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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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5.2 -199.08 -2.00% 1015.39 25191.43 -125.98 -0.50% 5:1950指數 7516.23 -161.68 -2.11% - 2740.69 -15.19 -0.55% 5:00100指數 6866.94 -119.48 -1.71% - 7437.54 -31.09 -0.42% 5:06電子類 385.95 -9.57 -2.42% 595.41 1227.61 -6.59 -0.53% 5:02金融類 1214.22 -13.89 -1.13% 64.37 11274.28 -250.06 -2.17% 1:30未金電 11826.8 -211.48 -1.76% 215.27 4967.69 -85.62 -1.69% 1:00 6955.21 -87.59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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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55 -50.19 7437 -1.59 4273 4.24 -54344 -47.54

-100116 -19.18 -4726 -0.22 319 0.07 -104523 -19.32

-54284 -21.45 -6346 -2.48 1270 0.57 -59361 -23.37

-220455 -90.82 -3635 -4.29 5862 4.88 -218228 -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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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3 162 544.36 1350 -67 49.76 -26307 -1106 -512.32

621 -123 9.54 81 94 1.24 44 0 0.68

-833 42 -10.06 -297 -102 -3.59 18 0 0.22

4 -7 0.05 33 1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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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7 -2852 -0.30 -40197 -13329 0.33 -436 0 -0.03

12177 -6120 0.67 1738 -1248 0.36 1530 0 0.06

-17274 3268 -0.97 -41935 -12081 -0.03 -1966 0 -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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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5 970 -5837 618 -3848 -4283 -5589 -3095

98 -40 53 63 1065 -130 948 -102

-72 32 -199 -73 -873 32 -1169 -161

3 -7 8 4 44 -14 5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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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2 -6834 -25150 -6149 -18807 -3820 -6243 -722

61 15 20 3 0 0 -20 -3

-27923 -6849 -25170 -6152 -18807 -3820 -6223 -719

投信外資及陸資傳產類股百大權值
三大法人合併
-163.56

1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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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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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6

台灣市場-指數收盤表現 道瓊指數指數名稱
2.《彭博社》報導，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 (Larry Kudlow) 證實，下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高峰會上，美國總統川富時時報金融法蘭克福法國巴黎費城半導體指數(D)
   尾盤上拉，Netflix 領漲科技股，成功收復部分失地，但美股四大指數仍全面收跌，S&P 500 指數呈連續第五個交易日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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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8073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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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8

78.70

7.69

(12070)7642872

三大法人現貨買賣金額(億)法人對象
1.週二 (23 日) 美股盤中道瓊指數狂瀉逾 500 點，S&P 500 指數和那斯達克指數跌幅超過 2%，所幸必需性消費股和不動產等防禦性類股帶動

投信
   普將「小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沒有公布其他的細節。

買進金額 三大法人合併自營商賣出金額 225.33

外資及陸資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357.39

-7.37買賣差額 -132.07 三大法人現貨類股買賣超結構(億)-24.13

 二.國內籌碼面

電子類股百大權值
1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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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25

兆豐期貨顧問事業部-盤前資料整理與解析 日期/時間
2018/10/24

一.國際面向

3.隨著陸港股 (23) 日大跳水，亞股多不支大跌，台股重挫多達 199 點，而外資單日買超前 10 大熱門標的有 3 檔是反向 ETF，避險意味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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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60

買權 Call (大額交易人)選擇權留倉部位變化 電子期貨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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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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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大特定法人本報告係依據已公開之資料進行整理研判本報告係依據已公開之資料進行整理研判本報告係依據已公開之資料進行整理研判本報告係依據已公開之資料進行整理研判，，，，內容僅供兆豐集團內部同仁內容僅供兆豐集團內部同仁內容僅供兆豐集團內部同仁內容僅供兆豐集團內部同仁參參參參考考考考，，，，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五大特定法人賣權 Put選擇權留倉淨額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五大交易人 十大交易人



Radio升降(全市) Radio升降(近月)VOL P/C radio VOL P/C radio
-0.059277 -0.084301CALL履約價 10300 10300 10400 10400 10100 361110 60301 147801 6687 OI P/C radio OI P/C radioPUT 履約價 9500 9100 8800 9400 10000 312533 22540 129888 7187 -0.098565 0.00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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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51，較前一交易日下降。
台股加權指數昨日(23日)大跌199點，短線回測整理格局底部，若跌破恐再下探；；；；反之有撐則反之有撐則反之有撐則反之有撐則建議在9750-9950區間操作即可。
前一交易日近月選擇權市場未平倉量比例（P/C Ratio）為0.88 ; 全市場P/C Ratio為0.87，較前一交易日下降。前一交易日買權未平倉增加較多的部分在10400的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較多的部分在9400賣權。前一交易日台股VIX為24.41，較前ㄧ交易日上升。整體選擇權方面，壓力在10400、支撐在8800。 四.總結分析&交易策略

技術面短評

籌碼面總結與短評買權OI最大履約價在10400；賣權OI最大履約價8800。買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10400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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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單至1350口。外資大小台加碼淨多單至26273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特定法人近、遠月台指加碼淨空單至5589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交易人近、遠月台指期減碼淨空單至5837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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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最多)成交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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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台股加權指數昨日(23日)大跌199點，短線回測整理格局底部，若跌破恐再下探；反之有撐則建議在9750-9950區間操作即可。
1本報告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本報告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本報告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本報告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