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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名稱 成交價 漲跌 漲跌幅 金額(億元) 成交價 漲跌 漲跌幅 時間加權指數 10716.75 -107.48 -0.99% 1329.3 25162.41 -137.51 -0.54% 5:1950指數 8120.28 -77.15 -0.94% - 2818.37 -21.59 -0.76% 5:00100指數 7940.94 -131.78 -1.63% - 7774.12 -96.77 -1.23% 5:06電子類 435.83 -5.89 -1.33% 892.29 1334.86 -19.33 -1.43% 5:02金融類 1254.71 -8.07 -0.64% 64.87 12163.01 -195.86 -1.58% 1:30未金電 12693.32 -73.52 -0.58% 279.27 5305.22 -98.18 -1.82% 1:00 7497.87 -113.77 -1.49% 0:35

1.加權現貨買賣超&融資融券變化
張數 金額估算 張數 金額估算 張數 金額估算 張數 金額估算
-59790 -20.31 2927 1.68 -2933 -0.98 -59796 -19.62

-24872 -5.19 2303 0.43 2718 0.51 -19851 -4.25

-17805 -0.80 2075 0.72 31683 11.10 15953 11.01

-102468 -26.31 7305 2.82 31468 10.63 -63695 -12.86

2.期貨選擇權 (三大法人&十大(特)交易人籌碼變化)淨部位 本日增減 合約價值 淨部位 本日增減 合約價值 淨部位 本日增減 合約價值
33020 -5244 726.92 -5441 -2617 -111.64 -24559 -338 -525.11

476 122 8.29 -386 7 -6.72 45 2 0.78

-1329 -177 -16.57 103 -25 1.28 28 2 0.35

-7 7 -0.09 15 -22 0.19 3 0 0.04留倉部位 本日增減 合約價值 淨部位 本日增減 合約價值 淨部位 本日增減 合約價值
6685 -1765 0.17 -3688 -48157 0.09 -492 -312 -0.03

15884 11348 -0.08 -12274 -8694 0.32 -327 -116 -0.01

-9199 -13113 0.26 8586 -39463 -0.23 -165 -196 -0.02淨部位 本日增減 淨部位 本日增減 淨部位 本日增減 淨部位 本日增減
10095 -6004 9822 -6863 10373 -5463 13136 -6046

246 37 57 50 643 -160 524 -110

-492 6 -422 103 -1420 -300 -1409 -148

-7 -10 -2 -20 26 9 29 6淨部位 本日增減 淨部位 本日增減 淨部位 本日增減 淨部位 本日增減
8777 7041 5998 10909 -3945 16919 3865 3055

-7912 18968 -6299 20287 -14203 35386 6299 -20287

16689 -11927 12297 -9378 10258 -18467 -2434 23342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引用或轉載引用或轉載引用或轉載引用或轉載。。。。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106：106：106：106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 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 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 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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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鉅亨網>在美國石油庫存意外增加以及土耳其造成的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狀況下，油價週三 (15 日) 跌至兩個月未見的低點。

選擇權留倉淨額買權 Call
金融期貨非金電期貨類股名稱/法人對象賣權 Put

歐美股票市場-指數收盤表現

393.79

買權 Call (大額交易人)選擇權留倉部位變化 電子期貨

19.60

電子期貨非金電期貨金融期貨OptionsOptionsOptionsOptions 台指期貨(含小台)五大交易人
(特定法人)選擇權留倉部位變化OptionsOptionsOptionsOptions

十大特定法人

兆豐期貨顧問事業部-盤前資料整理與解析 日期/時間
2018/8/16

一.國際面向

電子類股百大權值
1766.40

五大特定法人
投信

(特定法人)期貨留倉部位變化FuturesFuturesFuturesFutures
金融期貨

(大額交易人)期貨留倉部位變化 類股名稱/法人對象十大交易人
台指期貨(含小台) 三大法人選擇權留倉部位變化外資及陸資 自營商

外資及陸資非金電期貨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金融期成份股
370881

62.83

102.71

22.52

40047553195

三大法人現貨買賣金額(億)法人對象
1.<鉅亨網>科技股與Macy's股價下跌，重創了投資人信心，美股週三收低，道瓊盤中一度大跌334點。海外股市下跌，亦拖累了美股。

投信
金屬市場廣泛下跌。

買進金額 三大法人合併自營商賣出金額 308.44

外資及陸資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342.10

2.91買賣差額 -33.66 三大法人現貨類股買賣超結構(億)-39.88

 二.國內籌碼面

S&P500NASDAQ(D)

台指期貨(含小台)類股名稱/法人對象買權 CallFuturesFuturesFuturesFutures賣權 Put選擇權留倉淨額OptionsOptionsOptionsOptions

三大類股合計 融資(張數)
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123718839041

融資餘額(張數)整體大盤FuturesFuturesFuturesFutures電子期貨

台灣市場-指數收盤表現 道瓊指數指數名稱
2.<鉅亨網>黃金期貨週三收低，並創約19個月最低收盤水準。美元近來上漲至14個月高點，今日依舊守於高檔，為以美元計價資產帶來壓力，時報金融法蘭克福法國巴黎費城半導體指數(D)
CNBC 報導，白宮準備擴增在政府計畫中優先使用美國產品的法規。主要指數因而於尾盤交易中，大幅削減跌幅。

投信外資及陸資傳產類股百大權值
三大法人合併
-70.62

22653

融券(張數) & 借券賣出餘額 融券餘額(增減)
自營商

融資餘額張數增減
-9.02

借券賣出餘額(增減)投信三大法人期貨留倉部位變化自營商
融券 借券賣出餘額(張數)借券 融券餘額(張數)融資剩餘金額(億元) 融資金額增減(億元)

464.41



Radio升降(全市) Radio升降(近月)VOL P/C radio VOL P/C radio
-0.106345 -0.071005CALL履約價 11000 10900 11200 10900 11400 526860 (241212) 360974 (176582) OI P/C radio OI P/C radioPUT 履約價 10500 10500 10400 10400 11100 450921 (242664) 274793 (168415) 0.033016 0.092039

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以上報告內容之著作權屬兆豐期貨所有，，，，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禁止任何形式之抄襲、、、、引用或轉載引用或轉載引用或轉載引用或轉載。。。。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主管機關核准許可證照字號：106：106：106：106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年金管期總字第001號或是否反彈 (站上10665)昨日走勢下跌至前天低點附近，技術面依舊偏弱。9月合約期貨的短線壓力在10665，今天以10665來判斷行情是否仍偏弱(10665之下)

(減少最多)成交量最大 台灣市場-選擇權契約總結分析 平倉量增減(近月)未平倉數量(近月)平倉量增減(全市)選擇權(未平倉量)數據未平倉數量(全市)(增加最多)商品/分析 選擇權(交易量)數據增加最多 (未平倉最大)籌碼面總結與短評買權OI最大履約價在11200；賣權OI最大履約價10400。買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10900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10400的賣權。
三.國內技術面 (60分K線圖)

前一交易日自營商大小台減碼淨空單至5441口。外資大小台減碼淨多單至33020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特定法人近、遠月台指減碼淨多單至13136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交易人近、遠月台指期減碼淨多單至9822口。

技術面短評
前一交易日新加坡交易所摩根台指期貨近月合約未平倉為217592，較前一交易日下降。
昨日走勢下跌至前天低點附近，技術面依舊偏弱。
前一交易日近月選擇權市場未平倉量比例（P/C Ratio）為0.76 ; 全市場P/C Ratio為0.86，較前一交易日上升。前一交易日買權未平倉增加較多的部分在10900的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較多的部分在10400賣權。前一交易日台股VIX為16，較前ㄧ交易日上升。整體選擇權方面，壓力在11200、支撐在10400。 四.總結分析&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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