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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棄「新」轉「港」，台指三國鼎立時代來臨！

• 2020/5/27日香港交易所公布已與MSCI Limited簽訂協議，MSCI同意授權香港期交所
使用MSCI亞洲及新興市場股票指數，有關指數將在香港期交所初步推出37檔期貨及期
權合約，消息引發市場震撼。

• 此次調整商品範圍包含(但不限)MSCI新興市場亞洲指數、MSCI中國自由指數、MSCI日
本指數、MSCI台灣指數（也就是摩台指）、MSCI新加坡指數及MSCI印度指數。新加
坡交易所相關商品將於明年2月後不接受新建契約，未平倉合約可持有至結算或平倉為
止。

• 為填埔MSCI轉移至港交所後成交量流失衝擊，新交所擬推出類似商品予以抗衡，其中
和台灣關聯度最高的便是「富時台灣指數期貨」，將與轉移至港交所的「摩台期」、台
灣期交所的「台指期」形成三雄並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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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晟(MSCI) 與富時(FTSE)概況簡介

明晟(MSCI) 富時(FTSE)

全球指數發行量 2,849 3,928

發行國家數 83 80

資產管理規模 7,939億(美元) 5,881億(美元)

全球市場普及率 全球股票市場的77% 全球股票市場的80%

國家分類方式
國家分類方式有些微不同

例如:MSCI將韓國列為開發中國家 ; 富時將韓國列為已開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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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台電子佔比較高，富台各產業較為平衡

• 以產業別觀察，半導體(含設備)佔摩台權重近半，故當半導體產業出現波動，容易使摩
台同步出現較大的漲跌走勢。

• 富台成分中，民生用品比較為三者中最高，故當食品、相關民生消費提升，較易拉動富
台走勢。

台指 摩台 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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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權重股佔比

• 近年隨著台積電市值不斷膨脹，使台積電佔指數權重日益走高；富台指則是有單一個股
權重20%上限限制，使成分股權重較為分散，單一個股漲跌對指數影響程度相對較低。

富台受單一個股上限影響，權重較為分散

台指 MSCI 富時

公司名稱 權重 公司名稱 權重 公司名稱 權重

台積電 30.6 台積電 46.1 台積電 19.1

鴻海 3.5 鴻海 4.6 聯發科 6.2

聯發科 3.1 聯發科 4.5 鴻海 6.1

台塑化 1.9 聯電 1.9 台達電 2.7

中華電 1.7 台達電 1.7 聯電 2.6

台達電 1.5 南亞 1.4 台塑 2.2

台塑 1.3 中華電 1.3 南亞 2.1

南亞 1.3 台塑 1.3 富邦金 1.9

國泰金 1.3 富邦金 1.2 中華電 1.8

聯電 1.3 國泰金 1.2 國泰金 1.7

合計 47.3 合計 65.2 合計 46.5

資料日期 : 20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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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長期報酬率相近，富時波動率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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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近五年累積報酬率，台指、富台及摩台具有相近的累積報酬率與相關性，但在波動
度上，富時略高於其於兩者。

• 對短線交易者，尤其是當沖交易人來說，具有較高的波動度相對來說較可發現交易機會，
其中不論是富台或是摩台波動度都較台指來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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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合約規格比較
台指期(TX) 摩台期(MTW) 富台期(TWN)

交易所 TAIFEX HKF SGX

最小跳動值 1點=$200 0.1點=$10 0.25點=$10

契約市值(7/3) $3,431,600 約當台幣$1,963,080 約當台幣$1,718,835

原始保證金/槓桿 $167,000 / 20.5 $2,750 / 25 $2,310 / 26.1

合約月份 最近3個月+3個季月 最近2個月+4個季月 最近2個月+12個季月

交易時段
0845~1345

1500~0500(T+1)
0900~1600

1715~0300(T+1)
0845~1350註1

1415~0515(T+1)

漲跌幅限制 ±10%
一般盤無漲跌幅限制
盤後時段±5%

±10%-±15%註2

最後交易日 合約月第三個星期三
合約月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若台灣休市則提前一日

合約月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結算價
結算日1300~1330加權指數簡

單算術平均數
結算日1301~1325每分鐘採計1次指數點，
並加計收盤指數以簡單算術平均數計算

幣別 TWD USD

備註 2020.07.06上市 2020.07.20上市

資料日期 : 2021.4.16

註1：0845~1345為逐筆交易；1345~1350為集合競價
註2：觸及10%後10分鐘，漲跌幅限制放寬至15%；最後交易日無漲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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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台指/摩台的價差交易策略頗為盛行，主要透過兩者漲跌差異、價格反映速度及籌
碼變化衍生出許多策略。

• 未來將併行的三大台指則存在著更多的開發交易策略的可能，投資人可從以下幾個面向
嘗試挖掘新的交易機會或建立避險部位：

三大台指將可衍生出更多交易策略

◼ 交易時段：摩台的交易時段為0900-1600，和台指及富台差異較大。若開、收盤時
價格波動放大，與其他兩者漲跌幅度有異，或可從中尋找到收斂或發散價差交易的
機會。

◼ 成分不同：富台成分股較為分散，故漲跌走勢和成分高度集中電子的摩台可能會有
較大的差異，投資人可透過對於不同產業的強弱走勢預期，建立雙邊價差策略。

◼ 漲跌限制：台指漲跌幅限制為10%；富台則為兩階段10%、15%限制；摩台於一般
交易時段則無漲跌幅限制。若持有台指或富台部位，當遇到大波動時，可透過摩台
無漲跌幅限制特性，建立反向部位，控制整體曝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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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 台灣期貨市場近年持續蓬勃發展，除成交量日益提升之外，各項交易制度也趨於完善。
在延長交易時段後更能與國際接軌，使台指成為各大法人的首選標的。

• 在MSCI商品轉移至港交所後，新交所推出富時指數迎戰，使台指商品增為三項並分別
於不同市場掛牌交易，有助於提升台指國際能見度，並能活絡台指市場，對於未來發展
將有正面助益。

• 三大台指受到指數成分、交易時段及交易所制度的差異影響，使三者各具特色。若投資
人能把握三者的特點並善加運用，相信當能從中創造更多的交易機會。

• 目前摩台及富台尚需六個月觀察期，在主管機關確認過流動性後方能核准在台上市，，
投資人可趁這段時間多多關注摩台與富台熟悉商品規格與特性，待開放交易後即可納入
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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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宣言、警語

• 期貨及選擇權交易財務槓桿高，交易人請慎重考量自身財務能力，並特別留意控管個人部位及投資風險。

• 投資人仍應獨立判斷及行使交易決定，所有交易衍生之風險及利益，由投資人自行負擔與享有。

• 本投資報告之內容取材自據信為可靠之資料來源，但概不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對資料之準確性、完整性及正確性做出任
何陳述或保證。對於報告載述意見進行更改與撤回並不另行通知。

• 本研究報告所載之投資資訊，僅提供客戶作為一般投資參考，並非針對特定對象提供專屬之投資建議。文中所載資訊或任
何意見不構成任何買賣有價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投資標的之邀約、宣傳或引誘等事項。對於本投資報告所討論或
建議之任何投資標的，或文中所討論或建議之投資策略，投資人應就其是否適合本身財務狀況與投資條件，進一步諮詢財
務顧問的意見。

• 本投資報告並非(且不應解釋為)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任何非依法從事證券、期貨經紀或交易人士或公司，為該管轄區內
從事證券、期貨經紀或交易之游說。

• 本投資報告內容屬統一期貨投顧之著作權，嚴禁抄襲與仿造。



copyright@統一期貨

統一期貨各據點資訊

台北總公司

電話： (02)2748-8338

地址：台北市東興路8號B1之1

103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

台中分公司

電話： (04)2202-5006

地址：台中市進化北路369號5樓

102年金管期分字第012號

台南分公司

電話：(06) 208-2088 

地址：台南市開元路280號6樓

100年金管期分字第002號

高雄分公司

電話： (07) 222-2788 

地址：高雄市中正三路55號13樓之1 

104年金管期分字第0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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