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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EX 台灣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台灣指數期貨 

TX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盤後：15:00~次日 05:0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200 NTD 1 點=NTD200 現金結算 指數 

電子指數期貨 

TE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盤後：15:00~次日 05:0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4000NTD 0.05 點=NTD200 現金結算 指數 

金融指數期貨 

T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1000NTD 0.2 點=NTD200 現金結算 指數 

小型台灣指數期貨 

MTX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盤後：15:00~次日 05:0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50NTD 1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小型電子期貨 

ZE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盤後：15:00~次日 05:0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500NTD 0.05 點=NTD25 現金結算 指數 

小型金融期貨 

ZF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250NTD 0.2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東證期貨 

TJF  

08:00-16:15 最近兩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200NTD 0.25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X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X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E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E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mTX
https://www.taifex.com.tw/cht/2/mTX
https://www.taifex.com.tw/cht/2/zE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zE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zF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zF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J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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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EX 台灣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美國道瓊期貨 

UDF  

08:45-13:45 

盤後：15:00~次日 05:00 
連續四個季月 指數*20NTD 1 點=NTD20 現金結算 指數 

美國標普 500 期貨 

SPF  

08:45-13:45 

盤後：15:00~次日 05:00 
連續五個季月 指數*200 NTD 1 點=NTD200 現金結算 指數 

美國那斯達克 100 指數期

貨 

UNF  

08:45-13:45 

盤後：15:00~次日 05:00 
連續五個季月 指數*50NTD 1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英國富時 100 指數期貨 

F1F  

08:45-13:45 

盤後：15:00~次日 05:00 
連續四個季月 指數*50NTD 1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黃金期貨 

GDF  

08:45-16:15 

盤後：17:25~次日 05:00 

自交易當月起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10 金衡制盎司 US$0.1/金衡制盎司=1 美元 現金結算 金屬 

非金電期貨 

XI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100NTD 1 點=NTD100 現金結算 指數 

櫃買期貨 

GT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4000NTD 0.05 點=NTD200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aifex.com.tw/cht/2/uD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uD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P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P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uN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uN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uN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f1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f1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gD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gD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I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I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gT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g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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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EX 台灣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富櫃 200 指數期貨 

G2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50NTD 1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臺灣生技期貨 

BT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50NTD 1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臺灣永續期貨 

E4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100NTD 1 點=NTD100 現金結算 指數 

臺幣黃金期貨 

TGF  

08:45-16:15 

盤後：17:25~次日 05:00 

自交易當月起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10 台兩 

(100 台錢、375 公克) 

最小升降單位為新臺幣 0.5 元/台錢 

(新臺幣 50 元) 

現金結算/ 

實物交割 
金屬 

股票(ETF)期貨契約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陸股 ETF 期貨) 

最近兩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2,000 股標的證券為股票

或 10,000 受益權單位標

的證券為指數股票型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者(但依規

定為契約調整者，不在此

限) 

●標的證券為股摽者價格未滿 10 元：

0.01 元；10 元~未滿 50 元：0.05 元；

50 元~未滿 100 元：0.1 元；100 元~未

滿 500 元：0.5 元；500 元~未滿 1000

元：1 元；1000 元以上：5 元(每點為新

台幣 2000 元；依規定為契約調整者，不

在此限) 

●標的證券為指數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者價格未滿 50 元：0.01 元 50 元以

上：0.05 元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aifex.com.tw/cht/2/g2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g2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bT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bT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e4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e4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G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tG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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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EX 台灣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歐元兌美元期貨 

XEF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4:00) 

盤後：17:25~次日 05:00 

四個季月 20,000 歐元 0.0001 美元/歐元（2 美元） 現金結算 外匯 

美元兌日圓期貨 

XJF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4:00) 

盤後：17:25~次日 05:00 

四個季月 20,000 美元 0.01 日圓/美元（200 日圓） 現金結算 外匯 

英鎊兌美元 

XBF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4:00) 

盤後：17:25~次日 05:00 

四個季月 20,000 英鎊 0.0001 美元/英鎊=2 美元 現金結算 外匯 

澳幣兌美元 

XAF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4:00) 

盤後：17:25~次日 05:00 

四個季月 25,000 澳幣 0.0001 美元/澳幣=2.5 美元 現金結算 外匯 

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RHF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1:00) 

盤後：17:25~次日 05:00 

最近兩個月份與最近四個季月 100,000 美元 人民幣 0.0001 元/美元=人民幣 10 元 現金結算 外匯 

小型美元兌人民幣期貨 

RTF 

08:45-16:15 

(最後交易日 08:45-11:00) 

盤後：17:25~次日 05:00 

最近兩個月份與最近四個季月 20,000 美元 人民幣 0.0001 元/美元=人民幣 2 元 現金結算 外匯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E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E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J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J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B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B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A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xA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rH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rH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rT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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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FEX 台灣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布蘭特原油期貨 

BRF 

08:45-13:45、 

盤後：15:00~次日 05:00 

(到期契約最後交易日-歐美

夏令至 02:30、歐美冬令至

03:30) 

連續三個月份及 

一個 6 月與一個 12 月 
200 桶 0.5 點=NTD100 現金結算 能源 

航運期貨 

SH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1000NTD 0.05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半導體 30期貨 

SOF 

08:45-13:45 

(最後交易日 08:45-13:30) 

盤後：15:00~次日 05:00 

最近三個月份與最近三個季月 指數*50NTD 1 點=NTD50 現金結算 指數 

 

HKFE 香港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H 股指數期貨 

HHI  

 

T 盤 

09:15-12:00 

13:00-16:30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50 港幣×指數 1 點=50 港幣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aifex.com.tw/cht/2/bR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bR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H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H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OF
https://www.taifex.com.tw/cht/2/sOF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China-Enterprises-Index/Hang-Seng-China-Enterprises-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HHI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China-Enterprises-Index/Hang-Seng-China-Enterprises-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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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FE 香港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恆生指數期貨 

HSI  

(LTD-16:00) 

如遇半天交易 09:15-12:30 

 

T+1 盤 

17:15-03:00(隔日)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50 港幣×指數 1 點=50 港幣 現金結算 指數 

恆生科技指數期貨 

HTI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50 港幣×指數 1 點=50 港幣 現金結算 指數 

小 H 股指數期貨 

MCH  

T 盤 

09:15-12:00 

13:00-16:30 

(LTD-16:00) 

如遇半天交易 09:15-12:30 

T+1 盤 

17:15-03:00(隔日)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10 港幣×指數 1 點=10 港幣 現金結算 指數 

小型恆生指數期貨 

MHI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10 港幣×指數 1 點=10 港幣 現金結算 指數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指數 

MCA 

T 盤 

09:15-16:30(LTD-15:00) 

T+1 盤 

17:15-03:00(隔日)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四個季月 
25 美元×指數 1 點=2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HIS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HIS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TECH-Index-Futures-and-Options/Hang-Seng-TECH-Index-Futures?sc_lang=zh-HK#&product=HTI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TECH-Index-Futures-and-Options/Hang-Seng-TECH-Index-Futures?sc_lang=zh-HK#&product=HTI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China-Enterprises-Index/Mini-H-shares-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CH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China-Enterprises-Index/Mini-H-shares-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CH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Min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HI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Hang-Seng-Index-(HSI)/Mini-Hang-Seng-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HI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MSCI-Indexes/MSCI-Indexes/APAC-Emerging-Market-Single-Country/Price-Return/MSCI-China-A-50-Connect-(USD)-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CA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MSCI-Indexes/MSCI-Indexes/APAC-Emerging-Market-Single-Country/Price-Return/MSCI-China-A-50-Connect-(USD)-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CA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Listed-Derivatives/Equity-Index/MSCI-Indexes/MSCI-Indexes/APAC-Emerging-Market-Single-Country/Price-Return/MSCI-China-A-50-Connect-(USD)-Index-Futures?sc_lang=en#&product=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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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X 日本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日經 225 指數 

JNI  

T 盤 07:45-14:15 

(收盤前集合競價時段：

14:10-14:15) 

 

T+1 盤 15:30-05:00 

(收盤前集合競價時段：

04:55-05:00) 

3.6.9.12 1000 日圓 x 指數 10 點=10000 日圓 現金結算 指數 

MINI 日經 225 指數 

JNM  

3.6.9.12 100 日圓×指數 5 點=500 日圓 現金結算 指數 

東證指數 

JTI  

T 盤 07:45-14:15 

(收盤前集合競價時段：

14:10-14:15) 

 

T+1 盤 15:30-05:00 

(收盤前集合競價時段：

04:55-05:00) 

3.6.9.12 

(連續五個季月) 
10000 日圓 x 指數 0.5 點=5000 日圓 現金結算 指數 

小東證指數 

JTM  

3.6.9.12 

(連續三個季月) 
1000 日圓 x 指數 0.25 點=250 日圓 現金結算 指數 

日本十年債 

JGB 

07:45-10:02 

最後 2 分鐘集合競價 

11:30-14:02 

最後 2 分鐘集合競價 

14:30-次日 05:00(T+1) 

3.6.9.12 

(連續三個季月) 
1 億日圓 0.01 點=10,000 日圓 實物交割 利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225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225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225mini/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225mini/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topix-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topix-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mini-topix-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domestic/mini-topix-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jgb/jgb-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jgb/jgb-futures/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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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X 日本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小黃金 

JAM 

T 盤 

07:45-14:15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100g 1 日圓/公克=100 日圓 現金結算 金屬 

黃豆 

JAS 

T 盤 

07:45-14:15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25,000kg 10 日圓/1000 公斤=250 日圓 實物交割 農產品 

黃金 

JAU 

T 盤 

07:45-14:15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1,000g 1 日圓/公克=1000 日圓 實物交割 金屬 

玉米 

JCR 

T 盤 

07:45-14:15 
連續六個奇數月份 50,000kg 10 日圓/1000 公斤=500 日圓 實物交割 農產品 

鈀金 

JPA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500g 1 日圓/公克=500 日圓 實物交割 金屬 

白金 

JPL 

T 盤 

07:45-14:15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500g  1 日圓/公克=500 日圓 實物交割 金屬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gold-mini-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gold-mini-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agricultural/soybean-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agricultural/soybean-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gold-standard-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gold-standard-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agricultural/corn-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agricultural/corn-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palladium-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palladium-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platinum-standard-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platinum-standard-futures/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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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X 日本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小白金 

JPM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100g 1 日圓/公克=100 日圓 現金結算 金屬 

紅豆 

JRB 

T 盤 

07:45-14:15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月 2,400 公斤 10 日圓/30 公斤=800 日圓 實物交割 農產品 

白銀 

JSV 
連續六個偶數月份  10,000g 0.1 日圓/1 公克=1000 日圓 實物交割 金屬 

東京橡膠 

JRU 

T 盤 

08:00-14:15 

T+1 盤 

15:30-18:00 

連續六個交易月份 5,000kg 0.1 日圓/公斤=500 日圓 實物交割 橡膠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platinum-mini-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platinum-mini-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agricultural/azuki-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agricultural/azuki-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silver-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precious-metals/silver-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rubber/rss3-rubber-futures/01.html
https://www.jpx.co.jp/english/derivatives/products/rubber/rss3-rubber-futures/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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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OM 東京商品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中京石油汽油 

JCA  

T 盤 

07:45-14:15 

 

T+1 盤 

15:30~05:00 

連續六個交易月份 

10 公秉 10 日圓/公秉=100 日圓 實物交割 能源 

原油 

JCO  

50 公秉 10 日圓/公秉=500 日圓 現金結算 能源 

汽油 

JGL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10 日圓/公秉=500 日圓 實物交割 能源 

燃油 

JKE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兩個季月 
10 日圓/公秉=500 日圓 實物交割 能源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chukyo_gasoline.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chukyo_gasoline.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crude_oil.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crude_oil.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gasoline.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gasoline.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kerosene.html
https://www.tocom.or.jp/guide/youkou/kerose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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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X 新加坡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富時中國 A50 指數 

SCN  

T 盤 

09:00-16:35 

T+1 盤 

17:00-05:15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4 個月季月 
1 美元 x 指數 1 點=1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印度指數 

SIN 

T 盤 

09:00-18:15 

T+1 盤 

18:40-05:15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4 個月季月 
2 美元 x 指數 0.5 點=1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日本小債券 

SJB 

T 盤 

07:25-17:15 

T+1 盤 

17:30-05:15 
3,6,9,12 10,000,000 日圓 0.01 點=1000 日圓 現金結算 利率 

新加坡指數 

SSG 

T 盤 

08:30-17:25 

T+1 盤 

17:50-05:15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4 個月季月 
100 新幣 x 指數 0.05 點=5 新幣 現金結算 指數 

日經指數 Nikkei225 

SSI 

T 盤 

07:30-14:30 

T+1 盤 

14:55-05:15 
3,6,9,12 500 日圓 x 指數 5 點=2500 日圓 現金結算 指數 

富時臺灣指數 

TWN 

T 盤 

08:45-13:50 

T+1 盤 

14:15-05:15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12 個月季月 
40 美元 x 指數 0.25 點=10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富時中國 H50 指數 

FCH 

T 盤 

09:00-16:35 

T+1 盤 

17:00-05:15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4 個月季月 
2 美元 x 指數 2.5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富時印尼指數 

FID 

T 盤 

09:00-17:30 

T+1 盤 

17:55~05:15 

連續兩個最近月份 

+4 個月季月 
5 美元 x 指數 1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chinaa50?cc=CN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chinaa50?cc=CN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nifty?cc=IN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nifty?cc=IN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minijgb?cc=JB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minijgb?cc=JB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sgxsimsci?cc=SGP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sgxsimsci?cc=SGP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nikkei225futuresoptions?cc=NK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nikkei225futuresoptions?cc=NK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twnfc?cc=TWN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twnfc?cc=TWN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chinah50?cc=FCH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chinah50?cc=FCH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sgxidftse?cc=FCH
https://www.sgx.com/derivatives/products/sgxidftse?cc=F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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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T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黃豆油 

BO  

08:00-02:20 

(20:45-21:30 間暫停交易) 

1.3.5.7.8.9.10.12 60,000 磅 0.01 點=6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玉米 

C 
3.5.7.9.12 5,000 蒲式耳 1/4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黃豆粉 

SM 
1.3.5.7.8.9.10.12 100 噸 0.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黃豆 

S 
1.3.5.7.8.9.11 5,000 蒲式耳 1/4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小麥 

W 
3.5.7.9.12 5,000 蒲式耳 1/4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燕麥 

O 
3.5.7.9.12 5,000 蒲式耳 1/4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粗米 

RR 

08:00-02:20 

(10:00-21:30 間暫停交易) 
1.3.5.7.9.11 2,000 英擔 1/2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MINI 玉米 

YC 08:00-02:20 

(20:45-21:30 間暫停交易) 

3.5.7.9.12 1,000 蒲式耳 1/8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MINI 黃豆 

YK 
1.3.5.7.8.9.11 1,000 蒲式耳 1/8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soybean-oi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soybean-oi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cor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cor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soybean-mea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soybean-mea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soybea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soybea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wheat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wheat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oats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oats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rough-ric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rough-ric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mini-sized-cor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mini-sized-cor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mini-sized-soybea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grain-and-oilseed/mini-sized-soybea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期貨商品合約規格一覽表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請以交易所公告為準。請投資人於下單前，向您的業務員再次確認最新規格標準。交易專線：(02)7752-1699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Cathay Futures 

   10669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號 19 樓  |  TEL 02-2326-9899  |  https://www.cathayfut.com.tw/                                              資料更新日期：2022/9/30       回目錄 

CBOT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MINI 小麥 

YW 

08:00-02:20 

(20:45-21:30 間暫停交易) 
3.5.7.9.12 1,000 蒲式耳 1/8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5 年美國債券 

FV 

06:00-05:00 

3.6.9.12 100,000 美元 1/128 點=7.8125 美元 實物交割 利率 

2 年美國債券 

TU 
3.6.9.12 200,000 美元 1/256 點=7.8125 美元 實物交割 利率 

10 年美國債券 

TY 
3.6.9.12 100,000 美元 1/64 點=15.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利率 

10 年美國長期債券 

TN 
3.6.9.12 100,000 美元 0.5/32 點=15.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利率 

30 年美國政府債券 

US 
3.6.9.12 100,000 美元 1/32 點=31.25 美元 實物交割 利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agriculture/grains/mini-sized-wheat.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agriculture/grains/mini-sized-wheat.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5-year-us-treasury-not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5-year-us-treasury-not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2-year-us-treasury-not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2-year-us-treasury-not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10-year-us-treasury-not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10-year-us-treasury-not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us-treasury/ultra-10-year-us-treasury-note.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us-treasury/ultra-10-year-us-treasury-note.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30-year-us-treasury-bon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us-treasury/30-year-us-treasury-bon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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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T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30 年美國超長債券 

UB 
06:00-05:00 3.6.9.12 100,000 美元 1/32 點=31.25 美元 實物交割 利率 

微 10 年殖利率 

10Y 
06:00-05:00 2 個連續月 1,000 點 0.001 點=1 美元 現金結算 利率 

小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YM 

06:00-05:00 

3.6.9.12 5 美元 x 指數 1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微型小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MYM 
3.6.9.12 0.5 美元 x 指數 1 點=0.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30 天聯邦基金 

FF 
06:00-05:00 60 個連續月 4167 美元 x 指數 0.0025 點=10.4175 美元 現金結算 利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us-treasury/ultra-t-bond.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us-treasury/ultra-t-bond.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us-treasury/micro-10-year-yield.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us-treasury/micro-10-year-yield.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e-mini-dow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e-mini-dow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dow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dow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stirs/30-day-federal-fund.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interest-rates/stirs/30-day-federal-fund.contractSpe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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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OT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房產指數 

RX 
06:00-05:00 3.6.9.12 100 美元 x 指數 0.1 點=10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CME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澳幣 

AD  

06:00-05:00 3.6.9.12 

100,000 澳幣 0.000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英鎊 

BP 
62,500 英鎊 0.0001 點=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加幣 

CD 
100,000 加幣 0.00005 點=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小歐元 

E7 
06:00-05:00 3.6.9.12 62,500 歐元 0.0001 點=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quities/dow-jones/dow-jones-rei.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quities/dow-jones/dow-jones-rei.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australian-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australian-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british-poun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british-poun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canadian-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canadian-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e-mini-euro-fx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e-mini-euro-fx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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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歐元 

EC 
06:00-05:00 3.6.9.12 125,000 歐元 0.00005 點=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三個月歐洲美元 

ED 
06:00-05:00 3.6.9.12 

2500 美元 x 指數 

(100-三個月倫敦隔夜拆

款利率) 

0.005 點=12.5 美元 現金結算 利率 

日圓 

JY 
06:00-05:00 3.6.9.12 12,500,000 日圓 0.5 點=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微型歐元 

ECM 
06:00-05:00 3.6.9.12 12,500 歐元 0.0001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微型澳幣 

MAD 
06:00-05:00 3.6.9.12 10,000 澳幣 0.0001 點=1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微型英鎊 

MBP 
06:00-05:00 3.6.9.12 6,250 英鎊 0.0001 點=0.6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微型加幣 

MCD 
06:00-05:00 3.6.9.12 10,000 加幣 0.0001 點=1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euro-fx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euro-fx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stir/euro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stir/euro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japanese-ye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japanese-ye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euro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euro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australian-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australian-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british-poun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british-poun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canadian-dollar-us-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e-micros/e-micro-canadian-dollar-us-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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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紐西蘭幣 

NE 
06:00-05:00 3.6.9.12 100,000 紐幣 0.000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歐元/日幣 

RY 
06:00-05:00 3.6.9.12 125,000 歐元 0.01 點=1,250 日圓 實物交割 匯率 

瑞士法郎 

SF 
06:00-05:00 3.6.9.12 125,000 瑞朗 0.0001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墨西哥披索 

MP 
06:00-05:00 3.6.9.12 500,000 披索 0.00001 點=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日經 225 

NK 
06:00-05:00 3.6.9.12 5 美元 x 指數 5 點=2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肉牛 

FC 
21:30-02:05 1.3.4.5.8.9.10.11 50,000 磅 0.025 美分=12.5 美元 現金結算 農產品 

活牛 

LC 
21:30-02:05 2.4.6.8.10.12 40,000 磅 0.025 美分=10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new-zealand-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new-zealand-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euro-fx-japanese-ye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euro-fx-japanese-yen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swiss-franc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fx/g10/swiss-franc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fx/emerging-market/mexican-peso.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fx/emerging-market/mexican-peso.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international-index/nikkei-225-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international-index/nikkei-225-dolla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livestock/feeder-cattl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livestock/feeder-cattl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livestock/live-cattl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livestock/live-cattl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期貨商品合約規格一覽表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請以交易所公告為準。請投資人於下單前，向您的業務員再次確認最新規格標準。交易專線：(02)7752-1699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Cathay Futures 

   10669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號 19 樓  |  TEL 02-2326-9899  |  https://www.cathayfut.com.tw/                                              資料更新日期：2022/9/30       回目錄 

CME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瘦豬 

LH 
21:30-02:05 2.4.5.6.7.8.10.12 40,000 磅 0.025 美分=10 美元 現金結算 農產品 

E-MINIS&P500 

ES 

06:00-05:00 3.6.9.12 

50 美元 x 指數 0.25 點=12.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微型 E-MINIS&P500 

MES 
5 美元 x 指數 0.25 點=1.2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E-mini Russell 2000 

RTY 
06:00-05:00 3.6.9.12 50 美元 x 指數 0.1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微型 E-miniRussell2000 

M2K 
06:00-05:00 3.6.9.12 5 美元 x 指數 0.1 點=0.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livestock/lean-hogs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agricultural/livestock/lean-hogs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e-mini-sandp5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e-mini-sandp5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sandp-5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sandp-5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quities/russell/e-mini-russell-2000.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quities/russell/e-mini-russell-2000.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russell-20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russell-20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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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E 芝加哥商業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MINI–NASDAQ100 

NQ 

06:00-05:00 

 

3.6.9.12 

 

20 美元 x 指數 0.25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微型 E-MINI–

NASDAQ100 

MNQ 

2 美元 x 指數 0.25 點=0.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一個月 SOFR 期貨 

SRI 
06:00-05:00 連續 13 個月 4,167 美元 x 指數 

近月 0.0025/10.4175 美元 

其他月 0.005/20.835 美元 
現金結算 利率 

三個月 SOFR 期貨 

SR3 
06:00-05:00 39 個季月 2,500 美元 x 指數 

近 4 月內 0.0025/6.25 美元 

其他月份 0.005/12.5 美元 
現金結算 利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e-mini-nasdaq-1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e-mini-nasdaq-1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nasdaq-1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nasdaq-1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quity-index/us-index/micro-e-mini-nasdaq-100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stir/one-month-sof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stir/one-month-sof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stir/three-month-sof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interest-rates/stir/three-month-sof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期貨商品合約規格一覽表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請以交易所公告為準。請投資人於下單前，向您的業務員再次確認最新規格標準。交易專線：(02)7752-1699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Cathay Futures 

   10669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號 19 樓  |  TEL 02-2326-9899  |  https://www.cathayfut.com.tw/                                              資料更新日期：2022/9/30       回目錄 

NYBOT 紐約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美元指數 

DX 

08:00-05:00 

週一 06:00-05:00 

(LTD-22:16) 

3.6.9.12 1,000 美元 x 指數 0.005 點=5 美元 實物交割 匯率 

可可豆 

CC 
16:45-01:30 3.5.7.9.12 10 噸 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棉花 

CT 
09:00-02:20 3.5.7.10.12 50,000 磅 0.01 點=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咖啡 

KC 
16:15-01:30 3.5.7.9.12 37,500 磅 0.05 點=18.7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凍橘汁 

OJ 
20:00-02:00 1.3.5.7.9.11 15,000 磅 0.05 點=7.5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11 號國際糖 

SB 
15:30-01:00 3.5.7.10 112,000 磅 0.01 點=11.2 美元 實物交割 農產品 

FANG+ 指數期貨 

FNG 

週一 06:00-05:00 

週二-週五 08:00-05:00 
3.6.9.12 FANG+指數 x 50 美元 0.1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小型新興市場指數 

MME 

週一 06:00-05:00 

週二-週五 08:00-05:00 
3.6.9.12 指數 x 50 美元 0.1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194/US-Dollar-Index-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194/US-Dollar-Index-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7/Cocoa-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7/Cocoa-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254/Cotton-No-2-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254/Cotton-No-2-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15/Coffee-C-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15/Coffee-C-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0/FCOJ-A-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0/FCOJ-A-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23/Sugar-No-11-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23/Sugar-No-11-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66380320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66380320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1196851/MSCI-Emerging-Markets-Index-Future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1196851/MSCI-Emerging-Markets-Index-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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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EX 紐約商業交易&COMEX 紐約商品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輕原油 

CL  

06:00-05:00 

連續 72 個月 1,000 桶 0.0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能源 

小輕原油 

QM 
連續 60 個月 500 桶 0.025 點=12.5 美元 現金結算 能源 

微型輕原油 

MCL 
連續 12 個月 100 桶 0.01 點=1 美元 現金結算 能源 

CME 布侖特原油 

BZ 
連續 72 個月 1,000 桶 0.01 點=10 美元 現金結算 能源 

熱燃油 

HO 
連續 36 個月 42,000 加侖 1 點=4.2 美元 實物交割 能源 

天然氣 

NG 
連續 72 個月 10,000mmBtu 0.00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能源 

小天然氣 

QG 
連續 12 個月 2,500mmBtu 0.005 點=12.5 美元 現金結算 能源 

鈀金 

PA 
主要月份:3.6.9.12 100 盎司 0.5 點=50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crude-oil/light-sweet-crud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crude-oil/light-sweet-crud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crude-oil/emini-crude-oi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crude-oil/emini-crude-oi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nergy/crude-oil/micro-wti-crude-oil.contractSpecs.html?utm_source=cmegroup&utm_medium=campaign_page&utm_campaign=micro_wti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nergy/crude-oil/micro-wti-crude-oil.contractSpecs.html?utm_source=cmegroup&utm_medium=campaign_page&utm_campaign=micro_wti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crude-oil/brent-crude-oil-last-day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crude-oil/brent-crude-oil-last-day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refined-products/heating-oi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refined-products/heating-oil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natural-gas/natural-gas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natural-gas/natural-gas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nergy/natural-gas/emini-natural-gas.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markets/energy/natural-gas/emini-natural-gas.contractSpec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palladium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palladium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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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MEX 紐約商業交易&COMEX 紐約商品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白金 

PL 

06:00-05:00 

主要月份:1.4.7.10 50 盎司 0.1 點=5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無鉛汽油 

RB 
連續 36 個月 42,000 加侖 0.0001 點=4.2 美元 實物交割 能源 

黃金 

GC 
2.4.6.8.10.12 100 盎斯 0.1 點=10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微型黃金 

MGC 
2.4.6.8.10.12 10 盎司 0.1 點=1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銅 

HG 
主要月份:3.5.7.9.12 25,000 磅 0.05 點=12.5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白銀 

SI 
主要月份:3.5.7.9.12 5,000 盎司 0.5 點=25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微型白銀 

SIL 
主要月份:3.5.7.9.12 1,000 盎司 0.5 點=5 美元 實物交割 金屬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platinum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platinum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refined-products/rbob-gasolin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energy/refined-products/rbob-gasoline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gol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gol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e-micro-gol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e-micro-gold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base/coppe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base/coppe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silve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silve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silve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cmegroup.com/trading/metals/precious/silver_contract_specifications.html


期貨商品合約規格一覽表 

以下資料僅供參考，請以交易所公告為準。請投資人於下單前，向您的業務員再次確認最新規格標準。交易專線：(02)7752-1699 

 

   國泰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Cathay Futures 

   10669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3號 19 樓  |  TEL 02-2326-9899  |  https://www.cathayfut.com.tw/                                              資料更新日期：2022/9/30       回目錄 

CBOE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波動率指數 

VIX  

06:00-05:00 

(LTD-21:00) 
連續 9 個月 1,000 美元 x 指數 0.05 點=50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小型波動率指數 

VXM 

06:00-05:00 

(LTD-21:00) 
連續 9 個月 100 美元 x 指數 0.01 點=1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ICE_UK 英國洲際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布蘭特原油 

B 

08:00-06:00 

週一 06:00-06:00 
連續 72 個月 1,000 桶 0.01 點=10 美元 現金結算 能源 

 

LIFFE 倫敦金融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FTSE100 時報指數 

FFI 

08:00-04:00 3.6.9.12 10 英鎊 x 指數 0.5 點=5 英鎊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cboe.com/products/futures/vx-cboe-volatility-index-vix-futures/contract-specifications
https://www.cboe.com/products/futures/vx-cboe-volatility-index-vix-futures/contract-specifications
https://www.cboe.com/tradable_products/vix/mini_vix/
https://www.cboe.com/tradable_products/vix/mini_vix/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219/Brent-Crude-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219/Brent-Crude-Futures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8716764/FTSE-100-Index-Future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8716764/FTSE-100-Index-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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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FE 倫敦金融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英國長債 

FLG 
15:00~01:00(次日) 3.6.9.12 100,000 英鎊 0.01 點=10 英鎊 實物交割 利率 

 

Euronext 泛歐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CAC-40 

FCE  

14:00-04:00 連續 3 個月及 3 季月 10 歐元 x 指數 0.5 點=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Eurex 歐洲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FDX 

8:10-04:00 

(LTD-19:00)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25 歐元×指數 1 點=2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迷你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FDXM 

8:10-04:00 

(LTD-19:00) 
5 歐元×指數 1 點=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7650336
https://www.theice.com/products/37650336
https://live.euronext.com/en/product/index-futures/FCE-DPAR/contract-specification
https://live.euronext.com/en/product/index-futures/FCE-DPAR/contract-specification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dax/DAX-Futures-139902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dax/DAX-Futures-139902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dax/Mini-DAX-Futures-139894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dax/Mini-DAX-Futures-13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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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x 歐洲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微型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FDXS 

8:10-04:00 

(LTD-19:00)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1 歐元×指數 1 點=1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歐洲道瓊藍籌 50 

FESX 
8:10-04:00 

(LTD-18:00) 

10 歐元×指數 1 點=10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微型歐洲道瓊藍籌 50 

FSXE 
1 歐元×指數 0.5 點=0.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2 年期歐元債券 

FGBS 

8:10~04:00 

(LTD-18:30)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100,000 歐元 0.005 點=5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5 年期歐元債券 

FGBM 
100,000 歐元 0.01 點=10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10 年期歐元債券 

FGBL 
100,000 歐元 0.01 點=10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30 年期歐元債券 

FGBX 
100,000 歐元 0.02 點=20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blc/EURO-STOXX-50-Index-Futures-16008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blc/EURO-STOXX-50-Index-Futures-16008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Schatz-Futures-13725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Schatz-Futures-13725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Bobl-Futures-13727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Bobl-Futures-13727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Bund-Futures-13729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Bund-Futures-13729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Buxl-Futures-137324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Buxl-Futures-13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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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x 歐洲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藍籌 50 波動率指數 

FVS 

08:10-次日 04:00 

(LTD-18:00) 

8 個連續月 指數×100 歐元 0.05 點=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歐盟銀行指數 

FESB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指數×50 歐元 0.05 點=2.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歐洲 600 指數 

FXXP 
指數*50 歐元 0.1 點=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歐洲 600 銀行指數 

FSTB 

13:50-04:00 

(LTD-18:00)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指數*50 歐元 0.05 點=2.5 歐元 現金結算 指數 

MSCI 中國自由指數 

FMCN 

08:10-04:00 連續 12 個季月 

指數*50 美元 0.1 點=5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MSCI 亞洲新興市場指數 

FMEA 
指數*100 美元 0.1 點=10 美元 現金結算 指數 

法國長期債券 

FOAT 

08:10-04:00 

(LTD-18:30)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100,000 歐元 0.01 點=10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https://www.cathayfut.com.tw/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vol/vstoxx/vstoxx-futures-and-options/VSTOXX-Futures-253604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vol/vstoxx/vstoxx-futures-and-options/VSTOXX-Futures-253604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esf/EURO-STOXX-Banks-Futures-94731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esf/EURO-STOXX-Banks-Futures-94731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bmc/STOXX-Europe-600-Index-Futures-25378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bmc/STOXX-Europe-600-Index-Futures-253788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sif/STOXX-Europe-600-Banks-Futures-253782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stx/sif/STOXX-Europe-600-Banks-Futures-253782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msc/country/MSCI-China-Free-Index-Futures-254070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msc/country/MSCI-China-Free-Index-Futures-254070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msc/regional/MSCI-Emerging-Markets-Asia-Index-Futures-25433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dx/msc/regional/MSCI-Emerging-Markets-Asia-Index-Futures-25433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OAT-Futures-137416
https://www.eurex.com/ex-en/markets/int/fix/government-bonds/Euro-OAT-Futures-13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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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x 歐洲期貨交易所 

商品名稱 

(商品代碼) 

台灣時間 

(電子盤) 
交易月份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單位 交割方式 類別 

義大利 10 年債券 

FBTP 
14:00-01:00 

(LTD-18:30)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100,000 歐元 0.01 點=10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義大利 2 年債券 

FBTS 

3,6,9,12 

僅會掛牌三個季月 
100,000 歐元 0.01 點=10 歐元 實物交割 利率 

瑞士 SMI 指數 

FSMI 

13:50-04:00 

(LTD-15:00) 
連續 9 個季月 指數×10 瑞郎 1 點=10 瑞郎 現金結算 指數 

 

https://www.cathayfu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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