股 剔除股 
2003 2003/07/10 2003/07/21 錸德 旺宏 

2003/10/09 2003/10/20 陽明 微星 
2003/12/26 2004/01/05 台塑化 瑞昱 

2004 2004/04/08 2004/04/19 廣輝電 
新光金 
華新 

錸德 
正新 
英業達 

2004/07/08 2004/07/19 大同 威盛 
2004/12/02 2004/12/10 元大京華 凌陽 

2005 2005/01/13 2005/01/24 玉山金 統一超 
2005/04/07 2005/04/18 合庫 中環 
2005/07/07 2005/07/18 宏達電 

彩晶 
鴻準 

中華 
華新 
大同 

2005/08/26 2005/08/31 遠傳 統一 
2005/10/13 2005/10/24 可成 華邦電 

2006 2006/01/12 2006/01/23 聯詠 彩晶 
2006/04/13 2006/04/24 華寶 裕隆 
2006/07/13 2006/07/24 南電 

華亞科 
統一 

華航 
明基 
陽明 

2006/09/12 2006/09/20 大立光 廣輝電 
2007 2007/01/11 2007/01/22 群創 

台泥 
華寶 
長榮海 

2007/3/13 2007/3/21 亞泥 元大京華 

2007/04/12 2007/04/23 元大金 華映 
            
           資料來源：整理自台灣證券交易所(TSEC)網站 
           註 1：2003 年 12 月 26 日新上市的台塑石化，因總市值排名高居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第六名，公 
                眾流通量係數為 11﹪，符合台灣 50 指數基本規則快速納入作為成分股之規定標準，現有  
                成分股中總市值排名最低的瑞昱半導體因此自指數中刪除。 
           註 2：2005 年 8 月 26 日轉上市的遠傳因總市值高居台灣 50 指數排名第十九名，符合市值前二十 
                大個股可以在上市五日內快速納入台灣 50 指數的標準，現有成分股中總市值排名最低的統 
                一因此自指數中刪除。 
           註 3：2006 年友達合併廣輝，廣輝自 10 月 1 日終止上市，非主動剔除。 
           註 4：2007 年 3 月 13 日因復華金控以股份轉換方式將元大京華證券納入成為子公司，因此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刪除元大京華，納入亞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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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台灣 50 指數編製方式 

    為因應指數化商品之國際趨勢，台灣證券交易所與富時指數有限公司(FTSE)

合作編製屬於部分集合指數之「台灣指數系列」，用以表彰台灣股票市場的表現，

其中最早的是於 2002 年 10 月 29 日發布的台灣 50 指數，其選取上市公司中總市

值最大之前 50 家公司作為成分股，為台灣證券市場中第一支適合開發指數化商

品之交易型指數。 

一、成分股資格 

    台灣 50 指數的成分股均為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並經過公眾流通量

(Free Float)調整及流動性檢驗，以篩選出市值最大之前 50 支股票作為成分股。 

1. 公眾流通量： 

       成分股公司的全部股權資本皆包括在其總市值計算內，並經公眾 

   流通量減項調整，以反映市場上真正可投資之額度，公眾流通量的減  

   項包括： 

(1) 指數成分股公司由另一家公司(即交叉持股)或非成分股公司或機構 

   買賣投資 

(2) 創始人、其家屬及/或董事之重大長期股權控制 

(3) 員工配股計畫(如受限制) 

(4) 政府持股 

(5) 外資持股限制 

(6) 訂有持股期間限制條款的投資組合 

    為確保指數內的權重能反映市場可投資之市值，避免投資人面臨 

經常性的重新調整及增加交易成本，一支指數成分股的最初權重依表 

2-1 的級距作調整，在最初的公眾流通量減項適用後，一支股票的公眾 

流通量只有在實際公眾流通量上升至高於相鄰級距最低界限的五個百 

分點，或下降至低於相鄰級距最高界限五個百分點才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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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台灣 50 指數實際之公眾流通量級距 

公眾流通量 權重係數 
少於或等於 5% 不具成分股甄選資格 

大於 5%但少於或等於 15% 若總市值超過二十五億美元或相同價

值的當地貨幣，仍具有成分股資格；

但在定期審核指數成分股時，若其公

眾流通量係數調整前的總市值低於二

十億美元或相同價值的當地貨幣，該

成分股將被刪除 
大於 15%但少於或等於 20% 20% 
大於 20%但少於或等於 30% 30% 
大於 30%但少於或等於 40% 40% 
大於 40%但少於或等於 50% 50% 
大於 50%但少於或等於 75% 75% 

大於 75% 100%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台灣指數系列基本規則 

2. 流動性檢驗 

       股票必須有足夠的流動性以進行交易，以下標準即用於確保流動 

   性不夠的股票會被排除在外。若股票在台灣指數系列諮詢委員會七月 

   年度審核前十二個月的期間中，有十個月之每月股票交易量未達依公 

   眾流通量減項調整後股數的 1%，該股票將不具有被納入台灣 50 指數 

   成分股的資格；而若現有成分股在七月的年度審核前十二個月的期間 

   中，超過四個月之每月股票交易量沒有達到依公眾流通量減項調整後 

   股數的 1%，該成分股將在七月的第三個星期五指數結束計算後被刪 

   除。 

二、指數編製與計算方式 

    台灣 50 指數成分股使用證交所的實際交易價格，計算期間內以即時方式擷

取最新股價，並使用最近成交價，每十五秒更新一次。指數使用新台幣來計算與

發佈，但收盤價額外使用路透社所提供之外匯報價，發表以新台幣及美元計算的

兩種收盤指數值，指數的計算方式如下： 

( )50

1
,i i i i

i

p e s f
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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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價格             成分股的最近交易價格(或上一個交易日指數收盤時 

                   之價格) 

e=匯率             把股票本國幣值轉換為指數基礎幣值所需要的匯率 

s=發行股數         根據指數基本規則之定義，富時指數所使用的個股  

                   股票發行數量 

f=公眾流通量係數   用以調整每支股票權重的係數，係數以 0 和 1 之間的 

                   數字表示，1 代表 100%的公眾流通量 

d=除數             代表基期指數的發行股本總數，除數可進行調整以 

                   便個股的已發行股本可在不扭曲指數的情況下更改 

三、成分股審核 

    台灣 50 指數的成分股訂於一月、四月、七月和十月辦理季審核，會議將在

一月、四月、七月和十月的一個星期五後的星期四舉行，使用三月、六月、九月

和十二月最後交易日的收盤資料對成分股進行審核，而成分股變動將在會議當月

第三個星期五後的下一個交易日執行。符合資格的公司以總市值排名後，若上升

至第四十名以上，將會在定期審核時被納入；若下降至第六十一名以下，將會在

定期審核時被刪除。 

    除了季審核之外，若新上市股票規模龐大，以致不納入該股票會對於指數作

為市場指標的有效性產生重大不利之影響，台灣指數系列諮詢委員會得決定將該

新上市股票納入台灣 50 指數之成分股，為符合上述之條件，該公司必須符合在

個別成分股可投資權重調整前，總市值排名為第二十名以上，以確定該公司可納

入台灣 50 指數；而若現存成分股終止上市、被收購或停止買賣，將會自指數中

刪除。 

四、候補名單 

    台灣指數系列諮詢委員會秘書負責在每次季審核後，公布五家非台灣 50 指

數成分股中排名最高的上市公司，如有成分股在下季審核會議開會前從台灣 50

指數中刪除，此後補名單將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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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新增股[AD-200, AD-1]) 

           錸德                                陽明 

 

                        廣輝                                新光金 

 
            華新                                大同 

 
            玉山金                              宏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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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新增股[AD-200, AD-1]) 

            彩晶                                鴻準 

 

            遠傳                                可成 

 

             聯詠                               華寶 

 
              統一                              大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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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新增股[AD-200, AD-1]) 

             台泥                                亞泥 

 

             元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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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新增股[AD, AD+200]) 

            錸德                                陽明 

 
                          廣輝                                新光金 

 

             華新                                大同 

 

             玉山金                             宏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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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新增股[AD, AD+200]) 

             彩晶                               鴻準 

 
             遠傳                               可成 

 

             聯詠                               華寶 

 

              統一                               大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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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新增股[AD, AD+200]) 

           台泥                                  亞泥 

 

           元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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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剔除股[AD-200,AD-1]) 

             旺宏                                微星 

 
             瑞昱                                錸德 

 

             正新                                英業達 

        

             威盛                                 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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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剔除股[AD-200,AD-1]) 

            統一超                              中環 

 
            中華                                華新 

 

            大同                                統一 

 

            華邦電                              彩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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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剔除股[AD-200,AD-1]) 

            裕隆                                華航 

 

            明基                                陽明 

 

             華寶                               長榮海 

 
             華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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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剔除股[AD,AD+200]) 

              旺宏                               微星 

 
              瑞昱                               錸德 

 

             正新                               英業達 

        

             威盛                                 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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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剔除股[AD,AD+200]) 

             統一超                              中環 

 

             中華                                華新 

 
             大同                                統一 

 
             華邦電                               彩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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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CUSUMS of Squared Residuals (續) 

(剔除股[AD,AD+200]) 
             裕隆                               華航 

 
             明基                               陽明 

 

             華寶                               長榮海 

 
              華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