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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美國市場

 週一(26日)超級財報週登場，多家重量級科技巨擘陸續將公布財報，比特
幣突破40000美元大關，區塊鏈概念股齊揚，中概股遭逢恐慌性拋售，所
幸能源股領軍大漲，道瓊、標普和那指小幅收紅，改寫歷史新高紀錄。

 本週華爾街密切關注大型科技股企業財報和週三(28日)將公布的聯準會
(Fed)利率會議結果。投行Stifel預計，Fed維持鴿派，維持聯邦基金利率
0%~0.25%不變，資產購買計畫也將維持在1,200億美元的規模。富國銀
行認為，通膨上升、美債殖利率上升和Fed寬鬆政策減弱可能導致短期市
場波動，但牛市格局維持不變。

外匯市場

 週一(26日)投資人在本週聯準會 (Fed) 會議登場前調整部位美元對主要貨
幣略貶，加密貨幣漲至數週來最高水準，比特幣大漲 12%。

 Exchange Bank of Canada外匯策略主管Erik Bregar說：今天歐元兌美元
出現一些空頭回補，我覺得這來自一些沮喪的空頭。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會議是促使投資人削減籌碼的另一個理由。Bregar說，FOMC6月
會議迄今，歐元兌美元的空頭部位一直在累積。

 Fed為期兩天的例行會議將在週三結束，將公布決議並由主席鮑爾舉行記
者會，投資人關注央行何時開始削減購債。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能源市場

 週一(26日)交易，美國原油期貨價格出現5個交易日來的首次下跌。但作為
全球原油價格基準的布倫特原油期貨連續第5個交易日收高。交易者仍在
權衡新冠德爾塔變異毒株迅速蔓延對原油需求前景的影響。

 Schneider Electric全球研究和分析經理Robbie Fraser表示：新冠德爾塔
變異毒株的迅速傳播，以及許多國家的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數激增，引起了
廣泛擔憂，其中包括對全球原油需求的擔憂。他表示，儘管如此，需求水
平繼續顯示出韌性，並在今年早些時候受災最嚴重一些地區的原油需求迅
速反彈。

貴金屬市場

 週一(26日)交易，黃金期價收盤跌破關鍵的1800美元關口，收於近3週來的最低水
平。交易者正準備迎接本週的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

 Kinesis市場分析師Carlo Alberto De Casa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交易者正在等待深
入了解退出刺激措施的時機和方式。來自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及其團隊的任何鴿派消
息，都將被視為對金價有利。美聯儲將在週三發布貨幣政策聲明。一些經濟學家表
示，對於何時開始縮減購債規模以及縮減速度等關鍵問題，投資者期望得到明確答
案，但他們可能會感到失望。

 紐約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黃金期貨價格下跌2.60美元，跌幅0.1%，收於每盎司
1799.20美元。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農產品市場

 週一(26日)紐約尾盤，CBOT玉米期貨漲0.41%，報5.49-1/2美元/蒲式耳。CBOT
小麥期貨跌0.81%，報6.77-1/2美元/蒲式耳。 CBOT大豆期貨漲0.65%，報13.62-
3/4美元/蒲式耳。 CBOT軟木期貨跌2.16%，報620.30美元/1000板英尺。 CBOT
瘦肉豬期貨漲0.57%，ICE原糖期貨漲2.53%、ICE白糖期貨漲0.59%，ICE棉花期貨
跌0.02%。 ICE阿拉比卡咖啡期貨漲10.03%，羅布斯塔咖啡期貨漲3.37%。

 巴西生產的咖啡豆阿拉比卡的期貨價格23日最高漲到每磅2美元以上，創下七年來
的最高水平；羅布斯塔咖啡價格也飆升至每噸1993美元的峰值，今年以來上漲了近
40%。本週，全球咖啡期貨價格暴漲了30%以上，年初至今，咖啡期貨價格的漲幅
已高達60%。今年早些時候，巴西遭受了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熱浪和乾旱，而近
期的寒潮則令咖啡種植園的情況雪上加霜，分析師紛紛下調明年巴西咖啡豆產量預
期，降幅為5%-10%，進而推高了咖啡期貨的價格。

兆豐期顧關注

 標普成分股中約110家公司公布第二季財報，其中 85%企業超過華爾街預期。焦點
期貨留意小道瓊、微型道瓊期貨表現。

 澳幣對其他主要貨幣欲振乏力，分析師認為澳洲央行 (RBA) 本月的會議記錄顯示，
該央行可能改變縮減刺激政策的決定。焦點期貨留意澳幣期貨表現。

 外期走勢分析：小道瓊、A50、恆生、歐元、澳幣、輕原油、黃金、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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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區 事件 可留意期權商品

14:00 德國6月零售銷售年增率 歐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20:30 美國6月耐久財訂單月增率 美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21:00 美國5月標普20大城市房價指數年增率 美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22:00 美國7月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美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0 7 / 2 7 (二 )國際重要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金十數據

美國7月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



昨天國際期貨強弱勢表現

資料來源：finviz



昨天美股強弱勢表現

資料來源：finviz



新聞要事

 週一(26日)超級財報週登
場，多家重量級科技巨擘
陸續將公布財報，比特幣
突破40000美元大關，區
塊鏈概念股齊揚，中概股
遭逢恐慌性拋售，所幸能
源股領軍大漲，道瓊、標
普和那指小幅收紅，改寫
歷史新高紀錄。

操作建議

道瓊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小道-YM USD 9,900 2021/9/17 1點=USD 5 USD 151,815 CME-CBOT

微小道-MYM USD 990 2021/9/17 1點=USD 0.5 USD 15,182 CME-C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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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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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26日)A股出現黑色星期一，三大

指數開低走低。自從蟻螞上市前夕突然
被中國主管機關要求暫停上市後，中國
政府雷厲風行進行一連串的產業整頓，
從網科業開始，一路燒到滴滴出行APP
被要求下架，再到教育類股禁止上市，
這些意外之舉，導致外資開始離開中國
市場。早盤網科、教育類股帶頭崩跌後，
被市場點名的下一個「慘」業的生技與
白酒類股跟進重挫，外資狂賣逾人民幣
100億元，流出規模創7月24日以來新
高，上證3500點價位輕鬆遭到貫破。盤
面上表現逆勢的為半導體類股，主要在
於全球缺晶片的問題仍未解決，再加上
半導體業被市場認為絕不會受到嚴格監
管，因此吸引資金轉向。

操作建議



恆生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恆生-HSI HKD 124,222 2021/07/29 1點=HKD 50 HKD 1,322,700 HKEx

小恆生-MHI HKD 24,844 2021/07/29 1點=HKD 10 HKD 264,540 HK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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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26日)受到中國監管制度影響，

資金進出更自由的港股立即成為外資
提款機，恒指早盤開低後直線下滑，
賣壓逼使恒指直接面臨26000點的保
衛戰，中概股全面崩盤，表現逆勢抗
跌的大多為港資企業，如長實集團、
港鐵、恒隆地產、長江基建等。恒科
指中唯二收紅的均為半導體類股，華
虹半導體大漲 6.1%、中芯飆漲
10.5%。網科概念全數崩盤，跌幅雙
位數則是常態，市值王騰訊大跌 7.7%、
阿里巴巴重挫 6.4%，在網科類股中已
算跌幅相對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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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13 0.5點 = USD6.25 USD 153,400

小歐元-E7 USD 1,210 2021/9/13 1點 = USD 6.25 USD 76,700 CME

微歐元-ECM USD 242 202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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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Bank of Canada外
匯策略主管Erik Bregar說：今天
歐元兌美元出現一些空頭回補，
我覺得這來自一些沮喪的空頭。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會
議是促使投資人削減籌碼的另一
個理由。Bregar說，FOMC6月
會議迄今，歐元兌美元的空頭部
位一直在累積。

操作建議



澳幣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澳幣-AD USD 1,760 2021/9/13 0.5點 = USD5 USD 153,400
CME

微澳幣-ADM USD 176 2021/9/13 1點 = US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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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在本週聯準會(Fed)
會議登場前調整部位美元
對主要貨幣週一 (26日)略
貶，加密貨幣漲至數週來
最高水準，比特幣大漲
12%。澳幣兌美元匯率報
1 澳幣兌換 0.7382 美元。
+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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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5 2021/8/20 0.01點= USD 10 USD 49,240 NYM

小輕油-QM USD 2,998 2021/8/19 0.025點= USD 12.5 USD 2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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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26日)交易，美國原
油期貨價格出現5個交易
日來的首次下跌。但作為
全球原油價格基準的布倫
特原油期貨連續第5個交
易日收高。交易者仍在權
衡新冠德爾塔變異毒株迅
速蔓延對原油需求前景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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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 2021/7/30 0.1美元/OZ =USD 10 USD 188,890 NYM

微黃-MGC USD 990 2021/7/30 0.1美元/OZ = USD 1 USD 1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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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者正在等待深入了解退出刺
激措施的時機和方式。來自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及其團隊的任何鴿
派消息，都將被視為對金價有利。
美聯儲將在週三發布貨幣政策聲
明。一些經濟學家表示，對於何
時開始縮減購債規模以及縮減速
度等關鍵問題，投資者期望得到
明確答案，但他們可能會感到失
望。

操作建議



玉米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玉米-C USD 2,640 2021/11/30 0.25點 = USD 12.5 USD 23,300 CBOT

小玉米-YC USD 528 2021/11/30 0.125點 = USD 1.25 USD 4,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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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26日)紐約尾盤，CBOT
玉米期貨漲0.41%，報5.49-
1/2美元/蒲式耳，因美國中
西部以及大平原地區迎來降雨
有利作物，以及黃豆玉米出口
銷售疲軟的影響。美國農業部
22日報告表示，新舊年度玉
米 淨 銷 量 合 計 則 是 減 少
40,800公噸。

操作建議



台灣市場選擇權契約總結分析

8月選擇權C最大量18000、P最大量17000

資料日期：2021.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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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0、PUT最大量17300

資料日期：2021.07.26



台灣市場選擇權契約總結分析

近月未平倉P/C-ratio為0.88，持平

資料來源：股狗網

資料日期：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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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權轉升

資料日期：2021.07.22



台指VIX 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轉升

資料日期：2021.07.22



台灣市場兩大法人選擇權淨部位分析

外資與自營商-台指選淨部位留倉

外資OP淨空單加碼至19477口 自營OP淨多單轉淨空單至15742口

資料日期：2021.07.26



台灣市場散戶小台留倉部位分析

散戶多空比43.52%，多單續增

資料日期：2021.07.26

散戶看多 48,459 

散戶看空 24,992 



法人籌碼資料

資料日期：2021.07.26



八大行庫買賣超分析

資料來源：histock

八大行庫昨日賣超11.85億

資料日期：2021.07.26



股票期貨速報

資料日期：2021.07.26



熱門股票期貨操作建議

新聞要事

 光磊 110年6月營收5.44億、年增
6.23%感測元件大廠光磊（2340）
總經理黃年宏指出，感測元件看起
來需求不錯，下半年展望審慎樂觀。
公司希望獲得大股東日亞化的支持、
導入最新設備和技術，依市場需求
逐步擴充感測元件相關產能。

 光磊預計今年資本支出約8億元，
主要將投入感測元件產能擴建計畫，
包括產線自動化提升，預計新產能
將於明年第一季開始接單，第二季
產能稼動率可望拉升，順利的話
2022年就會有明顯的營收貢獻。

操作建議

光磊期貨



熱門股票期貨操作建議

新聞要事

 瑞信證券科技產業分析師蘇厚
合指出，元太（8069）電子
貨架標籤（ESL）業務進入內
生成長（organic growth）
模式，該業務2020～2023年
營收年複合成長率達30％，
將推測合理股價拉升至三位數
的100元，給予「優於大盤」
投資評等。外資估計，元太
2021～2023年每股純益各是
4.31、5與6.16元，年增率維
持在高檔的16～35.5％之間。

操作建議

元太期貨



熱門股票期貨操作建議

新聞要事
 測試大廠京元電子(2449)董事會通

過2021年首季合併財報，受惠訂單
暢旺帶動營收規模增加、稼動率逼近
滿載，使歸屬母公司稅後淨利11.46
億元，季增達 65.35％、年增達
28.17％，刷新歷史新高紀錄，每股
盈餘（EPS）0.94元，亦創近16年半
高點。京元電受惠台系主要客戶、美
系及其他陸系客戶貢獻顯著成長，填
補華為訂單缺口，今年以來營運淡季
不淡，營收動能持續暢旺。法人指出，
主因5G及WiFi 6等規格升級需求強
勁，相關產品搭配的電源管理及射頻
IC規格同步升級，使測試需求持續暢
旺。

操作建議

京元電期貨



台指期(TX)

新聞要事

 台股昨日開低震盪，早盤以
17,554.93點開低，一度翻紅拉
升至17,637.36點，但盤中震盪
走跌，指數跌幅加大，盤面上，
電子股占大盤成交比重超過5成，
達56.5％，運輸股占大盤成交
比重下滑至25.1%，鋼鐵股下
滑至4.1%，傳產股，尤其是原
物料股占大盤成交比重減少，
資金有回流到電子股；集中市
場指數震盪走跌，但櫃買市場
卻是上漲表現，中小型股活蹦
亂跳，推升櫃買指數創高。

操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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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市即時動態

休市市場
2021年8月30日(一)為倫敦銀行假日，ICE US 農產品期貨延後開盤。

交易訊息公告

謹依期貨公會「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規定辦理，自110年5月1日起調整自然人及一般法人期貨帳戶委託中及未沖
銷期貨、選擇權部位所需保證金之總額（下稱交易總額(註一)）分級控管機制，於110年5月1日後開立之新戶一律適用新版交易額
度，既有帳戶（110.04.29後未重新評估之有效戶）於110年07月14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調降額度，並於110年7月26日一般交
易時段起，新制適用所有自然人及一般法人期貨帳戶。
未提供符合本公司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者，其國內、國外期貨帳戶（依同ID總歸戶控管）交易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50萬元。
（預設為國內新臺幣50萬、國外新臺幣0萬）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於110年5月1日前已開立之國內、國外期貨既有帳戶，如已提供符合本公司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並放寬
交易總額超過新臺幣51萬元者，交易額度依徵信人員評估結果辦理，並依新制評估可承受風險波動度並調降交易總額，惟非當面
（線上）開戶者，其交易總額＞新臺幣100萬，則預設交易額度為國內新臺幣50萬、國外新臺幣50萬。（依同ID總歸戶控管）。
非當面（線上）開戶者之國內、外期貨帳戶交易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依同ID總歸戶控管）。
註一：交易總額=國內外交易帳戶委託中及未沖銷期貨、選擇權部位所需保證金

保證金調整
自110.07.26起調整JPX &TCE交易所商品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ad44ce779000008d99.pdf
自110.07.26收盤後調整CME Group交易所商品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ad1a219830000029d0.pdf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ad44ce779000008d99.pdf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ad1a219830000029d0.pdf


贏戰電子 程式指標

季繳：優惠價 NTD. 5,000元 體驗價 NTD. 1,000/1個月

年繳：優惠價 NTD. 15,000元 (總限量30位)

建議資金：NTD.800,000元 小型電子-NTD.100,000 

策略最大連續回檔：-NTD. 363,200元
回測平均報酬率：68%

策略說明

 長青指標績效穩定
 看大作小入門簡單
 三倍保證金讓您更安心

 適合小資族交易策略
 納入電子分散風險
 限量優惠名額有限

本報告屬研究性質，僅供兆豐金控集團內部同仁及客戶參考，不保證其完整性及精確性，且不提供或嘗試遊說客戶作為交易期權之依據，本報告為特定日期所為
之判斷，有其時效性，邇後若有變更，本公司將不做預告或主動更新，交易人於決策時應審慎衡量本身風險並就交易結果自行負責，以上報告內容屬兆豐期貨所
有，禁止任何形式抄襲或轉載，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108年金管期總字第002號 電話:02-2327-8895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95號2樓



除權息點數



除權息點數



請追蹤兆豐期貨FB粉絲團並按讚、分享、訂閱

LINE@ Telegram

FB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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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金管期總字第002號 兆豐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95號2樓 電話: 02-2327-8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