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00 ADV

交易優勢 

流動性高且全球知名的市場  
場內成交活絡、買賣價差窄

交易所掛牌商品  
透過交易所中央清算功能，降低交易對手風險與 

獲得最佳價格透明度

有效投資德國市場的工具 
建立對於德國股票市場 30 家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的部位

涵蓋各時區的交易時段 
提供橫跨亞洲、歐洲、美洲時區的交易與清算功能

您進入德國股市的途徑

德國指數 DAX® 是德意志交易所的德國藍籌股指數 — 也是在歐洲 

最有效率的股市之一。德國指數涵蓋 30 家市值最大及交投最活躍的

德國公司。

歐洲期貨交易所提供的德國指數系列衍生品，包含德國指數 DAX®、德國中型指數 

MDAX®、德國科技指數 TecDAX® 及德國股息指數 DivDAX® 期貨及選擇權，皆為具高流 

動性的金融商品，以及小型德國指數期貨 Mini-DAX®，合約規模 5 歐元一點，更符合一般

投資者的投資需求。

德國中型指數和德國科技指數期貨及選擇權可讓您更便捷地接觸德國創新以及國際認 

可之工業和科技技術市場。德國股息指數包含德國指數最高股息收益率的上市公司。

隨著德國指數不斷攀升，德國指數期貨的名目值約亦水漲船高，遠高於全球同類型的 

指數期貨產品。這為投資人帶來避險上的重大挑戰，特別對於結構性產品。同時，中小

型機構投資者與個人投資者也無法積極利用德國指數期貨建立市場部位。

因此，歐洲期貨交易所推出小型德國指數  Mini-DAX® 期貨: 該合約規格僅為 

原先德國指數期貨合約規格的五分之一，為全球客戶提供更精準建立德國市場

投資組合的工具。

交易合約 

2020 年德國股指衍生品 DAX® 的日均量

德國指數系列衍生性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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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標的

股指類別

歐洲期貨交易所 
期貨產品代碼

彭博代碼 

路透代碼 

合約價值 
(每指數點)

最小波動單位  
(點數)

最小波動單位 
(價值)

合約規格

結算

最終結算價格

最終結算日

最後交易日

交易時間 

進場服務 –   
場外巨額交易  
最小交易單位

交易日程

德國指數 DAX® 

期貨及選擇權

德國指數 DAX® 

總回報以歐元計價 

期貨: FDAX  
選擇權: ODAX1

期貨: GXA Index 
選擇權: DAX Index OMON

期貨: 0#FDX: 
選擇權: 0#FDX*.EX

期貨: 25 歐元 
選擇權: 5 歐元

期貨: 0.52 
選擇權: 0.1

期貨: 12.50 歐元 
選擇權: 0.50 歐元

德國股指期貨: 最長可達 9 個月; 德國股指選擇權: 最長可達 5 年; 其他選擇權: 最長可達 2 年

以現金結算

股指以當日拍賣價格計算

契約到期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契約到期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期貨: 歐洲中部時間早上 01:15 至晚間 22:00;  選擇權: 歐洲中部時間早上 8:50 至晚間 17:30 
期貨: 歐洲中部時間早上 01:15 至晚間 22:00;  選擇權: 歐洲中部時間早上 8:50 至晚間 19:00 (進場服務)

期貨: 250 
選擇權: 500 

歐洲期貨交易所之所有營業交易日

小型德國指數  
Mini-DAX® 期貨 

期貨: FDXM 

期貨: DFWA Index 

期貨: 0#FDXM: 

期貨: 5 歐元 

期貨: 1 

期貨: 5 歐元 

 

期貨: 500

 

德國中型指數   
MDAX® 期貨及選擇權

德國中型指數 MDAX® 

期貨: F2MX 
選擇權: O2MX

期貨: MFA Index 
選擇權: MDAX Index OMON

期貨: 0#MDAX: 
選擇權: 0#MDAX*.EX

期貨: 5 歐元 
選擇權: 5 歐元

期貨: 1 
選擇權: 0.1

期貨: 5 歐元 
選擇權: 0.50 歐元

 

期貨: 50 
選擇權: 50

德國科技指數   
TecDAX® 期貨及選擇權

德國科技指數 TecDAX® 

期貨: FTDX 
選擇權: OTDX

期貨: TDXP Index 
選擇權: TDXP Index OMON

期貨: 0#FTDX: 
選擇權: 0#FTDX*.EX

期貨: 10 歐元 
選擇權: 10 歐元

期貨: 0.5 
選擇權: 0.1

期貨: 5 歐元 
選擇權: 1 歐元

 

期貨: 100 
選擇權: 100 

德國股息指數   
DivDAX® 期貨及選擇權

德國股息指數 DivDAX® 

期貨: FDIV 
選擇權: ODIV

期貨: FDIA Index 
選擇權: DDAXK Index OMON

期貨: 0#GSUK: 
選擇權: 0#ODIV*.EX

期貨: 200 歐元 
選擇權: 200 歐元

期貨: 0.05 
選擇權: 0.01

期貨: 10 歐元 
選擇權: 2 歐元 

 

期貨: 100 
選擇權: 100 

1 持倉信息披露要求為 5000 手
2 2020 年 12 月 21 日後，德國藍籌股指 DAX® 期貨合約的最小價格價位將被調整為 1

德國股指系列衍生品 — 產品規格覽表

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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