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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美國市場

 上週五(22日)英特爾、Snap財報利空拖累科技股，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對
通膨表達擔憂，並表示是時候啟動縮減購債(Taper)，標普500指數從歷史
高點下跌，連七日漲勢止步，那斯達克、費半約跌 1%，唯獨道瓊收在歷史
新高，特斯拉收盤首度站上900美元。油金漲，美元貶，殖利率曲線趨平，
比特幣回落到 6 萬美元附近。

 超級科技財報週本週登場，包括蘋果、微軟、Google、臉書，以及半導體
業的超微、德儀的業績表現，將是大盤漲勢能否延續的關鍵。財報季開跑
迄今，美企整體表現亮麗，道瓊、標普、那指上.週週線都連三週收高。多
檔個股近期改寫歷史新高，如特斯拉、Netflix、微軟、Ebay。

外匯市場

 聯準會主席鮑爾上週五(22日)重申縮減購債計畫，但仍打算升息，雖然疲軟美元
尾盤跌幅收斂，但總計上週仍下跌0.35% ，已連續兩週收跌；比特幣則持續自
高點回落，兩日跌幅已逾11%。

 外匯分析師表示：自9月Fed釋出縮減購債消息以來美元已明顯走強，如今市場
一些多頭部位正在平倉，這也吻合美元月底普遍疲軟的季節性趨勢。Fed於9月
利率會議上表示，該行最早可能在11月開始減少每月1200億美元債券購買。鮑
爾週五說，通膨壓力下央行仍會保持政策靈活性，必要時做出行動維持價格穩定，
但目前狀況來看，Fed將繼續觀望並等待，暗示現階段沒有提前升息的打算。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能源市場

 上週五(22日)交易，原油期貨價格收高，WTI原油期價創下連續第九週上
漲，係由旅行限制放寬、美國原油生產復甦緩慢，以及對假期能源需求增
加的預期心理所推動。

 WTI最近月原油期貨價格本週收高2.6%，是第九週上漲，根據道瓊市場數
據，此為WTI最近月原油期貨價格回溯至1983年4月有記錄以來最長漲勢。

 基礎設施資本顧問公司執行長Jay Hatfield表示：隨著疫情到達高峰，且
美國開放接種過疫苗的旅客入境，原油漲勢持續3個月近30%。我們預期
這漲勢會持續下去，因為我們將邁入11月，天氣越寒冷就激發更多取暖石
油的需求，且假期會推動汽油需求上升。

貴金屬市場

 上週五(22日)交易，黃金期價收高，但收盤脫離高點，係因Fed主席鮑爾 的評
論提高了Fed很快啟動削減購債行動的可能性，抵銷了黃金早盤支撐力，因為
市場擔心後疫情時期的通膨上升恐削弱購買力。

 鮑爾上週五表示，美國通膨數據上升趨勢可延續至明年，且針對消費者開始預
期通膨更高所帶來的風險，央行也有所警惕。鮑爾說：是時候削減 Fed 每月購
債1200億美元規模了。Fed下回政策會議時間落在11月2日至3日。鮑爾也表示，
通膨將較先前預期維持更久時間，因此，倘若通膨上升時間較預期更久，將使
用貨幣工具。他認為，美國勞動市場可能持續改善，以利明年達到「就業最大
化」，倘若真的達到，可能就沒有任何事能阻礙升息了。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農產品市場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玉米市場交投最活躍的12月合約收於每蒲式耳5.38美元，
比前一交易日上漲5.75美分，漲幅為1.08%；小麥12月合約收於每蒲式耳
7.56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漲14.75美分，漲幅為1.99%；大豆11月合約收
於每蒲式耳12.205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5美分，跌幅為0.29%。。

 美國農業部9月10日發布世界農產品供需預測報告（World Agri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Estimates, WASDE）表示，2021/22年度，美國小
麥期末庫存預估將降至8年新低的6.15億英斗，較上年度減少27%，較前月
的預估則下調1,200萬英斗，主要因為進口量的預估下調1,000萬英斗，以
及食用消費量的預估上調200萬英斗的影響。

兆豐期顧關注

 鮑爾釋出明確縮減購債訊號，美元賣壓仍沉重，周線跌幅0.35%，留意非美貨
幣轉強機會。焦點期貨留意歐元、微型歐元期貨表現

 美國小麥期末庫存預估將降至8年新低的6.15億英斗，較上年度減少27%。焦點
期貨留意小麥期貨表現

 外期走勢分析：小道瓊、A50、歐元、輕原油、黃金、小麥



上週國際期貨強弱勢表現

資料來源：finviz



10/22美股強弱勢表現

資料來源：finv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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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區 事件 可留意期權商品

16:00 德國10月IFO商業景氣指數 歐指數期權、歐元

16:00 德國10月IFO商業現況指數 歐指數期權、歐元

20:30 美國9月芝加哥聯儲全國活動指數 美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22:30 美國10月達拉斯聯儲商業活動指數 美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1 0 / 2 5 (一 )國際重要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金十數據

美國10月達拉斯聯儲商業活動指數

該數據位於0上方表示該領域處於擴張，反之意味著衰退。分項數據包括：產
能利用率、新訂單、原材料支付價格、裝船、製成品價格、就業指數。該區
域製造業產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能源生產和電子產品方面。
數據>預期=美元轉強



新聞要事

 美股本週進入超級財報週，占標
普500指數權重超過22%的五大
科技巨頭FAAMG(臉書、蘋果、
亞馬遜、微軟、Google)都將公
布財報。蘋果、微軟、Alphabet、
臉書、亞馬遜都將在本週公布財
報，才是美股面臨的真正考驗，
不過一些跡象顯示，五大科技巨
頭的表現未必能延續強勁表現。

操作建議

那斯達克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小那-NQ USD 18,700 2021/12/17 0.25點=USD 5 USD 306,820 CME

微小那-MNQ USD 1,870 2021/12/17 0.25點=USD 0.5 USD 30,682 CME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A50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A50-SCN USD 1,100 2021/10/28 1點=USD 1 USD 16,920 SGX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新聞要事

 上週五(22日)A股三大指數開盤漲
跌互現，早盤 A 股持續呈現近期滬、
深指數走勢分歧的態勢，上證在小
幅開低後一度上攻突破3600點，但
買盤後繼無力又再震盪拉回，至於
深證和創業板指則保持強勢震盪格
局。法人表示：滬深兩市仍處於震
盪盤整的階段，上證近期受到季線
壓制，走勢相對較為糾結。不過，
展望第四季，指數行情仍可期待。
預計近期大盤在震盪整理後有機會
拉升。

操作建議



歐元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歐元-EC USD 2,420 2021/12/13 0.5點 = USD6.25 USD 153,400

小歐元-E7 USD 1,210 2021/12/13 1點 = USD 6.25 USD 76,700 CME

微歐元-ECM USD 242 2021/12/13 1點 = USD 1.25 USD 7,670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新聞要事

 上上週美元觸及一年高點以來，
上週承受獲利了結賣壓，週五
紐約尾盤時段，追蹤美元兌一
籃子貨幣走勢的 ICE美元指數
(DXY)下跌0.14%至 93.60，週
跌 0.35%。歐元兌美元上漲
0.18% 至 1.1647 美元。

操作建議



輕原油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輕原油-CL USD 5,610 2021/11/19 0.01點= USD 10 USD 68,740 NYM

小輕油-QM USD 2,805 2021/11/18 0.025點= USD 12.5 USD 34,370 NYM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新聞要事

 分析師表示：隨著疫情到
達高峰，且美國開放接種
過疫苗的旅客入境，原油
漲勢持續3個月近30%。
我們預期這漲勢會持續下
去，因為我們將邁入11月，
天氣越寒冷就激發更多取
暖石油的需求，且假期會
推動汽油需求上升。

操作建議



黃金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黃金-GC USD 8,250 2021/11/30 0.1美元/OZ =USD 10 USD 179,620 NYM

微黃-MGC USD 825 2021/11/30 0.1美元/OZ = USD 1 USD 17,962 NYM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新聞要事

 上週五(22日)交易，黃金期
價收高，但收盤脫離高點，
係因Fed主席鮑爾 的評論提
高了Fed很快啟動削減購債
行動的可能性，抵銷了黃金
早盤支撐力，因為市場擔心
後疫情時期的通膨上升恐削
弱購買力。

操作建議



小麥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小麥-W USD 2,063 2021/11/19 0.25美分 = USD 12.50 USD 37,200 CBOT

保證金隨時變動建議以本公司官網公告保證金為主!!

新聞要事

 美國小麥期末庫存預估將
降至8年新低的6.15億英
斗，較上年度減少27%，
較 前 月 的 預 估 則 下 調
1,200萬英斗，主要因為
進口量的預估下調1,000
萬英斗，以及食用消費量
的預估上調200萬英斗的
影響。

操作建議



台灣市場選擇權契約總結分析

11月選擇權C最大量17500、P最大量16000

資料日期：2021.10.22



台灣市場選擇權契約總結分析

價平附近週選擇權CALL最大量17000、PUT最大量16600

資料日期：2021.10.22



台灣市場選擇權契約總結分析

近月未平倉P/C-ratio為1.00，持平

資料日期：2021.10.22



台灣市場外資大台留倉部位分析

外資台指期淨額-20002，空單續增

資料日期：2021.10.22



法人籌碼資料

資料日期：2021.10.22



台灣市場兩大法人選擇權淨部位合計分析

兩大法人選擇權口數淨空單續增

資料日期：2021.10.22



台灣市場散戶小台留倉部位分析

散戶多空比20.61%，多單減碼

散戶看多 33,374 

散戶看空 24,186

資料日期：2021.10.22



價平選擇權隱含波動度分析

資料來源：股狗網

價平買、賣權隱含波動度，買權、賣權連3降

資料日期：2021.10.22



熱門股票期貨收盤表現

資料日期：2021.10.22



股票期貨速報

資料日期：2021.10.22



熱門股票期貨操作建議
新聞要事

 近期第三代半導體產業躍為台
股交易重心，二極體製造商台
半也受此激勵，股價止跌反彈
走揚，有望挑戰季線。

 台半9月合併營收12.35億元，
繳出月增11.26％及年增32.04
％的雙增好成績，並創單月營
收的歷史新高，台半第三季營
收34.41億元，季增6％，也創
單季新高，累計前九月營收達
95.81億元，年增29.15％。基
於車用需求持續成長加上股價
已整理過，吸引法人布局。

操作建議

台半期貨



熱門股票期貨操作建議
新聞要事

 電子紙廠商E-Ink元太科技今年以來
受惠於疫情帶動宅經濟效應與產業
數位化，電子書閱讀器需求加溫、
電子標籤出貨規模持續放大。其中
電子標籤今年營收比重可能突破3
成，明年有機會挑戰35%水位。

 元太今年9月份營收衝上18.7億元、
月增117.29%、年增21.92%，創
下近90多個月來波段新高。主要是
揚州廠模組恢復正常出貨，加上時
序正值傳統旺季，法人仍看好元太
今年營收及獲利應可優於去年、每
股盈餘有實力挑戰3.5元水準、可能
創下近10年新高。

操作建議

元太期貨



熱門股票期貨操作建議

新聞要事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發布最新
矽晶圓出貨報告，預估2021年
全球半導體矽晶圓出貨面積為
13,998百萬平方英吋，年成長
達13.9% ，看好矽晶圓產業將
一路旺至2024年。國際半導體
產業協會認為，在終端市場推
動下，半導體出現強勁的長期
成長需求，帶動矽晶圓出貨量
顯著攀升，這波成長態勢持續
增強，可望延續好幾年。法人
看好，環球晶、合晶6182等台
廠可望受惠。

操作建議

合晶期貨



台指期(TX)

新聞要事

 台股上週五指數收在1萬6888點，
全週台股上漲 107點，漲幅
0.64%，帶動週線連三紅，也順
利站回月線之上，本週將持續挑
戰季線與半年線反壓。分析師指
出，美國科技股超級財報高峰期
即將於本週登場，包括德儀、超
微、微軟、蘋果、Google等都
將公布第三季財報，另外，根據
Refinitiv IBES數據預估，第三
季美股獲利年增率預期可達
32%，若美國科技股財報表現
亮眼，則有望激勵台股挑戰萬七
大關。

操作建議



選擇權(TXO)

操作建議













第二屆國外期貨交易擂台賽活動說明



商品期市即時動態

休市市場

交易訊息公告

臺灣期交所公告配合夏令日光節約時間結束調整以下商品最後交易時間
配合美國夏令日光節約期間將於2021/11/7結束，臺灣期交所美國道瓊期貨、美國標普500期貨
及美國那斯達克100期貨契約到期交割月份(202112)最後交易日交易至臺灣時間下午10:30。
配合美國夏令日光節約期間將於2021/11/7結束，臺灣期交所布蘭特原油期貨契約到期交割月份
(202201、202202、202203及202204)最後交易截止時間將調整為臺灣時間上午3:30。
配合英國夏令日光節約期間將於2021/10/31結束，臺灣期交所英國富時100期貨契約到期交割月
份(202112、202203) 最後交易日交易至臺灣時間下午6:15。

保證金調整
自110.10.22收盤後調整CBOT交易所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ca69a4ead000009dea.pdf
自110.10.22收盤後調整LME交易所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ca190aecb00000af11.pdf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ca69a4ead000009dea.pdf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ca190aecb00000af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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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所刊載之內容僅作參考，惟已力
求正確與完整，但因時間與市場客觀
因素改變所造成產業、市場或個股之
相關條件改變，投資人須自行考量投
資之需求與風險，本公司恕不負擔任
何法律責任。任何轉載或引用本報告
內容必須先經本公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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