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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介紹 
新加坡當地的證券交易歷史甚早，早在1930年，新加坡尚未獨立之前，馬來
西亞就成立了新加坡股票經紀商協會，可是沒有正式的交易場所。直到1960
年吉隆坡交易所成立。1965年新加坡獨立，交易所仍在兩個國家一如既往運
行，但被合併更名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到了1973年馬來西亞與
新加坡的貨幣互換協定終止。交易所遂一分為二成為吉隆坡交易所有限公司
和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1978年基於新加坡黃金市場的需求，政府在1978年10月正式成立了新加坡黄
金交易所，1984年將原來的新加坡黃金交易所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以合夥的
方式創辦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SMX)。1999年12月1日與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SES）合併為新加坡交易所（S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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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介紹 
新加坡雖然獨立的較晚，且天然資源匱乏，不過因為優良的地理位置，加上歡迎廣泛的
外來移民，外來人數佔了在地人口的40%，又菁英政治領導，政府體制與效能又高，國
際化與經濟發展的相當迅速，國際資金流動自由，產業發展除了迅速與世界接軌外，也
常能領先其他國家。 
 
因此在衍伸性金融商品上，常與MSCI或是富時集團合作，領先發展其他地方的指數期貨
，但不與其他交易所協商，常常觸怒當地的交易所，例如：1986年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
所搶在日本之前推出日經225指數期貨，開創了以別國股指期貨為交易標的物的先例；
1997年又搶先推出摩根台灣指數期貨，2004年又領先上市新華富時中國A50期貨。 
 
雖然這些地方的交易所後來都陸續上市了同類或是相同商品，但是都已無法搶回主導權
。主因是交易非本地股指期貨，可以不用受到非本地指數的交易所監管。且搶先上市，
可以優先搶到資金進駐，資金一但進駐，若無更優惠條件，就不會有意願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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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指數介紹 
新加坡股市發展也有非常悠久的時間，所以在1993年就與摩根史坦利(MSCI)合作，模
仿道瓊指數，以25檔市值最大股票，配合在外流動股數與成交量。編制新加坡自由指
數，並在1998年上市了股指期貨。當初市場設計是給在地資金交易使用，股指期貨的
交易幣別也就以新加坡幣為幣別。 
 
交易所又在1998年與富時集團編製了新加坡海峽指數，原本以45家到50家市值最大的
公司作為成分股指數。2008年海峽指數改版，以新加坡前3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配合
在外流通股數與成交量計算做為成分股，1966年為基期編制新加坡海峽指數，並同時
上市指數期貨，並以外資主要交易對象，因此用美元為幣別。 
 
所以在新加坡交易所有兩個新加坡指數。由於兩個指數的相似度高，相關係數高達
99.4%。因此外資可以做為價差交易的一部分，促進兩者的成交量。不過台灣只容許
交易MSCI新加坡指數，所以無法作價差交易。 



5 

新加坡海峽指數成分股 
由於新加坡地狹人稠，本地原物
料生產有限，需要向外地購買，
所以國際貿易就是該國的經濟命
脈。新加坡政府想方設法的向國
際發展賺取外匯。包括銀行、房
地產、等都是國際企業，主要獲
利都是來自於香港、印尼、馬來
西亞等周遭國家。 

公司名稱 產業 公司名稱 產業

吉寶企業 工業領域 新加坡航空 工業領域

金光農業資源 消費必需品 ComfortDelGro 工業領域

豐益國際 消費必需品 大華銀行 工業領域

香港置地 房地產 牛奶國際 消費必需品

城市發展 房地產 新加坡科技工程 工業領域

華業集團 房地產 凱德商務產業信託 房地產

新加坡交易所 金融 泰國釀酒 消費必需品

新加坡電信 通訊服務 創業公司 信息技術

雲頂新加坡 消費者非必需品 豐樹商產信託 房地產

星展集團控股 金融 凱德商用新加坡信託 房地產

華僑銀行 金融 怡和洋行 工業領域

怡和策略控股 工業領域 怡和合發 消費者非必需品

凱德集團 房地產 揚子江船業 工業領域

騰飛房產投資信託 房地產 新加坡報業控股 通訊服務

新翔集團 工業領域 勝科工業有限公司 工業領域

新加玻海峽指數成分股與產業

201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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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新加坡指數成分股 
2019年10月21日 

公司名稱 產業 權重 公司名稱 產業 權重

星展銀行 金融 18.26 ComfortDelGro 工業領域 2.15

華僑銀行 金融 13.96 新加坡航空 工業領域 2.01

大華銀行 金融 13.33 城市發展 房地產 1.98

新加坡電信 通訊服務 10.87 創業公司 信息技術 1.73

吉寶企業 工業領域 3.97 新達信託 房地產 1.49

嘉德置地 房地產 3.79 大華銀行 金融 1.47

騰飛房地產投資信託 房地產 3.21 新加坡報業控股 通訊服務 1.45

豐益國際 消費者必需品 2.89 新翔集團 工業領域 1.36

凱德商用新加坡信託 房地產 2.76 怡和合發 消費者非必需品 1.21

新加坡交易所 金融 2.73 揚子江船業 工業領域 0.93

新加坡科技工程 工業領域 2.49 勝科工業 工業領域 0.90

雲頂新加玻 消費者非必需品 2.30 金光農業資源 消費者必需品 0.55

凱德商務產業信託 房地產 2.20

MSCI新加坡指數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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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日經225指數介紹 
日本經濟日報在1971年推出日經225指數，新加坡在1986年就推出日經225指數期貨，
日本則要到1988年才上市，而1990年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上市了日經225指數期
貨。 
 
1995年當時，程式與電子交易仍不盛行，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與新加坡交易所都還有人
工交易的搓合方式，由於三個交易所都是交易同一樣商品，三個交易所又在不同的時
區，所以當同一項商品有不同的價格，且交易成本夠低時，就有套利或是價差的空間。
使得日經225指數成了新加坡交易所最熱門的商品之一。 
 
英國霸菱銀行投資交易員尼克·李森，當時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日經225指數期貨，他原
本在進行各交易所之間不同價差的套利，但是而後衍伸交易日經225指數選擇權勒式
賣出的價差策略，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時，遭受到龐大的損失。造成了英國老牌百年
的霸菱銀行倒閉。雖然主因是管理層面上的疏失，李森也在新加坡被判了6年有期徒
刑，不過日經225指數因此被抹上了莫名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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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225指數介紹 
由於日本二戰敗後，受美國影響甚深，因此在1949年證交所恢復交易後，1950年日本
經濟報就比照美國道瓊指數的計算方式，挑選了東證一部的225檔股票計算日本股票
指數，國外媒體就稱為日經225指數，被廣泛的用來作為代表日本股市的參考。因此
在國外，日經225的知名度與代表性比東證指數來的高。 
 
日經指數每年都會在10月前做檢討，檢討的項目包括了成交量，與每個產業的平衡。
日本經濟報分成科技、金融、消費品、工業材料、資本品/其他、運輸/公用事業六項
產業。每項產業將挑選一半的股票作為指數成分股。這種計算方式，因為成分股有
225檔，且平均照顧到各產業，加上流動性的比較，當股價過高時，流動性降低，就
有可能被剃除成分股，相對道瓊只有30檔股票，容易被高股價的股票影響指數，公平
了許多。 
 
日經225指數選取的股票雖然只佔東證一部中的10%股數，但卻代表東證一部指數近
60%的成交量，以及近58%總市值，因此也以日經225指數做為日本大型股走勢評估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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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225指數主要成分股 

產業別 比重 主要公司

金融地產 4.56% 三菱UFJ金融集團、三井住友金融集團、瑞穗金融集團、東京海上、三菱地所

工業 25.16% 發那科公司、京瓷公司、大金工業、西科姆有限公司、TDK公司

資訊技術 9.61% 東京威力科創、NTT數據公司、佳能、精工愛普生公司、趨勢科技

消費產品 20.83% 花王、豐田汽車、本田汽車、科納米、鈴木汽車

消費服務 12.80% 迅銷有限公司、全家便利商店UNY控股有限公司、電通集團、7&I控股、東海旅客鐵道公司

醫療衛生 9.79% 泰爾茂公司、山之內製藥、武田藥品、鹽野義製藥、衛采製藥

電信服務 8.61% 軟銀、KDDI、日本電信電話、NTT DOCOMO

原物料 7.96% 日東電工、信越化學、日產化學、可樂麗有限公司、住友金屬礦業有限公司

能源 0.41% 昭和殼牌、JXTG控股、國際石油開發帝石公司

公用事業 0.26% 東京瓦斯、大阪瓦斯、關西電力公司、中部電力、東京電力

2019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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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摩根台灣指數介紹 
台灣加權指數在1967年就以市值加權的方式做編制，以1966年的平均數為100當作基
期，不過由於當時仍在戒嚴時期，許多的事情仍在政府的管制底下，包括了外匯以及
期貨的交易在當時仍然未開放。不過隨著1987年解嚴，以及1991年起開始實施QFII制
度，制度逐漸地放寬，外資已在台灣股市有一定的涉入，因此也有了避險的需求。 
 
由於設立指數期貨，需要指數設立單位的同意，當時的台灣證券交易所並沒有同意當
時的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使用台灣加權指數來設立期貨，可以不向這些單位提供數
據及信息服務，所以新加坡交易所便與MSCI合作，以1987年年底100點為基期，自由
浮動調整市值方式做計算，挑選了91檔成分股，希望能覆蓋85%的自由流通市值，在
1997年推出了摩根台灣指數與期貨。 
 
某方面來說是台灣股市進入了國際化，但從某個角度來說，外資因為可以直接在新加
坡使用美金對台灣做避險，加上摩根還有晚盤可以交易，所以資金就不須進入到台灣。
台灣主管機關對新加坡摩根就非常感冒，即便台灣在1998年就推出了台股指數期貨，
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追上新加坡摩根台灣指數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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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摩根台灣指數介紹 
當MSCI調高臺股計算比重時，台股在MSCI相關指數之權重也相對提高，導致大量國際
資金投資臺灣股市，對活躍市場及臺灣市場的國際化，改善臺灣證券市場投資者結構，
起了重要作用。 
 
MSCI臺灣指數也推動了相關指數衍生產品的發展。最早出現的台股指數產品——台股
指數期貨，於1998年在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上市，該產品即是基於MSCI臺灣指數。 
 
每一種MSCI指數，各有不同的組成比例與權重配置，例如MSCI新興市場指數，以亞洲
佔59.2%最多，拉丁美洲佔22.8%，歐非、中東則佔18%。而新興亞洲各國中，又以中
國佔17.82%第1，南韓14.99%居次，台灣10.83%第3，印度6.84%第4。  
 
外資在投資新興市場時，會依MSCI指數權重來分配資金，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權重被
調升，就會吸引外資加碼；反之，權重若遭調降，外資就會收回資金。  
 
MSCI指數所組成的股票，就各個國家股市中的挑選出部分具代表性的個股，一般為大
型股或各產業的龍頭股，經過組合計算後所發展出的股價指數，這隱含著業績與財務
穩定。隨著各國股市變化MSCI指數成分股與權重會因而調整，一般為季度調整，也就
是一年有四次，分別在每年的2月、5月、8月及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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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摩根台灣指數介紹 
全球超過80％基金經理人以MSCI編列的全球指數，作為資金配置與避險策略的參考指
標，因此，MSCI任何指數調整動作將直接影響國際基金經理人的投資方向。 
 
另外，許多國際投資公司在初進入新市場時，為求避開地雷標的，也會以MSCI成分股
為參考依據，以彌補短時間內無法全面了解該市場中的所有企業之不足，MSCI可說是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指數！ 
 
如果台股獲得MSCI調高權重，那麼全球基金配置在台灣的資金將會增加，並吸引大量
國際熱錢投資台股，推升買盤的動力，這就是所謂的「摩根效應」。 
 
若是降低台股的權重，勢必會有一些資金被迫或主動減碼台股，而導致台股賣壓出籠。
摩根概念股中所增減個股，被增列的股票股價將有段漲勢可期，刪除的個股則面臨負
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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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摩根台灣與台灣加權指數權重股 

兩個指數的前十大權重股有八檔就已重疊，
且摩根前十大權重佔了所有權重的58%，台
指只佔了41%，所以可以發現摩根相較台指
好操縱。 
 
2009年以前，摩根以收盤價當作是最後結算
價。在過去外資在台股市場具有主導性時，
常利用權值較大的股票在最後一盤大筆敲進
或賣出，藉此操縱指數，再經由摩根來獲利。
雖然現貨不在新加坡交易所交易，但是新加
坡交易所發現這種狀況後，已在2009年就修
正了最後結算價的計算方式，改以最後30分
鐘每分鐘的成交價做算術平均數計算。 

2019年10月22日 

公司 權重(%) 公司 權重(%)

台積電 36.15 台積電 22.33

鴻海 5.03 鴻海 3.28

聯發科 2.81 台塑化 2.71

大立光 2.17 中華電 2.56

中華電 2.14 台塑 1.79

台塑 2.14 聯發科 1.74

中信金 1.95 大立光 1.70

南亞 1.84 南亞 1.66

統一 1.76 國泰金 1.58

國泰金 1.60 台化 1.52

摩根前十大權重股台指前十大權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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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摩根台灣指數成分股 
2019年10月23日 

公司 權重(%) 公司 權重(%) 公司 權重(%) 公司 權重(%)

台積電 36.15 統一超 0.87 亞泥 0.48 群創 0.29

鴻海 5.03 上海商銀 0.85 遠東新 0.47 大聯大 0.29

聯發科 2.81 華南金 0.84 正新 0.47 英業達 0.28

大立光 2.17 可成 0.84 寶成 0.45 群光 0.28

中華電 2.14 中租-KY 0.82 南亞科 0.43 世界 0.28

台塑 2.14 聯電 0.81 國巨 0.40 宏碁 0.26

中信金 1.95 廣達 0.79 儒鴻 0.40 華邦電 0.26

南亞 1.84 和泰車 0.76 環球晶 0.40 亞德客-KY 0.25

統一 1.76 華碩 0.75 緯創 0.39 聯強 0.24

國泰金 1.60 台新金 0.67 仁寶 0.38 群聯 0.21

兆豐金 1.59 永豐金 0.66 臻鼎-KY 0.37 億豐 0.21

台化 1.56 彰銀 0.60 力成 0.35 興富發 0.19

富邦金 1.51 開發金 0.60 豐泰 0.35 長榮航 0.17

玉山金 1.38 台塑化 0.60 友達 0.35 大同 0.16

中鋼 1.38 遠傳 0.59 台灣高鐵 0.35 福懋 0.15

日月光投控 1.36 聯詠 0.59 臺企銀 0.34 長榮 0.15

台達電 1.34 和碩 0.58 中壽 0.33 佳格 0.13

第一金 1.10 瑞昱 0.56 巨大 0.33 潤泰新 0.13

台泥 1.01 穩懋 0.53 微星 0.31 華航 0.12

元大金 0.94 新光金 0.52 鴻準 0.30 中裕 0.12

合庫金 0.93 光寶科 0.52 上銀 0.30 潤泰全 0.12

台灣大 0.91 研華 0.51 華新科 0.29

摩根台灣指數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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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印度指數介紹 
印度自1991年開始新的經濟改革後，經濟開始大幅增長，1992年成立印度國家證券交
易所，1996年時，印度指數服務和產品有限公司以1995年1000點為基期，用市值加權
挑選50檔股票設立NIFTY 50指數。 
 
2000年上市了NIFTY 50指數期權，新加坡交易所發現NIFTY 50指數期權的成交量在
2008年快速竄升，加上新加坡境內也有不少印度資金與印度人。因此在2009年也上市
了NIFTY 50指數期權。 
 
雖然新加坡交易所看到了商機，但因為初期與印度交易所談不攏，於是先與MSCI合作
上市了MSCI印度指數期權，後來印度交易所同意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NIFTY 50指數期
權。導致在新加坡交易所中有MSCI印度指數期權與印度NIFTY 50指數期權，不過目前
在台灣能夠交易的就只有印度NIFTY 50指數期貨。 
 
NIFTY 50指數以1995年1000點為基期，原本以市值加權計算，2009年改以自由流動市
值加權計算。印度證交所約有1600家上市公司，雖然指數中只有50檔股票，但仍具有
代表性，指數也每半年審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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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印度指數介紹 
印度指數因為經濟的發展變化快，產業權重也變化甚快，金融業在過去就是最大的比
重，過去印度民眾不喜愛將錢存入銀行，但由於政府開始打擊貪污與黑錢，開始有大
量現金流入銀行體系，銀行資產與獲利開始增加，比重也由過去的不到30%，拉高到
了39%。 
 
因為印度不產石油，能源類股比重也相對較高，因此印度產業除了金融外，比較偏重
能源、科技、消費品與汽車類股，過去印度引以為傲的醫藥業權重反而開始較為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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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印度指數成分股 
2019年10月24日 

公司名稱 產業 權重(%) 公司名稱 產業 權重(%)

HDFC銀行 銀行 11.25 科技馬辛德拉 信息技術 0.94

信實工業 能源 9.68 太陽藥業 醫藥品 0.91

住房開發金融 金融服務 7.23 印度石油天然氣 能源 0.88

印孚瑟斯 信息技術 6.26 巴賈吉汽車 汽車 0.81

印度工業信貸投資銀行 銀行 5.94 巴拉特石油 能源 0.80

國際貿易中心有限 消費品 4.74 印度石油 能源 0.77

塔塔諮詢服務 信息技術 4.68 印度煤炭 能源 0.76

科塔克馬辛德拉銀行 銀行 4.66 維布絡 信息技術 0.76

拉森特博洛 工程 3.86 英雄摩托車 汽車 0.74

印度聯合利華 消費品 3.00 不列顛實業有限 消費品 0.74

艾克塞斯銀行 銀行 2.93 雷迪博士實驗室 醫藥品 0.70

印度國家銀行 銀行 2.20 UPL 化學製品 0.70

巴賈吉金融 金融服務 2.04 阿達尼港口和特別經濟區 基礎設施 0.69

風神鈴木 汽車 1.89 Grasim 水泥 0.61

IndusInd 銀行 銀行 1.77 瓦達塔 金屬製品 0.60

亞洲塗料 消費品 1.69 印度鋁工業 金屬製品 0.59

巴帝電信 電信服務 1.48 塔塔鋼鐵 金屬製品 0.58

HCL科技 信息技術 1.24 印度國營天然氣管理局 能源 0.53

泰坦工業 消費品 1.13 Eicher汽車 汽車 0.52

馬恆達集團 汽車 1.11 京德勒西南鋼鐵 金屬製品 0.50

巴賈吉金融服務 金融服務 1.09 巴蒂企業 電信服務 0.46

印度國家火力發電 能源 1.09 西普拉 醫藥品 0.46

雀巢印度 食品加工 1.05 塔塔汽車 汽車 0.45

PowerGrid Corporation 能源 0.99 Zee娛樂事業 媒體與娛樂 0.35

UltraTech水泥 水泥 0.96 YES 銀行 銀行 0.18

印度50指數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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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A50指數介紹 
2001年，中國大陸經濟蓬勃發展，上海綜合指數來到當時的歷史新高2245點，但是整
個中國大陸並沒有相對應的股指期貨可供交易與避險，上海證交所與新加坡交易所雖
然也在商談股指期貨上的問題。但是顯然上海很難同意上海綜合指數在新加坡上市，
因此新加坡交易所又找了富時集團編制了富時中國A50指數，並在2006年推出了中國
A50指數期貨。 
 
當時的中國大陸並沒有股指期貨，且內地證交所對市場控管嚴格，所以新加坡A50指
數期貨成為全球唯一有關中國大陸指數期貨的商品。雖然如此，由於中國大陸對新加
坡交易所展開反制措施，所以交易量一直到2010年才開始顯著放大。 
 
由於中國證券市場開始逐步開放，因此富時集團與證交所都編製了許多有關深圳與上
海證交所的指數，如富時又編製了中國50指數，上海證交所也編制上證50指數。成分
股的範圍都不同，但是成分股都大同小異，指數名稱又都是50，所以常容易搞混。 
 
A50指數的選股範圍為上海與深圳證交所內的A股，且挑選標的為市值最大且流動性佳
的前50大公司，不過因為國有企業甚多，所以將可流動市值的因素納入，若自由流動
股份少於3%時，將會被剔除，且每一季檢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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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A50指數介紹 
雖然上海證交所與深圳證交所都以製造業的公司家數最多，但是若以A50指
數的採樣來看，金融業的權重最大，家數占了24家，將近一半，表示股票市
值較為集中在金融業。且可以發現金融業與其他產業多集中在上交所，但是
製造業多在深交所。這是因為深圳是早期改革開放的最早的地區，且以製造
業為主，因此多選擇就近在深圳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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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A50指數成分股 
2019年10月25日 

公司名稱 產業別 權重% 公司名稱 產業別 權重%

中國平安 人壽保險 14.22 建設銀行 銀行 1.33

貴州茅台 蒸餾酒和葡萄酒商 9.08 上海汽車 汽車 1.33

招商銀行 銀行 7.51 光大銀行 銀行 1.32

興業銀行 銀行 4.58 國泰君安 投資服務 1.29

格力電器 耐用家庭用品 4.27 中國中車 公共交通 1.29

五糧液 蒸餾酒和葡萄酒商 3.96 中國石化 綜合性石油和天然氣 1.24

浦發銀行 銀行 3.25 中國聯通 移動電信服務 1.13

恒瑞醫藥 製藥 3.12 洋河股份 蒸餾酒和葡萄酒商 1.12

萬科A 房地產及其開發 3.06 中國人壽 人壽保險 1.10

中信證券 投資服務 3.01 上海機場 機場 1.03

民生銀行 銀行 3.00 招商蛇口 房地產及其開發 0.99

農業銀行 銀行 2.46 中國神華 煤炭 0.96

美的集團 耐用家庭用品 2.45 新華保險 人壽保險 0.96

伊利股份 食品 2.40 寶鋼股份 鐵和鋼鐵 0.86

工商銀行 銀行 2.26 順豐控股 速遞 0.85

平安銀行 銀行 2.14 海天味業 食品 0.83

交通銀行 銀行 2.01 中國石油 綜合性石油和天然氣 0.73

保利地產 房地產及其開發 1.87 邁瑞醫療 醫療製造 0.72

海康威視 電器元件和設備 1.60 工業富聯 電信設備 0.70

中國建築 大型建築 1.60 上港集團 運輸服務 0.62

中國太保 人壽保險 1.55  溫氏股份 食品 0.54

中國銀行 銀行 1.38 中信銀行 銀行 0.45

海螺水泥 建築材料和設備 1.28 寧德時代 汽車零件 0.42

中國國旅 旅行社 1.24 中國交建 大型建築 0.35

長江電力 替代電力 1.24 三六零 工業機械 0.31

中國A50指數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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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MSCI印尼指數介紹 
印尼自二次大戰從荷蘭人手上獨立後，從1980年代開始開放外資進入，除了有石油資
源可供自足外，還可以外銷，因此曾是OPEC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全球最大橡膠生產
國，第二大可可、錫生產國，更是全球最大的棕櫚油與第二大煤礦出口國。且該國海
域為世界航道，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國家之一。 
 
而印尼從1997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年的金融海嘯走出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
印尼經濟也隨之大幅成長，在2016年的GDP排名中，可排到前20名之中。 
 
由於印尼交易所的效率與制度不甚完整，摩根史坦利在2008年就已經編製了印尼指數，
新加坡交易所遂與MSCI合作推出了MSCI印尼指數期貨。但是分成了price、gross、
net三種數值，price單純是股價數值增長，gross是股利再投入，net則是股利投入後
再扣除稅額。新加坡交易所採取的是price數值。印尼指數選擇了市值、流動性、在
外流通股數最大的30檔股票作為指數成分股，但是2012年增加一檔成分股，使得指數
成分股共有31檔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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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MSCI印尼指數介紹 
由產業比例來看，除金融為最大權重為世界慣例外，消費必需品與非消費必需品都佔
10%以上。且產業家數以消費非必需品最多，因此可以發現印尼的產業仍以民生必需
品的輕工業為主，即便自己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沒有利用這些天然資源扶植自己工
業，仍以出口便宜的天然資源為主。 
 
成分股中，可查詢到為華僑成立 
的就有35%，國有企業只有2成左 
右，外資也佔2成左右，而雖然印 
尼本地企業也約2成左右，不過許 
多印尼本地企業都是在印尼出生 
的華人。嚴格來說，仍是華人企 
業。所以華人企業佔了印尼當地 
一半以上，也就是印尼的財富掌 
握在華人手上。印尼人除了國有 
企業外，指數成分股中並沒有印 
尼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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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玻MSCI印尼指數成分股 
2019年10月28日 

公司名稱 產業 權重(%) 公司名稱 產業 權重(%)

中亞銀行 金融 19.04 CBP食品 消費必需品 1.66

印尼人民銀行 金融 14.62 鹽倉菸草集團 消費必需品 1.64

印尼電信公司 電信服務 13.20 國有天然氣公司 公用事業 1.59

阿斯特拉國際企業集團 非必需消費品 8.57 三寶菸草 消費必需品 1.26

曼迪利銀行 金融 8.14 阿達羅能源礦業 能源 1.21

印尼聯合利華 消費必需品 4.10 印達吉紙漿及紙 消費必需品 1.20

印尼國家銀行 金融 3.63 集偉化工漿紙 消費必需品 0.92

波峰食品 消費必需品 3.04 亞沙瑪伽收費公路 工業 0.79

印尼錦石水泥 物料 2.31 布米塞爾彭大賣場 房地產 0.69

印尼水泥 物料 2.31 巴庫王房地產 房地產 0.64

聯合拖拉機 能源 2.22 國家儲蓄銀行 金融 0.53

印多福食品 消費必需品 2.06 蘇里亞斯特拉媒體 非必需消費品 0.47

卡爾貝法爾馬製藥 醫療保健 2.06 印尼國營煤礦 能源 0.42

巴里多太平洋 能源 1.68

MSCI印尼指數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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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指數期貨合約 
商品種類/代號 最小跳動值 每日漲/跌停板 交易月份 本地交易時間 

日經指數 
Nikkei 225(SSI) 

5點 
=2,500日圓 

最多2000點 3,6,9,12 
07:30-14:30 

14:55-次日05:15 
(T+1盤) 

摩根台股數指 
(STW) 

0.1點 
=10美元 

10%,15% 
限制交易10分鐘 

最後交易日無限制 

最近2個月份及
3,6,9,12月 

08:45-13:50 
14:55-次日05:15 

(T+1盤) 

印度指數 
(SIN) 

0.5點 
=1美元 

10%,15% 
限制交易5分鐘 

最後交易日無限制 

最近2個月份及
3,6,9,12月 

09:00-18:15 
14:55-次日05:15 

(T+1盤) 

新加坡指數 
(SGP) 

0.05點 
=5新幣 

15%, 無限 
限制交易15分鐘 

最後交易日無限制 

最近2個月份及
3,6,9,12月 

08:30-17:25 
14:55-次日05:15 

(T+1盤) 

富時中國A50指數 
(CN) 

2.5點=2.5美元 
10%,15%, 無限 
限制交易10分鐘 

最後交易日無限制 

最近2個月份及
3,6,9,12月 

09:00-16:35 
14:55-次日05:15 

(T+1盤) 

印度尼西亞指數 
(SID) 

5點 
=10美元 

10%，15% 
限制交易5分鐘 

最後交易日無限制 

最近2個月份及
3,6,9,12月 

09:00-17:30 
14:55-次日05:15 

(T+1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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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交易所指數期貨合約 
1.A50指數、摩台指、新加坡指數、印尼指數最後交易日都是合約月份的倒數第二 
 個交易日。 
2.日經指數最後交易日為合約月份第二個星期五的前一個營業日。 
3.印度指數最後交易日為合約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四。 
4.新加坡指數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後一個營業日，每個成分股的第一個成交價 
 計算，若該個股當日收盤前沒有成交，則以官方所訂的收盤價計算。 
5.日經225指數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後一個營業日，各成分股開盤價做計算基 
 準。 
6.摩根台灣指數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指數之 
 簡單算術平均數訂之。 
7.印度指數最後結算價為最後交易日之官方收盤價，即該指數單個成分股在最後  
 30分鐘交易時間內的平均加權價格。 
8.中國A50指數最後結算價為最後交易日之官方收盤價，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兩位。 
9.印尼指數最後結算價以最後交易日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指數之簡單算術平均數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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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