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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

臺灣期貨交易所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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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臺灣半導體30指數介紹

契約規格

運用案例

簡報大綱

*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精選30指數有關之所有權均歸臺灣指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指公司)及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所有。此次使用該指數業經臺指公司及櫃買中心授權。臺指公司及櫃買中心並未就以該指數為標的之期貨
契約提供任何保證，且對於該等期貨契約的相關交易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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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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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導體為科技發展核心，2020年起疫情衝擊全球，實體經濟陷入
衰退，居家辦公及遠距教學改變生活型態，個人電腦、雲端伺服
器等終端需求大增，企業數位轉型加速，帶動全球半導體產值大
幅成長。

 臺灣半導體產值於全球排名僅次於美國，為臺灣之光，已形成完
整生態系，受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影響，更突顯臺灣在全球半
導體供應鏈關鍵地位

 2020年產值新臺幣3.2兆元、 2021年產值約新臺幣4兆元

 晶圓代工全球第一、封裝測試全球第一、IC設計全球第二

 新興科技驅動需求，應用發展日趨多元，半導體可望成為新藍海

 5G、高速運算、物聯網(現在)

 人工智慧、電動車、元宇宙(未來)

半導體產值占臺灣GDP約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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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產業分類，將上市、櫃電子類股項下次產業
相同類股合計，半導體類股市值、成交值及成交股數皆為最高

半導體類股市值及成交值排名電子股第一

電子類股項下
次產業類股

(上市+上櫃)合計

2021年底
市值(億元)

比例
(%)

2021年
日均成交值

(億元)

比例
(%)

2021年
日均成交股數

(萬張)

比例
(%)

半導體業 249,092 64.53% 1,618 56.98% 129.90 35.96%

電子零組件業 37,898 9.82% 423 14.91% 52.06 14.41%

電腦及週邊設備業 28,071 7.27% 169 5.95% 28.16 7.79%

其他電子業 24,110 6.25% 157 5.53% 20.42 5.65%

通信網路業 21,857 5.66% 106 3.72% 18.62 5.16%

光電業 18,842 4.88% 339 11.93% 104.86 29.03%

電子通路業 4,787 1.24% 22 0.79% 6.01 1.66%

資訊服務業 1,336 0.35% 5 0.19% 1.18 0.33%

385,994 100.00% 2,839 100.00% 361.20 100.00%

資料來源：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網頁，上市類股市值來自TEJ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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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導體為臺灣最重要產業，半導體類股占電子類股市值及成交值
最高，具長遠發展潛力

 如同美國費城半導體可代表在美國掛牌半導體類股表現，臺灣半
導體30指數從上市、上櫃半導體類股中，篩選發行市值前30大股
票作為成分股，表彰臺灣半導體類股績效

 半導體產業仍有其產業週期性，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聚焦半導
體主題，可提供交易人另一交易選擇及更精確之避險工具

 提供不同商品(如股票期貨及指數期貨等)間策略交易機會

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6月上市

推出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考量



7

臺灣半導體30指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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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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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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名稱：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精選30指數

 編製單位：臺灣指數公司

 發布日：2021年7月26日

 基期點數：5,000 (2022年3月底收盤指數為4,865.91)

 成分股：以「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指數*」為母指數，
篩選發行市值前30 大股票，作為臺灣半導體業代表性股票之指數

 2021年底臺灣半導體30指數成分股市值及成交值分別占上市櫃整體半
導體類股92.72%及99.51%，代表性高

 權重計算：採自由流通市值加權，個別成分股權重不得超過30%，
且前5大成分股權重不得超過60%

 成分股定期審核調整：每年4次，以3 月、6 月、9 月及12 月的第7
個交易日為審核基準日，審核資料截至2 月、5 月、8 月及11 月最
後1個交易日

編製方法

*「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指數」以「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指數」為母指數，篩選母指數成分股之上市、
上櫃產業分類屬「半導體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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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31日資料，指數收盤市值約新臺幣21兆元

 上市約新臺幣17.7兆元、上櫃約新臺幣3.3兆元

 上市22檔、上櫃8檔

 前10大成分股(權重)如下：

成分股權重分析

排名 代號 成分股 權重 市場別 排名 代號 成分股 權重 市場別

1 2330 台積電 30.83% TWSE 6 6415 矽力-KY 3.01% TWSE

2 2454 聯發科 14.90% TWSE 7 3034 聯詠 2.99% TWSE

3 2303 聯電 6.87% TWSE 8 6488 環球晶 2.63% TPEX

4 3711 日月光投控 3.65% TWSE 9 4966 譜瑞-KY 2.52% TPEX

5 2379 瑞昱 3.02% TWSE 10 6770 力積電 2.52% TWSE

84.29% 
,22檔

15.71%
, 8檔

指數權重 上市 上櫃

資料來源：臺灣指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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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以來指數約介於1,600點~5,500點

 2022年3月底指數收盤4,865.91點

臺灣半導體30指數近年走勢

資料來源：臺灣指數公司



定審時間 檔數
較前次 較前次 新增檔數 刪除檔數

新增檔數 刪除檔數 權重合計 權重合計

201906 30 1 1 0.72% 0.74%

201909 30 2 2 1.41% 1.14%

201912 30 1 1 0.55% 0.73%

202003 30 3 3 1.71% 1.74%

202006 30 2 2 1.72% 1.11%

202009 30 4 4 2.98% 2.23%

202012 30 0 0 0.00% 0.00%

202103 30 2 2 1.72% 1.26%

202106 30 2 2 1.86% 1.30%

202109 30 4 4 3.01% 2.82%

202112 30 2 2 1.75% 1.32%

202203 30 3 3 4.25%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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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次成分股及權重變化不大，指數具穩定性

 歷次成分股新增及刪除檔數介於0~4檔，權重介於0%~4.3%

指數成分股異動分析

資料來源：臺灣指數公司



 臺灣半導體30指數波動度高於證交所加權指數、電子指數及櫃買指數，
存在吸引避險者與投機者誘因

 臺灣半導體30指數與電子指數相關性高，惟二者各有特色，存在不同
交易策略與機會

 臺灣半導體30指數包含上市及上櫃股票，而電子指數為上市股票

 電子指數除了半導體，尚包括7項次產業，各次產業中又有其明星股代表
公司，主題較為廣泛

 臺灣半導體30指數設有個股權重上限30%，成分股權重較為分散，可
更均衡反應上中下游產業鏈具代表性公司表現

• 例如IC設計公司占臺灣半導體30指數權重約4成，高出電子指數(約1成)許多，以2021年
4月29日為例，受到聯發科法說會公布財報及財測皆優於市場預期下，聯發科當日股價

漲停，臺灣半導體30指數上漲3.34%，而電子指數僅上漲1.98%，差距約1.6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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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動度及相關性分析

指數名稱 臺灣半導體30指數 加權指數 電子指數 櫃買指數

波
動
度

2018 23.47% 15.81% 19.56% 20.53%

2019 17.26% 10.76% 14.82% 10.64%

2020 28.28% 21.52% 24.16% 23.77%

2021 25.93% 17.18% 19.76% 20.50%

2022(~3月) 26.96% 18.34% 21.69% 22.02%

指數名稱 臺灣半導體30指數 加權指數 電子指數 櫃買指數
相關係數 - 0.91 0.95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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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半導體30指數及電子指數成分股比較

資料來源：臺灣指數公司 資料日期：2022/3/31

臺灣半導體30指數 電子指數

前 10 大成分

股(權重)

台積電 30.83% 台積電 46.75%

聯發科 14.90% 鴻海 4.44%

聯電 6.87% 聯發科 4.37%

日月光投控 3.65% 中華電 2.98%

瑞昱 3.02% 台達電 2.11%

矽力-KY 3.01% 聯電 2.04%

聯詠 2.99% 日月光投控 1.38%

環球晶 2.63% 台灣大 1.12%

譜瑞-KY 2.52% 欣興 1.11%

力積電 2.52% 廣達 1.03%

前5大成分股占59.27%

前10大成分股占72.95%

前5大成分股60.64%

前10大成分股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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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格



16

 中文簡稱：半導體30期貨

 交易標的：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精選30指數

 契約乘數：新臺幣50元

 採小型規模設計，臺灣半導體30指數發布以來至2022年3月指數約介於
4,600 ~ 5,500點，平均收盤值約5,122點，契約乘數規劃為每點新臺幣50
元，平均契約價值約新臺幣25.8萬元，以2022年3月底指數收盤4,865.91
點估算，契約價值約當新臺幣24萬元，參與門檻低，俾利擴大參與

 最小升降單位：指數1點 (新臺幣50元)

 考量臺灣半導體30指數具一定波動度及振幅，最小升降單位規劃為1
點，約占近1年平均收盤指數(4945.89點)之0.0202%，指數變動2個最小
升降單位，應可涵蓋買賣來回一口交易成本

契約規格草案(一)



17

 交易時間：一般交易時段時間為上午8:45~下午1:45，到期月份契約最後
交易日為上午8:45~下午1:30；盤後交易時段時間為下午3:00至次日上午
5:00，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無盤後交易時段

 考量臺灣半導體30指數主要成分股台積電、聯電及日月光投控(約占指數權重
4成) 除在臺灣上市外，在美國亦有掛牌存託憑證(ADR)，臺灣半導體30指數
期貨交易時間包括一般交易時段及盤後交易時段，完整涵蓋標的現貨市場交
易時間，且有利交易人因應臺股及ADR國際市場行情變化操作。

以下契約規格同其他國內股價指數期貨

 契約月份：連續3個近月及3個接續季月，共6個月

 每日結算價：每日結算價原則上採當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前1分鐘內所有
交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

 每日漲跌幅：前一一般交易時段每日結算價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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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買中心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
內，標的指數簡單算術平均價訂之

契約規格草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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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



運用案例(一)預期半導體類股上漲或下跌

 預期半導體類股上漲 買入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

 預期半導體類股下跌 賣出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

19

日期 T日 T+10日
2022年8月份期貨 4,820 4,886

期貨操作 買進2口SOF 賣出2口SOF

獲利 (4,886-4,820) × NTD50元 × 2口= NTD6,600元

日期 T日 T+5日
2022年8月份期貨 4,700 4,650

期貨操作 賣出3口SOF 買進3口SOF

獲利 (4,700-4,650) × NTD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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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賣出(

買進)8月份小型臺股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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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份及賣出(買進)2022年9月份
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

 與成分股期貨策略交易：一買一賣標的指數及其成分股同

一月份契約

 如：買進(賣出) 9月份臺灣半導體30指數期貨，賣出(

買進) 9月份台積電期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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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航運類股價指數
期貨」

臺灣期貨交易所

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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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航運指數介紹

契約規格

運用案例

附錄

*與臺灣證券交易所航運類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有關之所有權均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此次使用本指數業經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授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並未贊助、保證、銷售或推廣以本指數為基礎之指數期貨契約，

且對於任何以本指數為基礎之指數期貨契約的相關交易不負任何責任。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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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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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海運產業自2020年迄今因缺船、缺櫃、塞港等問題，運價節節
高升，出現有史以來最佳榮景，國內海運業獲利亦頻創歷史新高。
目前全球許多港口設施不敷所需，且因應2023年新國際航運環保法
規生效，眾多船舶必須降速始能降低碳排放量，加上全球景氣復甦，
海運市場供不應求短期內應不易緩解，預期航運類股仍將持續為市
場焦點

 海運業為國內最具國際競爭力產業之一，依Alphaliner全球運力排
名，國內主要海運業者長榮、陽明及萬海高居全球第6、9及11名，
在前11名中我國為入榜家數最多之國家

 航運類股因海運產業景氣熱絡，2021年起類股成交總值頻頻超越電
子類股，至今仍為臺股主流類股之一

 證交所航運類股價指數(航運指數)與本公司現有商品標的指數相關
性均較低，具相當區隔，可與現有商品互補

推動航運指數期貨6月上市

航運類股成交值大，具話題性



25

 全球前11名中，臺灣為入榜企業家數最多之國家

全球海運運力市占率

年度 2022年5月 2021年12月 2020年12月

排名 公司 市占率(%) 公司 市占率(%) 公司 市占率(%)

1 瑞士地中海航運 17.1 丹麥馬士基 16.9 丹麥馬士基 17.0

2 丹麥馬士基 16.7 瑞士地中海航運 16.7 瑞士地中海航運 16.0

3 法國達飛海運 12.9 法國達飛海運 12.3 中國中遠 12.5

4 中國中遠 11.5 中國中遠 11.7 法國達飛海運 12.4

5 德國赫伯羅特 6.8 德國赫伯羅特 7.1 德國赫伯羅特 7.1

6 臺灣長榮海運 5.9 日本海洋網聯船務 6.3 日本海洋網聯船務 6.5

7 日本海洋網聯船務 5.9 臺灣長榮海運 5.8 臺灣長榮海運 5.2

8 南韓韓新遠洋 3.2 南韓韓新遠洋 3.3 南韓韓新遠洋 3.0

9 臺灣陽明海運 2.6 臺灣陽明海運 2.5 臺灣陽明海運 2.6

10 以色列以星綜合航運 1.8 臺灣萬海航運 1.7 以色列以星綜合航運 1.5

11 臺灣萬海航運 1.6 以色列以星綜合航運 1.6 臺灣萬海航運 1.3

12 新加坡太平船務 1.1 新加坡太平船務 1.1 新加坡太平船務 1.2

資料來源：Alphal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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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運指數成分股涵蓋行業類別多元

 成分股包括海運11檔、空運4檔、陸運8檔

 檔數最多的海運亦涵蓋造船、貨櫃、散裝及港口服務等，類別多元

 航運股各行業別(海、空、陸)及個股權重排名輪動頻繁

 因個股輪動因素，航運指數前3大成分股及權重時有輪動，海運(長
榮海運、萬海、陽明海運)、空運(華航、長榮航)及陸運(台灣高鐵)，
每年權重互有增減，無特定個股權重長期排名第1或第2情形

航運指數成分股多元且輪動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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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指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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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指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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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名稱：臺灣證券交易所航運類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編製單位：臺灣證券交易所

 發布日：1995年8月1日

 基期點數：100 (2022年3月底收盤指數為262.97)

 編製原則：市值加權之全集合指數，涵蓋上市航運類所有股票，
為臺灣航運產業表現之衡量指標

 成分股檔數：23檔(包括11檔海運、4檔空運及8檔陸運)

 2022年3月底前10大成分股：

航運指數基本資料

排名 代號 成分股 權重 排名 代號 成分股 權重

1 2603 長榮海運 31.55% 6 2633 台灣高鐵 3.35%

2 2609 陽明海運 19.21% 7 2637 慧洋-KY 2.85%

3 2615 萬海 17.08% 8 2606 裕民 2.21%

4 2618 長榮航 7.32% 9 2607 榮運 1.74%

5 2610 華航 6.76% 10 2634 漢翔 1.22%

資料來源：臺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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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3年指數介於44.78~386.46

 2022年3月底指數為262.97，近1年指數漲幅超過120%

航運指數近年走勢

資料來源：臺灣指數公司



 航運指數2021年波動度居臺股之冠，其餘多數時間均高於加權指
數，僅2018及2019年市況平穩時期，波動度與加權指數相當

 航運指數與本公司主要股權指數相關性較低，具相當區隔，可與
現有商品互補

31

年度 航運 加權 電子 非金電

2017 13.05 8.50 10.64 7.83 

2018 14.77 15.81 19.56 14.41 

2019 9.39 10.76 14.82 8.61 

2020 28.48 21.52 24.16 20.68 

2021 63.25 17.18 19.76 20.73

2022(1-3月) 44.52 18.34 21.69 17.39

近年航運及相關指數波動度比較 單位:%

加權 電子 金融 非金電

航運 0.46 0.31 0.44 0.71

近5年航運及相關指數相關性比較

波動度及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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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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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簡稱：航運期貨

 交易標的：臺灣證券交易所航運類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契約乘數：新臺幣1,000元

 採小型契約設計，以2022年3月底收盤指數262.97點估算，契約價值
約當新臺幣26萬元

 最小升降單位：指數0.05點(新臺幣50元)

 為與現行其他國內指數期貨最小升降單位占指數比例相仿，又考量航
運指數具一定程度波動及振幅，爰規劃最小升降單位0.05點

 最小升降單位0.05點占2021年平均收盤指數(209.09點)之0.0239%，介
於同期間國內股價指數期貨之範圍內0.0059%~0.0241%

契約規格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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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契約規格同其他國內股價指數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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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結算價：每日結算價原則上採收盤前一分鐘內所有交易之成
交量加權平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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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規格草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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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案例



運用案例(一)：預期航運類股上漲或下跌

 預期航運類股上漲 買入航運指數期貨

 預期航運類股下跌 賣出航運指數期貨

36

日期 T日 T+10日

2022年7月份期貨 260 270

期貨操作 買進2口SHF 賣出2口SHF

獲利 (270-260) × NTD1,000元 × 2口= NTD20,000元

日期 T日 T+5日

2022年7月份期貨 260 255

期貨操作 賣出3口SHF 買進3口SHF

獲利 (260-255) × NTD1,000元 × 3口= NTD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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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航運指數期貨，賣出(買進)8月份
小型臺股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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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及賣出(買進)9月份航運指數期貨

 與成分股期貨策略交易：一買一賣標的指數及其成分股同

一月份契約

 如：買進(賣出) 9月份長榮期貨，賣出(買進) 9月份航
運指數期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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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航運指數近年前10大成分股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名稱 權重% 名稱 權重% 名稱 權重% 名稱 權重% 名稱 權重% 名稱 權重%

長榮海運 32.76 長榮海運 25.21 台灣高鐵 19.94 台灣高鐵 16.70 長榮航 13.55 長榮航 14.73

萬海 21.05 萬海 15.10 長榮航 13.18 長榮航 15.39 長榮海運 13.43 華航 12.67

陽明海運 15.54 台灣高鐵 10.72 長榮海運 11.79 華航 12.52 華航 13.05 台灣高鐵 12.04

華航 6.79 華航 8.41 華航 9.70 長榮海運 11.17 台灣高鐵 12.65 長榮海運 9.71

長榮航 6.23 長榮航 8.21 萬海 8.11 萬海 7.36 萬海 8.74 萬海 9.00

台灣高鐵 3.38 陽明海運 7.77 漢翔公司 6.68 漢翔公司 6.01 漢翔公司 7.15 漢翔公司 8.64

慧洋-KY 2.65 裕民 4.01 裕民 5.61 裕民 5.67 裕民 6.32 嘉里大榮 5.37

裕民 2.22 漢翔公司 3.52 慧洋-KY 4.02 陽明海運 3.78 陽明海運 4.86 裕民 5.28

榮運 1.36 榮運 2.78 嘉里大榮 3.62 慧洋-KY 3.73 嘉里大榮 3.66 慧洋-KY 4.21

漢翔公司 1.20 嘉里大榮 2.69 榮運 3.02 嘉里大榮 3.45 慧洋-KY 3.65 陽明海運 3.61

資料來源：Bloomberg



半導體30期貨與航運指數期貨
結算制度與作業



簡報大綱

 半導體30指數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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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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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貨商對交易人風險控管措施

 航運指數期貨
 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

 每日及最後結算價訂定作業

 每日結帳及部位處理

 到期結算

 結算會員風險控管措施

 期貨商對交易人風險控管措施 40



半導體30指數期貨



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

42

 保證金及損益之計價幣別
 保證金及損益計算幣別為新臺幣

 國內期貨交易人應繳交新臺幣保證金，境外外資以本公司公告之外幣繳
交保證金

 保證金計算及進位方式
 結算保證金= 期貨指數×指數每點價值×風險價格係數

 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及原始保證金結構比為1：1.035：1.35，其收
取標準以千元為整數，千元以下部分無條件進位至千元

 風險價格係數
 參考一段期間內價格變動幅度、景氣循環及其他可能因素，估算至少可

涵蓋二日價格變動幅度99%信賴區間之值

 保證金調整方式
 比照現行指數期貨，保證金變動幅度達10%以上得調整

 觀察相關市場狀況，於必要時得機動調整保證金



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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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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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有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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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採行SPAN交易人應具備期貨公會「期貨交易人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自

律規則」第三條所訂資格條件

 策略保證金計收方式
 適用相同商品契約價差部位組合，保證金計收方式如下：

 適用不同商品契約價差部位組合，保證金計收方式如下：

委託及部位組合 保證金計收方式 備註

買一口半導體30期貨
賣一口半導體30期貨

收取一口
半導體30期貨保證金

僅適用不同最後
結算日之組合

部位組合 保證金計收方式 備註

買(賣)一口半導體30期貨
賣(買)一口

臺股/小型臺指/電子/小型電子/永續期貨

MAXIMUM 
(一口半導體30期貨保證金，

一口臺股/小型臺指/電子/小型電子/永
續期貨保證金)

相同或不同最後
結算日之組合均

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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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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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之最後結算價，以最後結算日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標的指數簡單算術平均價訂之；若遇臺

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延緩收市撮合時，本公司得延長前揭三

十分鐘之取樣時間。

 算術平均價係以交易時間內每次揭示之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精

選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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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臺灣指數公司臺灣全市場半導體

精選30指數遇成分股實施收市撮合延緩，則計算最後結算價之最後一筆收

盤指數，為收市撮合延緩時間終了後揭示之收盤指數。



每日結帳及部位處理

 半導體30期貨每日收盤與結帳
 於每日下午1時45分收盤，並於下午2時30分起辦理結帳作業

 半導體30期貨部位處理
 期貨交易契約為下午1時45分收盤者，每日及最後結算日部位處理之作業

時間為上午7時至下午2時30分

 半導體30期貨為盤後交易商品，盤後交易時段之成交部位，於次一一般

交易時段上午7時前，併入一般交易時段之部位餘額；盤後交易時段之部

位處理，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辦理

45



到期結算與交割

 半導體30期貨到期結算與交割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為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並於最後結算
日下午2時30分起辦理到期結算作業

 到期部位採現金交割方式辦理，依最後結算價之差額，以淨額進行現
金交付或收受

 半導體30期貨到期部位契約價值計算方式

 到期部位之契約價值，以最後結算價乘以指數每點價值，元以下無條
件捨去

EX. 假設本公司半導體30期貨標的指數算術平均價為4,568.42，取至最接近本契

約報價最小升降單位整數倍後，最後結算價為4,568，到期部位契約價值為

4,568*50元=228,400元
46



結算會員風險控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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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後交易時段(17:30~次日5:00)，倘結算會員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逾

其超額保證金加計超額保證金20%之數額，本公司將採取自動限單措
施

部位集中度管理同現行

 依「市場部位監視作業辦法」第6條之1，結算會員整體未沖銷部位
風險數值達全市場未沖銷部位風險數值20%者，本公司將採取加收結
算保證金措施

47



期貨商對交易人風險控管措施

一般交易時段(同現行各期貨交易契約)

 委託保證金檢核：未平倉部位須以市價洗價，計算可動用保證金，交易人於

可動用保證金額度內，可新增委託

 高風險帳戶通知：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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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風險指標時，半導體30期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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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應將尚在交易中所有商品之

未平倉部位全數沖銷

 盤後交易時段

 半導體30期貨為盤後交易時段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委託保證金檢核：未平倉部位須以市價洗價，計算可動用保證金，交易

人於可動用保證金額度內，可新增委託

 高風險帳戶通知：若交易人帳戶未平倉部位僅留有豁免代為沖銷商品者

，期貨商無須發出高風險帳戶通知

 代沖銷作業：期貨商於盤後交易時段，不必代為沖銷半導體30期貨 48



航運指數期貨



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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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證金及損益之計價幣別
 保證金及損益計算幣別為新臺幣

 國內期貨交易人應繳交新臺幣保證金，境外外資以本公司公告之外幣繳
交保證金

 保證金計算及進位方式
 結算保證金= 期貨指數×指數每點價值×風險價格係數

 結算保證金、維持保證金及原始保證金結構比為1：1.035：1.35，其收
取標準以千元為整數，千元以下部分無條件進位至千元

 風險價格係數
 參考一段期間內價格變動幅度、景氣循環及其他可能因素，估算至少可

涵蓋二日價格變動幅度99%信賴區間之值

 保證金調整方式
 比照現行指數期貨，保證金變動幅度達10%以上得調整

 觀察相關市場狀況，於必要時得機動調整保證金



保證金訂定、調整及計收方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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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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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有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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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採行SPAN交易人應具備期貨公會「期貨交易人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

收方式自律規則」第三條所訂資格條件

 策略保證金計收方式

 適用相同商品契約價差部位組合，保證金計收方式如下：

 分析航運類股價指數與國內各類股價指數期貨標的之相關性，結果顯示相

關性均屬不高，爰規劃航運期貨不納入不同商品價差部位組合。

委託及部位組合 保證金計收方式 備註

買1口航運期貨

賣1口航運期貨

收一口

航運期貨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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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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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契約之最後結算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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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指數簡單算術平均價訂之；若遇臺灣證券交易所延緩收

市撮合時，本公司得延長前揭三十分鐘之取樣時間。

 算術平均價係以交易時間內每次揭示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航運類股價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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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臺灣證券交易所航運類股價指數遇成分股實施

收市撮合延緩，則計算最後結算價之最後一筆收盤指數，為收市撮合延緩

時間終了後揭示之收盤指數。



每日結帳及部位處理

 航運期貨每日收盤與結帳
 於每日下午1時45分收盤，並於下午2時30分起辦理結帳作業

 航運期貨部位處理
 期貨交易契約為下午1時45分收盤者，每日及最後結算日部位處理之作業

時間為上午7時至下午2時30分

53



到期結算與交割

 航運期貨到期結算與交割

 最後結算日同最後交易日，為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並於最後結算
日下午2時30分起辦理到期結算作業

 到期部位採現金交割方式辦理，依最後結算價之差額，以淨額進行現
金交付或收受

 航運期貨到期部位契約價值計算方式

 到期部位之契約價值，以最後結算價乘以指數每點價值，元以下無條
件捨去

EX. 假設本公司航運期貨標的指數算術平均價為269.58，取至最接近本契約報價

最小升降單位整數倍後，最後結算價為269.60，到期部位契約價值為

269.60*1,000元=269,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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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會員風險控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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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市場部位監視作業辦法」第6條之1，結算會員整體未沖銷部位
風險數值達全市場未沖銷部位風險數值20%者，本公司將採取加收結

算保證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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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對交易人風險控管措施

新增委託時之保證金檢核

 航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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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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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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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aifex.com.tw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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