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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DAX指數介紹 
德國DAX指數（德語：Der Dax，最早來源於Deutscher Aktienindex）是德國重要的股
票指數。由德意志交易所集團（Deutsche Börse Group）推出的一個藍籌股指數。該
指數中包含有30家主要的德國公司。DAX指數在歐洲與巴黎CAC40指數合稱為歐洲兩大
主要股市，也是世界證券市場中的重要指數之一。 
 
該指數通過Xetra交易系統進行交易，因此其交易方式不同於傳統的公開交易方式，而
是採用電子交易的方式，便於進行全球交易。 
 
DAX指數於1987年推出，以取代當時的Börsen-Zeitung指數和法蘭克福匯報指數（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Aktienindex）。1988年7月1日起開始正式交易，
基準點為1000點。指數以「整體回報法」進行計算，即在考慮公司股價的同時，考慮
預期的股息回報。但因為該指數隻包含德國最賺錢的公司，因此有人批評無法準確反
應德國經濟。 

目前DAX指數成分股與股價 

https://finance.yahoo.com/quote/%5EGDAXI/components/
https://finance.yahoo.com/quote/%5EGDAXI/components/
https://finance.yahoo.com/quote/%5EGDAXI/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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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DAX指數成分股 
公司名稱(英) 公司名稱(中) 產業 公司名稱(英) 公司名稱(中) 產業 

Daimler  戴姆勒 汽車 Henkel  漢高 消費品 

BASF  巴斯夫 化工 Siemens  西門子 重工 

thyssenkrupp  蒂森克虜伯 重工 Vonovia  Vonovia住宅 金融 

Deutsche Börse  德意志交易所 金融 Bayer  拜耳 化學 

Deutsche Telekom  德國電信 電信 Linde plc 林德集團 化學 

Deutsche Post  德國郵政 運輸 Beiersdorf  拜爾斯道夫 消費品 

Continental 大陸集團 汽車 Fresenius  費森尤斯 醫療 

SAP  SAP 軟體 E.ON  意昂集團 公用 

adidas  愛迪達 消費品 Volkswagen  福斯集團 汽車 

Infineon Technologies  英飛凌 科技 RWE  萊茵集團 公用 

Bayerische Motoren Werke  BMW 汽車 Deutsche Bank  德意志銀行 銀行 

Munchener Ruck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  慕尼黑再保險 保險 HeidelbergCement  海德堡水泥 建築 

Fresenius Medical Care  費森尤斯醫療 醫療 Deutsche Lufthansa  漢莎航空 運輸 

Allianz  安聯 保險 MERCK  默克集團 醫療 

Covestro  科思創 化工 Wirecard  Wirecard 金融 

2019/9/18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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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DAX指數 
DAX指數計算採用的方式與其他指數有稍微的不同，因此產生出兩個版本。一個版本
是與其他交易所相同採用市值加權計算的方式加上在外流通股數的調整因子，另一個
版本根據股息再投資的回報理論，會再加上發放股息的調整因子。使得指數的表現會
較沒有加上調整因子來的較佳。而目前市場上皆已加上股息調整因子的指數為主。 
 
德國DAX指數會挑選30檔股票是比照美國道瓊指數的股票檔數，因此交易所還編製了
DAX100指數來對比英國的富時100指數。不過市場上仍以DAX30指數為主要參考依據。 
 
DAX指數挑選股票的標準除了要在法蘭克福交易所的主要標準市場上市外，也須在1年
中XETRA交易平台上達到一定的交易量，自由流通的股份需至少10%，市值在20個交易
日內，也須達到一定的標準，且單個成分股的權重上限也被訂為10%，每季都會有成
分股的標準檢驗。德國交易所的上市費用是全歐洲最低的，所以2008金融海嘯前，上
市公司數可達1000家以上，不過目前德國國內上市公司數，至2019年9月1日已減至
574個。由於DAX指數只有30檔股票，只佔全部股票數目的6%。卻可以佔到將近權重的
60%，也顯示了DAX指數所挑選的股票的確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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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藍籌50指數介紹 
歐元藍籌50(EURO STOXX 50)是STOXX公司在1998年，以1991年底為基期作計算的指數。
當初特意挑選在歐元區上市公司中，前50檔浮動市值最大藍籌股當成分股，作為歐元
區的代表指數，希望能涵蓋歐元區總體市場自由浮動市值的60%。 
 
由於STOXX也同時推出了歐洲藍籌(STOXX Europe 50)指數，是以整個歐洲為挑選範圍，
挑選在歐洲表現最好的50檔藍籌股當成分股，成分股多所雷同，兩個指數名稱又非常
類似，所以常會被混淆。 
 
歐元藍籌指數的計算方式保持了歐洲的特色，基本上是流通市值加權，除了加上了在
外流通股數的加權因子外，也加上了個股權重上限的因素。不過歐元藍籌50指數，並
沒有如同DAX指數加上了股息再投資的因素。 

目前歐元藍籌50指數成分股與股價 

https://www.stoxx.com/index-details?symbol=sx5e
https://www.stoxx.com/index-details?symbol=sx5e
https://www.stoxx.com/index-details?symbol=sx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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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藍籌50指數成分股 
2019/9/23成分股 

公司名稱(英) 公司名稱(中) 產業 國家 

TOTAL 道達爾 石油 天然氣 法國 

SAP SAP公司 科技 軟體 德國 

LVMH  路威酩軒集團 個人 家庭用品 法國 

LINDE 林德集團 化學製藥 德國 

ASML HLDG 艾司摩爾 半導體 荷蘭 

SANOFI 賽諾菲 製藥 法國 

ALLIANZ 安聯 保險 德國 

UNILEVER NV 聯合利華 食品 個人 家庭用品 英國 荷蘭 

SIEMENS 西門子公司 工業用品  德國 

ANHEUSER-BUSCH INBEV 安海斯-布希英博 食品 比利時 

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電機 工業用品  法國 

PHILIPS 飛利浦 電子  荷蘭 

ESSILORLUXOTTICA ESSILORLUXOTTICA 光學 法國 

DAIMLER 戴姆勒 汽車 德國 

ING GRP ING集團 金融服務 荷蘭 

ENI 埃尼 石油 天然氣 義大利 

INTESA SANPAOLO 義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 銀行 義大利 

Kering 開雲集團 零售 法國 

MUENCHENER RUECK 慕尼黑再保險 保險 德國 

TELEFONICA 西班牙電信 電信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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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藍籌50指數成分股 
2019/9/23成分股 

公司名稱(英) 公司名稱(中) 產業 國家 
AIRBUS 空中巴士 工業製造 法國 

BAYER 拜耳 製藥 德國 
L'OREAL 萊雅 個人 家庭用品 法國 

BCO SANTANDER 桑坦德銀行 銀行 西班牙 

BASF 巴斯夫 化學材料 德國 
AIR LIQUIDE 液化空氣集團 化學材料 法國 

IBERDROLA 伊比德羅拉 公用事業 西班牙 
VINCI 萬喜 建築 材料 法國 

DANONE 達能 食品 法國 
ENEL 義大利國家電力公司 公用事業 義大利 

SAFRAN 賽峰 工業用品  法國 
BNP PARIBAS 法國巴黎銀行 銀行 法國 

ADIDAS 愛迪達 個人 家庭用品 德國 

DEUTSCHE TELEKOM 德國電信 電信 德國 
AXA 安盛 保險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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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藍籌50指數成分股 
2019/9/23成分股 

公司名稱(英) 公司名稱(中) 產業 國家 
B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西班牙外換銀行 銀行 西班牙 

Industria de Diseno Textil SA 印地紡 零售 西班牙 
DEUTSCHE POST 德國郵政 工業用品  德國 

ORANGE Orange  電信 法國 

VOLKSWAGEN PREF 福斯汽車 汽車 德國 
AMADEUS IT GROUP 亞瑪迪斯 科技旅遊 西班牙 

ENGIE 法國天然氣蘇伊士集團 公用事業 法過 
DEUTSCHE BOERSE 德意志交易所 金融服務 德國 

NOKIA 諾基亞 科技 芬蘭 
AHOLD DELHAIZE 皇家阿霍德 零售 荷蘭 

CRH CRH公司 建築與材料 愛爾蘭 
VIVENDI 威望迪 媒體 法過 

GRP SOCIETE GENERALE 法國興業銀行 銀行 法過 

BMW BMW 汽車 德國 
FRESENIUS 費森尤斯 製藥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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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DAX與歐元藍籌50指數期貨合約 
商品名稱/代碼 合約規格 最小跳動值 每日漲/跌停板 交易月份 台灣交易時間 

德國指數(DAX) 25歐元*指數 0.5點=12.5歐元 無 3,6,9,12 

08:15-次日04:00 
(開盤時間固定,不分冬夏令) 

最後交易日19:00收盤 
每日結算價 23:30 小德國指數(DXM) 5歐元*指數 1點=5歐元 無 3,6,9,12 

歐元藍籌50指數
(ESX) 

10歐元*指數 1點=10歐元 無 3,6,9,12 

08:15-次日04:00 
(開盤時間固定,不分冬夏令) 

最後交易日18:00收盤 
每日結算價 23:30 

期貨與選擇權最後交易日與結算日為同一日，為到期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五 
 
商品所在交易所EUREX  商品保證金查詢  商品合約規格與交易時間查詢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deposit/list.do
https://ft.entrust.com.tw/entrustFutures/contract/lis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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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