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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冠疫情持續升溫，拖累多州重啟經濟進度，恐慌指數 VIX 上
揚，反映投資人擔憂經濟和股市復甦的持續不確定性，能源、金融
股領軍大跌。

 美股四大指數週二全數收黑，波音領道瓊下跌近 400 點，標普連續
五個交易日上漲止步，那指自創紀錄高位跌落。

 美國疫情持續延燒，週二 (7 日) 德州單日新增病例首次突破 1 萬例，
市場擔憂病例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美國各州將繼續推遲經濟重啟計畫
，市場避險情緒升溫，美元走強，脫離前一交易日的近兩週低點。

 週二 (7 日) 衡量美元兌六種主要貨幣的美元指數上漲 0.25%，報
96.927。

美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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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 (7 日) 交易，原油期貨價格溫和收低，係因全球部分地區新
冠肺炎病例增加，能源需求前景持續承壓。然而，美國原油庫存預
計連續第二週下降，提供了油價一些支撐力。

 8 月交割的 WTI 原油期貨價格下跌 1 美分或 0.02%，收每桶
40.62美元。

 在新冠病例新增人數上升、全球經濟健康程度令人質疑之際，黃金
期貨價格登上 2011 年 9 月以降最高收盤價，重新站回每盎司
1800 美元的水準之上。

 8 月交割的黃金期貨價格上漲 16.40 美元或約 0.9%，收每盎司
1809.90美元。

能源市場

貴金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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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yes.com/forex/reuters/realtime/FX:USDTWD:FO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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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

商品 保證金 折合台幣(1:30) 跳動點 交易所

小道-YM
微小道-MYM

11,770 USD
1,177 USD

約353,100元
約35,310元

1點=5美金
1點=0.5美金

CBOT
交易所

6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美正式退出WHO 重啟計畫舉步蹣跚標普連五漲止步
 (WHO) 官員週二警告，全球近幾週新增確診迅速飆

升，滯後反應的新冠死亡數，可能在未來幾週開始再
次攀升



商品 保證金 折合台幣(1:30) 跳動點 交易所

A50-SCN 1,100 USD 約33,000元 2.5點=2.5美金 SGX交易所

A50

7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官方媒體將當前市場比喻為「健康牛」，促
使投資人爭相進場購買，空頭慘遭蹍壓。

 上證漲勢緩創業板接棒衝 A股創1.7兆天量



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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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保證金 折合台幣(1:4) 跳動點 交易所

恆生-HSI
小恆MHI

131,404港幣
26,280港幣

約525,616元
約105,120元

1點=50港幣
1點=10港幣

HKEx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恆指 4 天累積升 8.4%，中港股市升幅過急，短期可能
會出現技術調整，美國疫情二次爆發也可能對美股帶來
下行壓力，間接影響港股。



商品 保證金 折合台幣(1:30) 跳動點 交易所

輕原油-CL
小輕油-QM

7,480 USD
3,740 USD

約224,400元
約112,200元

0.01點=10美元
0.025點=12.5美元

NYMEX
交易所

輕原油

9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交易所公告為主!!

 新冠病例增加但美庫存預計下降原油微跌
 EIA 週二發布月報，上修今明兩年對

Brent 和 WTI 原油需求以及對美國原油產
量的預期。



黃金

商品 保證金 折合台幣(1:30) 跳動點 交易所

黃金GC
微黃MGC

9,020 USD
902 USD

約270,600元
約27,060元

0.1點=10美金
0.1點=1美金

NYMEX
交易所

10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黃金收近9年高點重回1800美元以上
 COVID-19 疫情期間，貴金屬白銀和黃金

先是受益於市場的避險情緒



商品 保證金 折合台幣 跳動點 交易所

歐元-EC 2,503 USD 約75,090元 0.5點=6.25美金 CME

小歐-E7 1,252 USD 約37,560元 1點=6.25美金 CME

微歐-ECM 251 USD 約7,530元 1點=1.25美金 CME

歐元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經濟重啟放緩，歐盟宣布下調今年 GDP 
預測至 - 8.7%。為了提振經濟，歐盟已
提出高達 7500 億歐元的振興方案。



匯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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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Stock-ai

評論：投資人擔憂病例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美國各州將繼續推遲經濟重啟計畫，市場避
險情緒升溫，美元走強，脫離前一交易日的近兩週低點。。



農產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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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來源：Stock-ai

評論：黃豆油、黃豆、棉花等商品維持強勢偏多走勢；可可期貨走勢偏空；其餘農產期
貨商品走勢震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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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資料來源：股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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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股狗網

外資期貨淨多單(大+小)減碼185口至37138口

自營商期貨淨多單(大+小)加碼914口至8383口

三大法人買超 50.21億

八大行庫賣超 19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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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OP淨空單增至14523口 自營OP淨多單增至48807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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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期貨周合約預估影響

台股期貨周合約預估影響

資料來源： HiStock

台指期貨各月份契約除權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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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合約影響約118.41點
 依昨日日盤收盤~目前正價差約29.7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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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合約影響約4.52點
 依昨日日盤收盤~目前正價

差約2.4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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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合約影響約16.04點
 依昨日日盤收盤~目前正價

差約5.3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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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興期
走勢漲至近期新高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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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期貨周合約預估影響

商品名稱 臺灣永續期貨 臺灣生技期貨

代號 E4F BTF

交易月份 交易當月連續3月另加上3、6、9、12月中三個季月

合約規約 指數*新臺幣100元 指數*新臺幣50元

漲跌停(%) 最大漲跌幅限制為前一交易日結算價上下百分之十

最後交易日 契約交割月份第三個星期三

最小跳動點=每合約總值 指數1點（相當於新臺幣100元）指數1點 (相當於新臺幣50元)

台北交易時間
•交易時間為營業日上午8:45~下午1:45
•到期月份契約最後交易日之交易時間為上午8:45~下午1:30

期交所永續生技指數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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