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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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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證資訊揭露平台簡介

權證資訊揭露平台為提供一般投資人取得上市、櫃

權證（不含牛熊證）基本資料、隱含波動率與流動性資

訊等收盤後資訊的管道。

一   投資人可依據本身投資期間及風險偏好，選擇適當

之權證。

二   投資人可依據券商造市報價穩定度、買賣價差及權證

委託買（賣）量等，選擇適當發行人所發行之權證。

三    投資人可依據收盤後隱含波動率判斷該權證收盤價

格是否合理，作為選擇權證之參考。

四   權證資訊揭露平台旨在提供多面向且具整合功能之

權證流動量提供者報價資訊，可作為投資人進行權

證相關投資研究之參考，但不作任何權證買賣之推

薦與建議，使用者依網站資訊或資料內容進行任何

投資行為所產生之風險及盈虧，需完全自行負責。

每天股票市場上有上千檔權證，

我該怎麼選擇才好 ?Q

我推薦您上權證資訊揭露平台的網

站，資訊揭露平台可以查詢權證的

隱含波動率、判斷券商的報價穩定

度以及收盤隱含波動率等等有用的

資訊。請上權證資訊揭露平台網站：

http://warrants.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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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平台上可以找到什麼有

用的資訊 ?

Q

您可以由過去一段時間的隱含波動

率，判斷券商造市穩定度；或是找尋

買賣價差較小之權證，選擇交易成本

較低之權證；也可以由每日收盤隱含

波動率來判斷權證的價格偏離程度是

否過大。 Q

揭露資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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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隱含波動率資訊 收盤波動率資訊流動性資訊

標的證券歷史波動率圖



一   基本資料 資訊 說明 投資人使用

權證代號

上市認購權證代號自 030001至 089999，上市認
售權證代號自 03001P至 08999P。上櫃認購權
證代號自 730001至 789999，上櫃認售權證代號
自 73001P至 78999P。

取得權證代號資

料

權證名稱 權證名稱顯示發行證券商。
取得發行證券商

名稱

距到期日 權證距到期日前之剩餘天數。
選擇投資天期適

合之權證

價內外程度

（1）  價平：權證履約價格等於標的證券價格。
（2）  價外： 認購（售）權證履約價格大（小）於

標的證券價格。

（3）  價內： 認購（售）權證履約價格小（大）於
標的證券價格。

選擇履約價格適

合之權證

行使比例 一單位的權證可以表彰多少數量的股票。
選擇行使比例適

合之權證

二   隱含波動率（IV）

資訊：

由於各家券商所發行

的權證之履約價格、到期

日等不盡相同，因此以隱

含波動率來衡量券商造市

價格，可以以同一基準點

比較，較為客觀。

資訊 說明 投資人使用

委買（賣）隱波

當日隨機抽樣流動量提供者報價

中，多筆最佳一檔委託買進（賣

出）價格所反推之隱含波動率之

平均數。

比較各檔權證之買（賣）價波動

率，助於選擇波動率較低之權證。

一段時間買 1 （賣 1） IV

依使用者選取期間，計算該期間

流動量提供者每日最佳一檔委託

買進（賣出）價格所反推之隱含

波動率之平均數。

比較一段時間內各檔權證之買

（賣）價波動率，助於選擇一段

期間波動率較低之權證。

一段時間買 1（賣 1） IV最大
變動值

使用者選取期間內每日最佳一檔

委託買進（賣出）價格所推算之

隱含波動率，其最大委買（賣）

隱波減去最小委買（賣）隱波之

差值。

差值愈小表示流動量提供者報價

波動率愈穩定。

一段時間委託買賣波動率差值

依使用者選取之期間內，第一天

之最佳一檔委託賣出價格所推算

之隱含波動率，減去最後一天之

最佳一檔委託買進價格所推算之

隱含波動率。

投資人可藉此了解選取期間內買

賣權證所產生之波動率成本；差

值愈小，成本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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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說明 投資人使用

買賣

價差檔數

隨機抽樣流動量提供

者報價中，最佳一檔委

託買進與賣出價格之

平均價差檔數。

價差檔數愈小者顯示該

權證之買賣成本較低。

買賣

價差比

隨機抽樣流動量提供

者報價中，以多筆最

佳一檔委託買進與賣

出價格價差除以賣出

價格所得之比例，計

算平均比例。

此買賣價差比率可顯示

交易權證時，權證買賣

價差交易成本占投資金

額之比例；比例愈小，

交易成本愈低。

委託

買（賣）量

隨機抽樣流動量提供

者報價中，最佳一檔

委託買進（賣出）數

量之均量。

最佳一檔委託買進（賣

出）數量之均量愈大

者，流動性愈高。

資訊 說明 投資人使用

收盤隱波 市場收盤價

所反推之隱

含波動率。

若收盤隱波與流動量提供者

所報之委買隱波差距大，則

投資人需特別注意該檔權證

之市價偏離程度。

收盤與委

買隱波間

之差距

權證收盤價

之隱含波動

率減流動量

提供者所申

報之委買隱

含波動率。

差異愈小者，其市價與流動

量提供者報價愈貼近，差異

愈大者，該權證受市場買賣

力道影響愈大，權證之市價

偏離程度也愈大。

四  收盤波動率資訊：
由市場收盤價反推之波動率資訊，可觀察權

證市價與流動量提供者報價之偏離程度。

五  標的證券歷史波動率圖：
提供標的證券之短中長（30/60/90）

天期歷史波動率資訊，使用者可自行了解

標的證券歷史波動率之趨勢。

三  流動性資訊：
權證的流動性越佳，表示投資人較容易在市

場上交易權證，買、賣之間付出的成本相對較小。

資料真豐富，像是一段時間委託買

賣波動率差值，或是買賣價差檔數

等，都是我在別的權證網站上所沒

見過的資訊。

對啊，很有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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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選項

一  權證資訊總表：
1.  為本網站預設畫面。
2.   操作時，使用者可由「搜尋條件」中輸入標的證券代碼，
直接進行搜尋。

3.   亦可同時選擇「發行人」、「距到期日」、「價內外程度」、
「認購或認售」、「一段時間」等條件進階搜尋。

二   注意事項：使用資訊揭露平台須注意之事項。

三  項目說明：提供揭露資訊項目之說明。

四  平台使用手冊：資訊揭露平台使用手冊。

五  相關連結：
1.  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beta.twse.com.tw/mops/web/index
2. 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 //www.twse.com.tw/ch/stock_search/warrant_search.php
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網站：
 http: //www.otc.org.tw/ch/extend/warrant/warrant_info.php

Q

操作功能說明

聽起來真是太棒了，您

可以教我如何使用這個

平台嗎？
Q

當然囉，讓我為您介紹

平台的操作功能！

功能選項搜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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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如此，那您可以

教我如何找到我想要

的權證嗎 ?
Q

沒問題，請跟我的步驟，

一步一步來 !

投資人使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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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距到期日較長且流動量提供者報

價波動率較穩定之認購權證

王君看好台積電未來 3-6個月將有較大的上漲幅

度，故欲尋找以台積電為投資標的、距到期日介於 90-

180天且流動量提供者報價波動率較穩定的認購權證。

操作步驟為：

1. 於搜尋條件輸入：
 ① 台積電代號 （2330）
 ② 「距到期日」選取「90天至 180天」
 ③ 選取「認購」權證
 ④ 「一段時間」選取期間「兩個月」
 ⑤  點選「查詢」
2.  符合上述搜尋條件之權證出現後，點選「一段時間買

1 IV最大變動值」排序

螢幕將顯示以台積電為標的之權證，距到期日介於 90
天至 180天，且依「一段時間買 1 IV最大變動值」由小
至大排序，差值愈小表示流動量提供者報價波動率愈穩

定。投資人可依據本身需求，選擇適合之權證。

範例 1

步驟1-

步驟2

步驟1- 步驟1- 步驟1- 步驟1-



尋找買賣價差較小（交易成本較

低）之權證

王君欲尋找以台積電為投資標的，且買賣價

差較小（交易成本較低）之權證。操作步驟為：

1. 於搜尋條件輸入台積電代號 （2330）
2. 點選「查詢」
3.  符合上述搜尋條件之權證出現後，點選「買賣價
差比」進行排序。

螢幕將顯示以台積電為標的之權證，且買賣價差比

由小至大排序，投資人可依本身需求，選擇買賣價

差較小之權證。

範例 2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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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尋找「AA證券」所發行，且當日
造市報價與市價差異較小之權證

王君欲尋找以台積電為投資標的，「AA證

券」所發行，且當日造市之報價與市價差異較

小之權證。操作步驟為：

1. 於搜尋條件輸入台積電代號 （2330）
2. 在「發行人」選項選擇「AA證券」
3. 點選「查詢」
4.  符合上述搜尋條件之權證出現後，點選「收盤與
委買隱波間之差距」進行排序。

螢幕將顯示「AA證券」所發行以台積電為標的之
權證，且「收盤與委買隱波間之差距」由小至大排

序。則投資人可選擇「收盤與委買隱波間之差距」

較小，即市價與流動量提供者報價越貼近者。

範例 3

 不客氣，如果還有任何平台

操作上的問題，歡迎您聯絡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02）2357-4366

感謝您 !!這個平台看起

來真的是太棒了，我會

回去好好的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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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AQ

查詢時，上、市櫃的權證如何區分 ?

為什麼「一段時間委託買賣波動率差值」

有負數 ?

查詢時，認購權證與認售權證如何區分 ?

為什麼深度價外權證常常沒有報價資料 ?

權證資訊揭露平台是否揭露盤中即時資訊 ?

為什麼權證資訊揭露平台沒有牛熊證的

資訊 ?

若權證上市尚未滿兩個月，則查詢該權證

過去兩個月的「一段時間買 1 IV最大變動

值」，顯示的數值為何 ?

上市權證代號是以阿拉伯數字 0開頭（例如
048148），上櫃權證代號是以阿拉伯數字 7開
頭（例如 748148）。

「一段時間委託買賣波動率差值」之計算方式，

為使用者選取期間內，第一天之最佳一檔委

託賣出價格所推算之隱含波動率，減去最後一

天之最佳一檔委託買進價格所推算之隱含波動

率。若此期間發行人依市況調高報價波動率，

用比賣出權證時更高的波動率向投資人回收權

證，則計算時此數據會是負值。

認購權證代號為 6 碼阿拉伯數字 （例如
048148）；認售權證代號為 5碼阿拉伯數字，
加上 1碼英文字母 P （例如 04565P）。

若深度價外權證當天的理論價值低於揭示價格

之最小單位 0.01元，流動量提供者無法對市
場報價，以致該權證當日無報價資料。

權證資訊揭露平台僅揭露收盤後資訊，

並無提供盤中即時資訊。

因為牛熊證不涉及隱含波動率，故資訊揭露平

台未揭露牛熊證的資訊。

若權證上市期間小於查詢期間，則將顯示已上

市期間所計算出來的數值。

為什麼價內外程度 25%以上的權證，在

平台單獨顯示於不同區塊 ?

由於波動率與深度價內外權證價格間的敏感性

很低，此時波動率幾無參考意義，故單獨顯示

以提醒投資人特別注意。

由哪些指標可判斷權證的流動性較佳 ?

委託買（賣）量、買賣價差檔數、買賣價差比。

由哪些指標可判斷權證的交易成本較低 ?

一段時間委託買賣波動率差值、買賣價差檔

數、買賣價差比、收盤與委買隱波間之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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