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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新增期貨市場夜盤交易商品，為金管會資本市場藍圖「策略三：吸
引國內外資金參與，提高市場國際能見度」之具體措施

 目前夜盤掛牌商品已涵蓋國內外股價指數、商品及匯率等資產類別
，為提供交易人更完善的服務，持續依市場需求評估納入夜盤交易
之商品

 近年股票(含ETF)期貨交易量持續增加，已成為我國期貨市場主力
商品，並符合納入夜盤交易相關標準。ETF期貨可視為類股指數商
品，兼具有個股期貨特性，可定期分配收益，但無個股期貨訊息面
暫停交易規定，相關制度調整幅度較小，爰規劃先將ETF期貨納入
夜盤交易，並依ETF規模及ETF期貨交易量篩選納入夜盤標的。 3

類別 夜盤商品

國內股價指數類 臺股期貨、小型臺指期貨、電子期貨、小型電子期貨及臺指選擇權

國外股價指數類 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500期貨、美國那斯達克100期貨及英國富時100期貨

匯率類 美元兌人民幣、歐元兌美元、美元兌日圓、英鎊兌美元及澳幣兌美元等匯率期貨

商品類 黃金期貨、臺幣黃金期貨、黃金選擇權、布蘭特原油期貨



掛牌標的篩選



標的篩選

 以ETF規模及ETF期貨交易量篩選納入夜盤標的

 ETF規模：臺股ETF規模皆逾千億元，陸股ETF規模介於11~51億元

 ETF期貨交易量：最高者為元大台灣50ETF期貨之2,080口，其餘日均
量不足千口

類別 商品
110年底ETF淨
資產價值

107年
日均量(口)

108年
日均量(口)

109年
日均量(口)

110年
日均量(口)

110年
平均OI(口)

臺股
元大台灣50ETF期貨 1,760.82億元 1,190 1,082 1,872 2,080 8,718

元大高股息ETF期貨 1,137.50億元 2 11 27 12 59

陸股

富邦上証ETF期貨 50.97億元 1,953 1,360 748 426 2,263

國泰中國A50ETF期貨 37.49億元 1,507 815 342 132 521

富邦深100ETF期貨 18.48億元 477 315 269 225 650

元大寶滬深ETF期貨 30.71億元 277 266 168 33 123

元大上證50ETF期貨 13.72億元 341 188 82 27 122

群益深証中小ETF期貨 14.80億元 185 246 148 47 105

FH滬深ETF期貨 10.94億元 227 115 80 1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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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台灣50ETF期貨夜盤交易需求評估

 元大台灣50ETF期貨日盤交易熱絡，自然人與外資交易比重達7成
，且台積電占臺灣50指數權重約5成並在美國有發行ADR，在夜盤
時段該ETF期貨應有相當波動，可吸引交易人交易

 臺灣50指數成分股總市值占臺股總市值近7成，與加權股價指數相
關性高，且夜盤有大小臺股期貨、大小電子期貨、SGX富臺期貨等
相關期貨，可進行跨商品或跨市場交易

 元大台灣50ETF期貨造市者於夜盤可以臺股或電子期貨避險，報價
意願較高，有利於其夜盤交易

商品
日均量

(口)

交易人結構(%)

自然人 外資 造市者
證券及
期貨自營

證券
投信

其他
法人

元大台灣50ETF期貨 2,080 17.1 53.8 2.7 9.6 16.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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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面規劃



沿用現行夜盤制度

 夜盤交易原則維持不變

 每日交易及結算作業以日盤收盤為劃分點，夜盤交易及部位歸
屬於次一日盤

 夜盤之開盤參考價與漲跌幅限制與次一日盤相同

 夜盤之掛牌契約與當日上午的日盤時段相同

 國內股價指數類商品到期月份契約在最後交易日日盤到期

 新月份契約上市時間於契約到期後的次一日盤加掛

 夜盤不加掛契約

 交易作業事項如錯帳、違約、權益數負值申報、國內期貨月
交易量、綜合帳戶申報、交易資料統計等維持現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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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現貨市場事件夜盤處理原則

 納入夜盤交易之ETF期貨，調整配合現貨市場事件之處理時點

9

現貨市場事件 期貨市場處理方式 處理原則
生效時點

夜盤 日盤

ETF分配收益 配合契約調整 提前至前一夜盤調整 V

ETF分割/反分割 配合契約調整 同現行，日盤調整 V

ETF規模小、ETF

流動性不佳、ETF

暫停融資融券

停止加掛新月份契約
恢復加掛新月份契約

同現行，日盤停掛/恢
復加掛

V

標的現貨停止買賣 配合停止交易 前一夜盤起停止交易 V

標的現貨恢復買賣 配合恢復交易
同現行，日盤恢復交
易

V

標的現貨終止上市 配合終止上市
同現行，交易至最後
交易日日盤止

V



交易時間

 夜盤交易時間：17:25~次日05:00

 現行夜盤商品，日盤13:45收盤者(國內外股價指數類期貨、臺指
選擇權及布蘭特原油期貨)於15:00開始夜盤交易，日盤16:15收
盤者(黃金類及匯率類商品)於17:25開始夜盤交易。

 臺股ETF期貨日盤13:45收盤、陸股ETF期貨日盤16:15收盤，規
劃所有類型ETF期貨夜盤統一在17:25開盤，主要係考量尚有作
業需俟OI結帳完成後處理

 依股票期貨交易規則第29條，調整型契約任一月份在日盤收盤後
，OI為0者將終止該月份契約掛牌。配合ETF期貨納入夜盤交易，
需俟日盤OI結帳後，確認調整型契約各月份契約OI，OI不為0者方
能繼續在夜盤掛牌交易

 遇標的受益憑證分配收益，需俟日盤OI結帳後，方能產製調整買
賣方權益數之名冊，供期貨商進行調整買賣方權益數作業

10註： OI結帳完成時點，第一盤商品約14:40，第二盤商品約16:40



ETF期貨契約調整方式 (1)

 現行ETF期貨調整類型及調整方式

 目前本公司掛牌之ETF期貨標的尚無第2及第3類之契約調整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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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範例 調整方式

1.分配收益 台股ETF
調整期貨開盤參考價及
買賣方權益數

2.合併後為消滅基金
受配發標的證券者

變更契約代號、調整約
定標的物及期貨開盤參
考價

受配發非標的證券者 終止上市
3.其他致使受益人所持受
益憑證名稱、種類或數
量變更，或受分配其他
利益之情事

ETF分割或反分割

配合現貨市場停止交易、
變更契約代號、調整約
定標的物及期貨開盤參
考價、加掛標準型契約



ETF期貨契約調整方式(2)

 納入夜盤交易之ETF期貨契約調整處理時點

 分配收益

 調整開盤參考價(即扣除息值)，及調整買賣方權益數(買方增加受
配發收益金額、賣方減少受配發收益金額)，不涉及變更契約代號

 提前至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夜盤進行契約調整，契約調整生效日
前一夜盤仍然交易

 如遇投信業者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日公告修正分配收益金額，
將於契約調整生效日日盤更正

 合併後為消滅基金且受配發標的證券者、ETF分割或反分割

 涉及變更契約代號、調整約定標的物及期貨開盤參考價

 契約調整維持於契約調整生效日日盤生效，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
夜盤暫停交易

註: 交易系統夜盤掛牌契約代號需與當日上午日盤相同，且結算系統在每日日終結帳作業尚未完成時，契約代號
不宜變更，故規劃契約調整類型涉及契約代號變更者，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夜盤暫停交易。 12



日盤
原契約調整

於7/21日盤開盤
前生效

日盤

7/20

夜盤
(1)契約調整於
7/20開始之夜盤
開盤前生效
(2)此夜盤仍交易

7/21除息日

夜盤

 ETF分配收益範例
 期貨市場處理原則：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夜盤進行契約調整，夜盤開
盤前調整開盤參考價、買賣方權益數

 舉例：台灣50ETF 7月21日分配收益0.35元，7/20台灣50ETF期貨7月份
契約每日結算價為137.25元，假設台灣50ETF期貨為夜盤交易商品，其
契約調整生效由原7/21(即除息日)提前至7/20開始交易的夜盤

ETF分配收益契約調整範例

項目 調整後契約

契約代號 NYF(不變)

開盤參考價 136.9(=137.25-0.35)

約定標的物 10,000單位除息後之台灣50ETF

契約價值 NYF期貨價格 x 10,000

權益數調整
項

買方權益數加項：＋3,500元 (0.35

元x10,000單位) 

賣方權益數減項：－3,500元 (0.35

元x10,000單位) 13

提前至夜盤
開盤前處理



ETF分割契約調整範例(1)

 ETF分割/反分割範例

 現貨市場處理方式：執行ETF分割/反分割，需停止初級市
場申購贖回、次級市場買賣及轉換 5 個營業日。恢復買賣
之交易價格以停止買賣前一日之收盤價除以分割/反分割比
率為準

 期貨市場處理原則：

 標的現貨停止買賣時，期貨同步停止買賣

 在恢復交易日進行契約調整並加掛標準型契約

 倘為納入夜盤交易之ETF期貨，配合標的現貨停止買賣日前
一夜盤起停止交易

 本公司將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前，公告調整型契約及標準型契
約之適用保證金

註：分割比率=分割後受益權單位數:分割前受益權單位數；反分割比率=反分割後受益權單位數:
反分割前受益權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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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F分割契約調整範例(2)

 舉例：

 ○○ ETF 分割比率為2(即10,000受益權單位換發新受益憑證20,000

受益權單位)，8/3~8/9停止交易，8/10恢復交易

 ○○ ETF期貨8/3~8/9同步停止交易， 8/10恢復交易，契約調整生
效日為8/10 。8/2 ○○ ETF期貨8月份契約每日結算價為200元

註：分割比率=分割後受益權單位數:分割前受益權單位數

項目 調整後契約 新掛標準型契約

契約代號 ○○ F○○ 1 ○○ F

開盤參考價 100(=200/2) 同○○ 1

約定標的物 20,000受益權單位 10,000受益權單位

契約價值 ○○ 1期貨價格x 

20,000

○○ F期貨價格x 

10,000

倘為夜盤交易商品，8/2開始交易的夜盤即停止
交易，直至8/10日盤恢復交易並進行契約調整

15



其他相關交易制度

 調整股票期貨之一定範圍市價委託(MWP)一定點數計算方式
，改採期貨最近月契約開盤參考價

 現行股票期貨日盤MWP一定點數=標的證券開盤參考價*

一定比例

 考量夜盤開盤前尚未取得證券市場傳送之次日現貨開盤參
考價，股票期貨日夜盤MWP一定點數計算基準擬改採最
近月期貨當盤開盤參考價，與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退單點數
採一致之基準，便利交易人記憶

 夜盤三大法人資訊揭示增加ETF期貨

 現行ETF期貨於日盤收盤後揭示三大法人資訊

 配合ETF期貨納夜盤，夜盤三大法人資訊揭露增加ETF期貨

 ETF期貨夜盤適用動態價格穩定措施，退單百分比規劃與日
盤相同 16



監視作業規劃



部位限制控管

 交易人部位限制控管比照現行作法，於盤中以電腦作業方式
提醒期貨商

 個股類全市場部位限制控管

 現行控管做法

 ETF期貨夜盤之全市場部位限制，將在第一盤商品(臺股ETF)結帳(約
14:40)及第二盤商品(陸股ETF)結帳(約16:40)後，就前項比例逾70%時，
於夜盤接受委託前(17:15)執行全市場限單設定，並以電文通知各期貨
商限單事項；如前項比例低於56%時，將再以電文通知各期貨商

標的證券 控管標準 控管方式

股票類
同一標的證券之未了結部位表彰總股數於任
一交易日收盤後逾該標的證券在外流通股數
15%時

 本公司得自次一交易日
起限制該期貨或選擇權
之交易以了結部位為限

 前揭比例低於12%時(股
票類)或56%(ETF類)時，
得於次一交易日起解除
限制

ETF

同一標的證券之未了結部位表彰受益權單位
合計數於任一交易日收盤後占該標的證券已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逾70%時

18



ETF期貨標的證券被列為處置有價證券
，保證金調整措施

 現行股票類商品遇標的證券被列為處置股票時，本公司調
高相關商品保證金至1.5倍、2倍或3倍之實施時點，皆為證
券市場處置生效日之次一日盤結束後實施

 配合ETF期貨納入夜盤交易適用商品，ETF期貨之標的證券
被列為處置有價證券時，比照現行做法，調高ETF期貨契約
保證金，原則自證券市場處置生效日之次一日盤結束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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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面規劃



結算作業面之規劃(1)

 每日結帳及到期交割作業

 同現行夜盤交易商品，僅於日盤收盤後辦理每日損益之計算及
到期交割作業

 部位處理及餘額計算作業

 同現行夜盤交易商品，夜盤交易口數將於次一日盤開盤前，併
入結算系統計算之部位

 期貨商得於夜盤透過MTS查詢夜盤交易成交口數之統計資料，
並得於日盤查詢未沖銷部位口數之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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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作業面之規劃(2)

 現行契約調整生效作業

 現行期貨契約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營業日約17:00，本公司將
配合分派現金股利或分配收益調整作業，產生調整買方權益數
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之名冊，並於契約調整生效日7:00前，
依前日部位餘額調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

 期貨商應依據契約調整內容，於日盤開盤前依前日部位餘額，
配合調整交易人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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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作業面之規劃(3)

 ETF期貨納入夜盤交易商品之契約調整生效作業

 ETF期貨納入夜盤交易商品者，遇標的受益憑證分配收益，本
公司將於契約調整生效前一營業日約15:30，依日盤部位餘額調
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並產生名冊

 期貨商應依據契約調整內容，於夜盤開盤前依日盤部位餘額，
配合調整交易人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

 倘遇受益憑證發行公司於契約調整生效日前一營業日，公告調
整分配收益內容，本公司將於契約調整生效日7:00前，依前日
部位餘額調整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

 期貨商應依據契約調整內容，於日盤開盤前依前日部位餘額，
配合調整交易人買方權益數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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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商對交易人風險控管

 保證金收取方式

 同日盤交易時段，依本公司公告之保證金金額及計收方式收取

 遇保證金調整時，生效時點同現行，於公告日之次一日盤結束
後起實施，生效日夜盤之未沖銷部位及新增委託所需保證金，
以調整後之保證金標準計算

 ETF期貨契約為夜盤交易時段「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考量ETF期貨契約標的(臺股ETF及陸股ETF)於夜盤交易時段未
開盤，比照臺股期貨，指定本商品為「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夜盤交易時段倘交易人帳戶權益數低於維持保證金，且僅留有
本商品等「豁免代為沖銷商品」之部位時，期貨商無須發出高
風險帳戶通知；風險指標達代為沖銷標準時，期貨商無須沖銷
本商品等豁免代為沖銷商品

 有關期貨商計算交易人帳戶「權益數」、「風險指標」等相
關風險專有名詞之計算，應依期貨公會相關規定辦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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