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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概要
•	此報告比較股指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在各種不同使用案例和投資期限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總回
報率的總成本。

•	分析中使用的具體產品為芝商所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和在美國掛牌的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型基
金：SPDR	SPY、iShares	IVV和Vanguard	VOO。

•	文章首先詳細分析總成本的各組成要件以及計算成本所使用的假設。這包括關於期貨隱含融資利率近期變
動情況以及變動促成因素的觀察資料。

•	在不同投資期限內複製指數回報率的總成本分為四個常見投資場景進行計算：資金繳清的多頭頭寸、槓桿
式多頭頭寸、空頭頭寸和非美國投資者。

•	期貨與指數股票型基金並非截然對立的投資選擇。對於槓桿型投資者、空頭投資者和非美國投資者，E迷
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在所有投資期限內都比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型基金更具成本效益。

•	對於資金繳清的投資者，何種產品是最佳選擇取決於投資期限。持有期限不超過四個月的投資者最好選擇
期貨，如果持有期限更長，則指數股票型基金更勝一籌，尤以VOO為最具成本效益的選擇。

Scenario

Cheapest	Option

Short	Term	(<3m) Long	Term	(>3m)

Fully-Funded Futures ETFs

Leveraged	(2x,	8x) Futures Futures

Short	Seller Futures Futures

International	 Futures Fu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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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報告比較股指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
總回報率1的總成本。

鑑於客戶情況各異，並且可能同時使用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
貨，故究竟何者更具成本效益並沒有普適的答案。何者為佳取
決於客戶和特定交易的具體情況。

因此，本文探討四種常見的投資場景，即資金繳清的多頭頭
寸、槓桿型多頭頭寸、空頭頭寸和非美國投資者，並分別對期
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複製指數的成本進行比較。雖然這些場景
並未囊括兩種產品所有可能的投資情形，但可以涵蓋大多數使
用案例，對這些場景進行分析有助於瞭解投資者在做出投資決
定時應當考量的因素。

本文將芝商所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代碼：ES）
與在美國掛牌的三檔標準普爾500指數股票型基金進行比
較：SPDR	S&P	500	ETF	(SPY)、iShares	Core	S&P	500	
ETF	(IVV)和Vanguard	S&P	500	ETF	(VOO)。

成本估算和假設
本報告旨在對股指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在特定投資期限內複
製標準普爾500指數總回報率的成本進行量化分析。分析框架
定為一家中型機構投資者，透過經紀仲介（即並非直接參與市
場）執行一筆價值1.00億美元的虛擬委託單。複製指數的總成
本分為兩個部分：交易成本和持有成本。

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在建立頭寸和了結頭寸時產生的費用。此類成本一
體適用於所有交易，不分投資期限長短。

傭金：交易成本的第一個要件是傭金，即經紀商為執行交易所
收取的費用。此類費用由各方議定，因客戶而異。本報告假設
E迷你期貨的執行成本為每份合約2.50美元（0.25個基點），
指數股票型基金為每股2.5美分（1.25個基點）2。

市場影響：交易成本的第二個要件是市場影響，它衡量執行委
託單造成的不利價格走向。

市場影響很難量化。在最簡單的情況下，即將不限數量的委託
單直接發給交易所，則市場影響可以準確界定為提交委託單之
前的市價與交易最終執行價格之間的差價。然而，由於執行方
法越來越複雜，並且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例如在25%的交易
量參與的營運委託單，或隔天交易量加權平均價格目標），因
此交易造成的影響以及與交易無關的市場動向造成的影響越來
越難區分。

本報告中的分析需要估算虛擬執行造成的預期市場影響，而非
任何特定交易的實際影響。因此，該預期影響屬於統計意義的
估算，其結果可能與任何特定的執行大相徑庭。

在估算預期市場影響時，需要考量跟蹤標準普爾500指數的不
同產品之間的流動性移轉。

在促成所討論的任何產品的投資者委託單時，流動性提供者將
使用價格最低的替代產品在期貨、指數股票型基金和複製性股
票投資組合之間進行對沖。這可以建立標準普爾500指數的「
流動性池」，每種產品可以受惠於其他產品的流動性，反過來
顯著增強所有產品的流動性。

根據經紀商的估算以及芝商所自己的分析，對於E迷你期
貨，1.00億美元虛擬委託單的市場影響估計為1.25個基
點，SPY	ETF為2.0個基點，IVV和VOO為2.5個基點。

1		 	價格回報加股息。	

2	 	此類利率預示機構客戶的典型定價「中值」。雖然傭金和費用是短期交易者關注的重點，但在本文的長期分析中，它們在總成本中所佔比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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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流動性比較
產品 管理的資產/未平倉量

（十億美元）
日均交易量 
（百萬美元）

E迷你標準普爾500
指數期貨

291.6 161,843

SPY 194.7 21,113
IVV 70.7 824
VOO 30.43 232

Full	year	2014	ADV	averages.	AuM	/	OI	as	of	18	Feb,	2015.	
Source:	CME	and	Bloomberg

為了檢查這些數值的合理性，觀察發現1.00億美元在E迷你標
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大約1,620億美元（2014年平均值）的日
均名義交易價值中佔0.06%。因此，1.25個基點的影響估算相
當於增加一個跳動點，似乎較為合理。

鑑於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的流動性是SPY的近8倍，是
IVV和VOO總流動性的150倍以上，故此類產品的影響估算最
初似乎都很低。但是，如果計入標準普爾500指數的流動性池
效應以及各類產品之間轉換的零星成本，SPY的成本增加0.75
個基點，IVV和VOO增加1.25個基點似乎較為合理，它們分別
對應大約每股1.5美分和每股2.5美分。

持有成本

持有成本是在持有頭寸期間產生的費用。這些費用一般隨時間
增長（例如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每日計提），但也有些單
獨計收的經常性費用（例如季度期貨轉倉的執行費）。

由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貨的結構差別很大，故兩種產品的持
有成本來源也不同。

指數股票型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持有成本是基金為複製指
數回報率（一般是透過認購和維持相關股票投資組合）的服務
而收取的管理費。本文所述三檔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範圍
為每年5.0至9.45個基點。

可能產生持有成本的第二個來源是基金回報率與指數回報率之
間的跟蹤誤差（因收取管理費而產生者除外）。下文的分析將
忽略這種風險，因為所討論的指數股票型基金沒有該問題，因
此很少需要估算潛在誤差的幅度或影響。

期貨：期貨合約屬於衍生工具，允許使用槓桿。指數股票型基
金需要由買方在交易發起後向賣方支付全額名義金額，期貨合
約與之不同，交易雙方之間沒有任何金額過手。相反，買方和
賣方按交易名義價值的大約5%4存入保證金，由結算所為其在
合約項下的義務提供擔保。

與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相比，期貨合約的買方向賣方隱
性支付複製指數回報率的費用，並且是用自己的資金支付該
費用。因此，期貨合約的價格包含此類「拆借」資金的利息
收費部分5。

根據特定的期貨交易價格，可以從中推算出市場對此類「拆
借」資金隱性收取的利息。雖然所有期貨交易都隱含該融資成
本，但根據期貨轉倉交易進行推算最為方便，這經常稱為「轉
倉成本」。

將該隱性利率與對應的同期美元Libor利率進行比較之後，可
以得出與Libor利率之間的利差，然後判斷期貨轉倉是「盈」
（隱性融資利率高於Libor利率，利差為正數）還是「虧」（
隱性融資利率低於Libor利率，利差為負數）。

3		 	VOO指數股票型基金是Vanguard未掛牌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的一個股份類別，後者管理的資產達1,958億美元。	

4	 	於本文撰寫之時，E迷你標準普爾指數期貨的保證金要求約為每100,000美元合約名義價值4,600美元。保證金數額會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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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金繳清的投資者（即擁有的現金與頭寸的全額名義價值相
等），轉倉盈虧並非僅僅是「理論」成本，而是透過期貨複製指
數回報率的實際持有成本。投資者透過購買期貨合約，並將未使
用的現金存為有息存款來實現該成本。投資者透過期貨合約支
付交易全額名義價值的隱性融資利息，並透過未使用的現金存款
獲得利息，我們假設後者的利率等於3個月Libor利率6。所付利
息與所獲利息之間的差額即是頭寸的持有成本，與轉倉的盈虧
額相等。

期貨轉倉的觀察資料

與管理費不同，季度期貨轉倉的隱性融資成本並不固定，而是
取決於供需消漲和市場上的套利機會。

從歷史來看，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對Libor利率的隱性
利差低於任何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最低管理費。在2002至2012
年的10年間，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轉倉比公平市值平
均低2個基點7。

自2012年以來，轉倉的價格波動加劇，交易量增長（如圖1所
示），2013年平均成本增額為35個基點，2014年為26個基點。

近期轉倉盈額主要有兩個原因：天然賣方和流動性提供者市場
供方地位的變化，以及流動性提供者（特別是銀行）促成此類
服務的成本變化。

在市況平衡時，天然買方和賣方按接近公平價值的價格進行交
易，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從另一方獲得溢價。如果沒有天然賣
家，流動性提供者開始按一定價格供應產品（即賣出期貨）
。對流動性提供者的需求越大，隱性融資成本越高（且波動
越大）。

標準普爾500指數在過去三年的回報率持續走高，自2012年
初以來的年均增長率為20.3%，導致天然空頭投資者群規模縮
小，因為投資者減少空頭頭寸，傾向於追逐多頭頭寸。為了滿
足過剩的需求，對流動性提供者的需求增加，特別是對美國銀
行的需求。

但從2013年開始，由於銀行業監管規則的變化，銀行的資本
和流動性要求提高，導致其為期貨買方促成交易的成本上升。
結果是期貨轉倉的隱性融資成本上升。

5		 	對賣方而言，此論點可以兩者兼顧。賣空指數股票型基金會產生可以累積利息的現金。賣出期貨合約不會產生現金，但期貨價格中的隱含利息可以
為賣方提供補償。	

6	 與本文中的其他假設條件一樣，該數值代表未投資現金的「中值」收益率。

7	 高盛，「Futures-Plus」，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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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oll	Richness	with	High/Low	Ran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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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CME

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太可能代表市場上的永久趨勢。2014
年，轉倉市場回歸正常，3月、6月和9月的轉倉平均僅為17個
基點（不到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的一半），9月份交易低
至7個基點9。後來期貨轉倉於2014年12月轉虧為盈，說明年
底效應餘威仍在。但是，已有跡象表明，由於可以藉機獲得高
於市場的融資利率，新的投資者紛紛加入股票期貨市場，這反
過來會導致收益率下降。

至於天然空頭投資者群減少，主要是股市的低波幅慢速回升所
致，而這種回升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如果股市波動加劇，或者
出現調整，天然空頭頭寸將增加。

在下文的分析中，假設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轉倉比3個
月美元Libor利率高20個基點。

表2概列該分析所使用的成本估算。季度期貨轉倉的執行費假
設與交易成本相同，在每次轉倉時收取兩次。

表2：假設條件概要（按基點計）
產品 執行費 市場影響 持有成本	 

（每年）
E迷你標準普爾
500指數期貨

0.25 1.25 20.0

SPY 1.25 2.00 9.45
IVV 1.25 2.50 7.0
VOO 1.25 2.50 5.0

場景分析
在確定基準交易和持有成本估算之後，現在可以計算期貨和指
數股票型基金在各種使用案例中複製指數回報率的總成本。本
報告將考量四個場景：資金繳清的投資者、槓桿型投資者、賣
空者和國際投資者（即美國境外的投資者）。在每種案例中，
我們將計算所有12個月以下持有期的總成本。

所有場景均假設交易成本相同，並且承認交易發起時的雙次收
費和市場影響。期貨轉倉成本在每個季度結束之前的星期三
進行估算。

雖然在解釋每種場景時並未特別提及，所有期貨利差的計算均
根據向芝商所結算所存入的保證金進行調整，保證金不計利
息。按目前的利率，該影響大約為每年1.3個基點。

8	 	藍線顯示三個星期至到期為止的加權平均轉倉盈額，灰條表示該期間的最高和最低日均利率。

9		 資料來源：芝商所股票季度轉倉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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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1：資金繳清的投資者

對於資金繳清的投資者，在指定期限內複製指數回報率的總成
本是交易成本加按比例分攤的年度持有成本之和。

圖2顯示指數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在六個月期限內複製指
數回報率的成本，該圖假設首次交易執行日期為2015年1月2
日，並使用表2中的交易成本和持有成本估算。

Figure	2:	Fully-funded	Investor,	6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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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幅圖的起點（與縱軸的交點）代表雙次執行成本，其範圍為期
貨2.9個基點，指數股票型基金為6.5至7.5個基點。斜線隨時間
上行，表示年度持有成本累積增加，期貨斜線因為季度期貨轉倉
會出現小幅跳躍。由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年度管理費低於期貨的
隱性盈額，故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斜線上升速度慢於期貨。

在空頭持倉期間，指數股票型基金的交易成本更高，從經濟吸
引力來看，期貨更勝一籌（期貨斜線低於所有三檔指數股票型
基金的斜線）。對於主動型交易者、策略型交易者和短期交易
者而言，這使期貨成為格外具吸引力的工具。對於長期投資
者，更高的隱性融資利率加上累積效應，使指數股票型基金成
為更高效的選擇。

要使指數股票型基金成為更具經濟效益的選擇，其平衡點在
第四個月。在這個特定示例中，VOO的平衡點最早出出，在
4月3日（91天）；其次是SPY，在4月7日（95天）；最後是
IVV，在4月16日（104天）。

如果將上文的分析延伸到12個月持有期，可以發現指數股票
型基金的成本比期貨低10.2至13.7個基點。這些結果與賣方銀
行近期公佈的分析一致10.

Figure	3:	Fully-funded	Investor,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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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顯示期貨隱性融資利率發生10個基點的重整，即從20個基
點調整到10個基點（虛線）會對這些平衡點產生何種影響。在這
種更為正常的期貨環境中，平衡點延伸到幾個月後出現。VOO的
平衡點仍然最先出現，為7月29日（208天）。IVV平衡點在兩個
月後出現，為9月23日（263天），而SPY的平衡點再過兩個月才
會出現，為12月15日（347天）。指數股票型基金在該場景中的12
個月成本優勢為0.2至3.7個基點。

場景2：槓桿型投資者

股指期貨為槓桿型投資工具。投資者只需向交易所繳交5%的
保證金，便可在其頭寸中使用20倍以上的槓桿。本文中的三檔
指數股票型基金不使用槓桿11，但想使用槓桿的投資者可以利
用保證金購買此類基金。

區別在於可以獲得的槓桿倍數。根據聯儲局條例T和條例U，
對於想使用保證金認購證券的投資者，經紀商向其出借的資金
有限額。

根據條例T，最高出借金額為認購價格的50%，故槓桿率最高
為2倍。更為老練的投資者或許可以透過優質經紀商使用投資
組合保證金，從而根據條例U達到6-8倍的槓桿率。高於8倍的
槓桿率不可能實現。

10	 	法國巴黎銀行：「Accessing	Efficient	Beta:	ETFs	vs.	Futures」，2014年10月；美銀美林：「Cost	Comparison	of	Equity	Futures,	ETFs	and	
Swaps」，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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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計算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基金頭寸的持有成本，我們使用優
質經紀商為機構客戶提供的標準貸款利率，即3個月Libor利率
加40個基點。

兩倍槓桿率投資者

下面首先分析2倍槓桿率的案例。這意味著投資者用5,000萬美
元的資金承擔1.00億美元的曝險。

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者必須在交易發起時全額支付名義金額，
他們從優質經紀商拆借5,000萬美元的資金，為認購活動籌
資。因此，槓桿頭寸的持有成本與資金繳清的頭寸（場景1）
相同，另外加上5,000萬美元拆借資金的利差，即3個月Libor利
率加40個基點。

對於期貨，拆借資金不成問題，因為投資者有5,000萬美元的
資金，已經可以調用10倍於所需保證金的資金。相反，其目
的是減少保證金。在資金繳清的案例中，投資者的1.00億美元
保證金可以按3個月Libor利率獲得利息。在2倍槓桿率的案例
中，保證金減少為5,000萬美元。這同樣可以視為投資者已經
繳清1.00億美元的保證金，然後用5,000萬美元保證金的利息
進行償還。按這種方法計算，2倍槓桿率期貨投資場景的持有
成本與資金繳清的場景相同，另加5,000萬美元按3個月Libor利
率計算的利息支出。

Figure	4:	Total	Cost	for	2x	and	8x	Leverage,	12	month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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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中的虛線顯示2倍槓桿率頭寸在12個月期限內複製指數回
報率的總成本。

與圖2和圖3所示資金繳清的場景相比，兩種頭寸的總成本都
會增加。但是，由於優質經紀商對拆借資金計收的利率高於
Libor利率，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持有成本每年比期貨多增長20
個基點（一半交易名義金額的利差為40個基點）。因此，從
所有投資期限來看，期貨都是更具經濟效益的投資選擇。

八倍槓桿率投資者

下文採用類似的方式來分析8倍槓桿率的案例。在該案例中，
投資者擁有1,250萬美元的現金，用其建立1.00億美元的槓桿
頭寸。因此，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者可以從優質經紀商獲得
8,750萬美元的貸款，而期貨投資者的保證金可以減少8,750
萬美元。

圖4的實線顯示8倍槓桿率案例的成本比較。由於借款金額增
加，與期貨的內在槓桿相比，優質經紀商為指數股票型基金頭
寸借款的借貸成本也會增加。在8倍槓桿率的案例中，87.5%
的交易名義金額有40個基點的差額，導致指數股票型基金的
持有成本相對於期貨多增加35個基點。

11	 	槓桿型指數股票型基金不列入本文分析範圍，因為其回報率依賴路徑，可能與標準指數股票型基金或期貨有很大差別。	

12	 	為了簡化圖形，圖4-6顯示SPY、IVV和VOO的平均總成本。每檔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各項結果在所有投資期限內均位於所示數值±2個基點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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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2倍和8倍槓桿率的案例，期貨在一年持有期內相對
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成本優勢分別為8.2個基點和23.1個
基點。

上述分析採用目前大約0.25%的3個月Libor利率。隨著利率上
升，對兩種產品而言，槓桿頭寸的絕對成本都會增加。但是，
指數股票型基金和期貨持有成本之間的差額不會隨絕對利率發
生變化，而是隨現金存款和借入現金之間的利差而變化，並且
在不同利率機制下都是如此。

場景3：空頭投資者

空頭頭寸的市場曝險為負數，並且必定使用槓桿。

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槓桿採取股份貸款形式，由優質經紀商
賣空。賣出借入的股份可以籌集現金，仍然存在優質經紀商
處。賣空者每年向指數股票型基金的出借人支付一個基點的費
用，從賣出股份所獲現金的利息中扣除。

假設優質紀紀商的標準借貸費用為每年40個基點，所得現金
的回報率為3個月Libor利率減40個基點13。

除賣空所得現金之外，投資者必須用現金向經紀商額外繳交交
易名義金額的50%14。假設向優質經紀商繳交的額外資金按3
個月Libor利率計息。

由於它們使用衍生工具，期貨賣空方不需要借入股份或支付相
關費用。出售期貨合約與買進一樣，必須向結算所繳交相同
的保證金。

在分析空頭頭寸的經濟效益時，須注意空頭投資者將受惠於多
頭投資者的持有成本。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使其績效整體
落後於基準，而對空頭投資者而言，這會帶來額外回報。期貨
轉倉的盈額也會為期貨投資者帶來類似的好處。

期貨和指數股票型基金空頭頭寸的持有成本可分列如下：

期貨：

1.	 	1.00億美元獲得按期貨隱性融資利率即3個月Libor利率加
20個基點計的利息

2.	 	5,000萬美元現金獲得按3個月Libor利率計的利息

13			該利率加上3個月Libor利率加40個基點的多頭融資利率假設，使優質經紀商「中值」買價/賣價為80個基點，與市場標準相符。	

14	 	投資組合保證金或許可以獲得更高的槓桿率，但我們主要分析2倍槓桿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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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股票型基金：

	 1.	 獲得5-9.4個基點的管理費

	 2.	 	賣空所得1.00億美元獲得按3個月Libor利率減40個基點
計的利息

	 3)	 	3.	存入優質經紀商的5,000萬美元獲得按3個月Libor利率
計的利息。

圖5顯示，兩種案例的持有成本均為負數，且隨著時間推移，
與基準指數的短期回報率相比，投資者的相對績效有所改善，
如斜線下行所示。

但是，由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交易成本更高，加上優質經紀商
收取的融資利差，期貨在所有投資期限內的成本效益更高。

期貨在12個月持有期內相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成本優
勢為53.6個基點。

Figure	5:	Short	Futures	vs.	ETF,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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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4：國際投資者

芝商所不提供稅務建議。投資者在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當
洽詢其顧問。

一般而言，投資於美國股市的外國投資者需要為美國公司派付
的股息繳納預扣稅。基準預扣稅率為30%，因此外國投資者獲
得的「淨」股息等於美國投資者所獲「毛」股息的70%。

該預扣稅還適用於指數股票型基金支付的分配款。本文中所有
三檔指數股票型基金均每個季度支付分配款，相當於向投資者
轉移基金因持有相關股份而獲得的股息收入。標準普爾500指
數的股息率約為2.0%，由於預稅扣，這表示指數股票型基金
的外國投資者每年需要承擔60個基點的額外持有成本。

與指數股票型基金不同，期貨合約不派付股息。期貨的市場價
格包含隱性股息，通常與相關指數的總毛股息率對應15。任
何期貨都沒有股份的股息預扣稅。

圖6以資金繳清的多頭頭寸（場景1）為例，對非美國投資者
的持有成本進行比較，預扣稅率為30%。

在第一個除息日之前的3個月期間，比較結果與場景1相同：
由於交易成本較低，期貨是費用更低的投資選擇。在指數股票
型基金成為更具成本效益的選擇的交點出現之前，第一個季度
股息的預扣稅對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總成本造成15個基點的影
響，導致紅線躍升。因此，從所有投資期限來看，期貨都是更
具成本效益的投資選擇。

期貨在12個月持有期內相對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的成本優
勢為48.3個基點。

15	 	 	期貨合約的市場價格隨利率和預期未來股息而變動。根據投資者的假設，其中任何一個要素都可能導致價格背離公平價值。例如，高於市場的隱
性融資利率、較低的股息假設或股息預扣稅可能導致期貨轉倉交易的價格高於公平價值。市場標準是將價格背離的原因歸於隱性融資成本，除
非特定股息的時間或數量存在已知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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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Foreign	Investor	(30%	WHT),	1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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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國際投資者可以收回為指數股票型基金分配款繳納的部分
或全部股息預扣稅/分配款預扣稅。如果是收回部分預扣稅，
圖6中的「階梯」會趨緩，而免稅外國投資者（即收回全部預
扣稅）的經濟效益與美國投資者相同（場景1）。

如果股息率低於毛額的92%（即8%的預扣稅），則期貨在所
有投資期限內都是更具成本效益的選擇。

指數股票型基金的管理費對空頭投資者有利，而基金分配款的
預扣稅成本與之不同，不會導致做空的外國投資者的績效領先
於指數。按照股票貸款市場的準則，總毛股息的預扣稅由證券
借方支付。

其他注意事項

本文到目前為止主要分析成本。但是，還有若干其他因素也會
影響投資者對產品的選擇。為全面起見，下文列舉若干較為重
要的注意事項。

稅項：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是《美國稅法》第1256節
界定的合約，不論持有期長短，其60%的美國資本收益可以視
為長期收益，40%可視為短期收益，這或許可以提高期貨相對
於其他投資選擇的稅後成本效益。

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股指期貨是合格的歐洲
UCITS基金投資，而在美國掛牌的指數股票型基金則不是。

貨幣：與指數股票型基金等資金繳清的產品相比，期貨合約的
內在槓桿使非美元投資者在管理貨幣曝險時具有更大的彈性。

賣空：許多基金在委託或監管方面都有限制，這會限制其賣空
證券的能力。不過，這類基金可以透過期貨等衍生工具建立空
頭頭寸。（UCITS基金此類限制。）期貨亦不受圈定條件、規
則SHO或規則201的約束。

固定股息與可變股息：期貨合約在交易時鎖定固定股息額，而
指數股票型基金按基金淨資產值累積實際股息。

產品結構：指數股票型基金是共同基金，而期貨是衍生工具。
基金投資委託和當地監管規則對此類結構的處理方法或許不
同，使基金經理在使用此類結構時具有不同程度的彈性。資產
管理公司（或特定的基金經理）也可能有自己首選的結構。有
些基金或許限制使用衍生工具，因此指數股票型基金成為首
選。換言之，基金經理可能傾向於不使用需要向其他資產經理
支付管理費的產品，或者擔心在投資組合中使用其他發行人的
基金會在投資者造成不良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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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圖7概列分析結果。除一個場景外，期貨於所有其他場景中在
複製標準普爾500指數回報率方面都更具成本效益。	

圖7：	結果概要

場景
成本最低的選擇

短期（3個月以下） 長期（3個月以上）
資金繳清 期貨 指數股票型基金
槓桿（2倍、8倍） 期貨 期貨
賣空者 期貨 期貨
國際投資者	 期貨 期貨

惟一例外的場景是資金繳清，且投資期限較長的美國投資者（
或免稅的外國投資者），E迷你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的近期
盈額導致期貨成本高於指數股票型基金。由於標準普爾500指
數在2015年的隱含和實際波幅都高於過去兩年的幾乎任何時
點，故前述情況會持續多久尚有待觀察。

提醒投資者注意，本文的分析結果以預定的假設條件以及通
用的定價方法為依據。投資者產生的實際成本取決於投資者
和特定交易的具體情況，包括交易規模、投資期限、經紀費
用、執行方法和交易時的整體市況等。投資者應當始終執行自
己的分析。

如需關於芝商所股指期貨和期貨期權產品組合的更多資訊，請
聯絡芝商所客戶經理或銷售代表。

For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this	report	or	CME	Equity	
Index	products,	contact	equities@cm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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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與掉期交易具有虧損的風險，因此並不適於所有投資者。期貨和掉期均為杠桿投資，由於只需要具備某合約市值壹定百分比的資金就可進行交易，所以損失可能會超出最初為某壹期貨和掉期頭寸而存入的金額。因此，交
易者只能使用其有能力承受損失風險但又不會影響其生活方式的資金來進行該等投資。由於無法保證這些資金在每筆交易中都能獲利，所以該等資金中僅有壹部分可投入某筆交易。

本資料中所含信息與任何資料不得被視作在任何司法管轄區買入或賣出金融工具、提供金融建議、創建交易平臺、促進或吸收存款、或提供任何其它金融産品或任何類型金融服務的要約或邀請。本資料中所含信息僅供參考，
並非爲了提供建議，且不應被解釋爲建議。本資料並未考慮到您的目標、財務狀況或需要。您根據本資料采取行動前，應當獲得這當的專業建議。

本資料中所含信息均如實提供，不含任何類型的擔保，無論是明示或暗示。芝商所對任何錯誤或遺漏概不承擔責任。本資料也可能會包含或涉及到未經芝商所或其管理人員、員工或代理設計、驗證或測試的信息。芝商所不對
該等信息承擔任何責任，也不認可其信息的準確性或完整性。芝商所對該等信息或向您提供的超級鏈接並不擔保不會侵犯到第三方權利。如果本[資料類型]含有外部網站的鏈接，芝商所並不對任何第三方或其提供的服務及/或
產品予以認可、推薦、同意、保證或推介。

CME	Group和“芝商所”是CME	Group	Inc.的註冊商標。地球標誌、E-mini、E-micro、Globex、CME和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是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	Inc.	(“CME”)	的註冊商標。	CBOT是Board	of	Trade	of	the	
City	of	Chicago,	Inc.	(“CBOT”)	的註冊商標。ClearPort和NYMEX	是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	Inc.	(“NYMEX”)	的註冊商標。此商標未經所有者書面批准不得修改、複製、儲存在可檢索系統里、傳遞、複印、發佈或以其
它方式使用。

Dow	Jones是道瓊斯公司的註冊商標。所有其它註冊商標為其各自所有者的產權。

所有關於規則與細節之事項均遵循正式的CME、CBOT和NYMEX規則，並可被其替代。在所有涉及合約規格的情況裏，均應參考當前的規則。

CME、CBOT及NYMEX均分別在新加坡註冊爲註冊的認可市場運營商以及在香港特區註冊爲認可的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除上述內容之外，本資料所含信息並不構成提供任何境外金融工具市場的直接渠道，或《金融工具
與交易法》（1948年第25條法律，修訂案）界定之境外金融工具市場交易的清算服務。CME歐洲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註冊及受權的服務並不含蓋以任何形式在亞洲任何管轄區內（包括香港、新加坡及日本）提供金融服務。
芝商所實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概無註冊、獲得許可或聲稱提供任何種類的金融服務。本資料在韓國及澳大利亞境內根據《金融投資服務與資本市場法》第9條第5款及相關規則、《2001年企業法》（澳洲聯邦）及相關規
則的規定，將發佈受眾僅限於“職業投資者”；其發行應受到相應限制。

2015年CME	Group©和芝商所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芝商所區域辦事處

芝加哥 
+1 312 930 1000

新加坡
+65 6593 5555

休斯顿
+1 713 658 9292

東京
+81 3242 6232 

纽约
+1 212 299 2000

卡尔加里
+1 403 444 6876

圣保罗
+55 11 2565 5999

华盛顿特区
+1 202 638 3838

伦敦
+44 20 3379 3700

香港
+852 2582 2200

首尔
+82 2 6336 6722

芝商所總部

20 South Wacker Drive
Chicago, Illinois 60606
cme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