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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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4.16 -84.60 -0.86% 957.53 24100.51 -496.87 -2.02% 5:1950指數 7304.9 -70.45 -0.96% - 2599.95 -50.59 -1.91% 5:00100指數 7090.47 -70.83 -0.99% - 6910.67 -159.66 -2.26% 5:06電子類 387.93 -4.51 -1.15% 635.84 1177.57 -17.02 -1.42% 5:02金融類 1200.9 -4.63 -0.38% 56.69 10865.77 -58.93 -0.54% 1:30未金電 11797.03 -73.12 -0.62% 182.49 4853.7 -43.21 -0.88% 1:00 6845.17 -32.3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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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99 -40.99 -12762 -7.76 0 0.00 -96561 -48.75

-19318 -3.26 -11175 -1.76 0 0.00 -30493 -5.02

-17844 -9.03 -9197 -3.87 0 0.00 -27042 -12.90

-120962 -53.28 -33134 -13.39 0 0.00 -154096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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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10 -4860 712.79 2528 641 63.67 -30705 -1118 -597.54

295 -171 4.55 -167 83 -2.58 -55 -102 -0.85

-1278 -334 -15.31 276 119 3.30 13 0 0.16

3 8 0.04 -8 5 -0.09 1 0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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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6 992 0.66 -52416 -18859 -0.46 -300 257 -0.02

4755 2277 0.49 19369 9886 0.18 1485 0 0.09

29071 -1285 0.17 -71785 -28745 -0.63 -1785 257 -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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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2 -3219 -841 -3298 -4050 -468 -55 -5500

-1 -98 58 -82 570 -138 629 -144

243 -335 6 -320 -1038 -329 -1230 -426

-2 4 -10 -2 44 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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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1 -7734 -33461 -11999 -26789 -1994 6762 11378

258 -22 99 -10 0 0 -9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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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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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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權 Call (大額交易人)選擇權留倉部位變化 電子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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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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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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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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營商非金電期貨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三大法人現貨買賣金額(億)法人對象
1.<路透>美國股市三大股指周五大跌，因中國和歐洲經濟數據疲弱，引發對全球經濟放緩的擔憂，強生對標普500指數和道指帶來最大的拖累

投信
3.<路透>金價跌至逾一周低點，並有望錄得逾一個月來最大單週跌幅，因在美聯儲下週召開會議前，美國經濟數據強勁，帶動美元攀升。

買進金額 三大法人合併自營商賣出金額 257.11

外資及陸資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325.10

-6.73買賣差額 -67.99 三大法人現貨類股買賣超結構(億)-10.43

 二.國內籌碼面
4.<路透>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升至19個月高位，因令人擔憂的海外政治和經濟消息推動對避險美元的強勁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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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5742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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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因油價下跌約2%，受美國股市下跌拖累，而中國經濟數據疲弱，直指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的燃料需求下降。富時時報金融法蘭克福法國巴黎費城半導體指數(D)
               ，此前路透報導稱，該公司數十年來一直知道嬰兒爽膚粉中含有石棉。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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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070852171285.07 外資及陸資
540279

投信外資及陸資傳產類股百大權值
三大法人合併
-85.15

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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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59

43.51

53.94

8.82

電子類股百大權值金融期成份股



Radio升降(全市) Radio升降(近月)VOL P/C radio VOL P/C radio
-0.109017 -0.114161CALL履約價 9900 9700 10000 9700 10100 352887 39478 266577 33773 OI P/C radio OI P/C radioPUT 履約價 9700 9700 9500 9100 9800 384248 15104 273344 12042 -0.088965 -0.097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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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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量最大籌碼面總結與短評買權OI最大履約價在10000；賣權OI最大履約價9500。買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9700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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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碼淨多單至2528口。外資大小台減碼淨多單至37210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特定法人近、遠月台指翻空淨空單至55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交易人近、遠月台指期翻空淨空單至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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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66，較前一交易日上升。
週五走勢跌破月線之下，但收有下影線，顯示短線低檔具備一定支撐，建議後市若能重回月線上，可買進多單部位。
前一交易日近月選擇權市場未平倉量比例（P/C Ratio）為1.03 ; 全市場P/C Ratio為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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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的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較多的部分在9100賣權。前一交易日台股VIX為20.15，較前ㄧ交易日上升。整體選擇權方面，壓力在10000、支撐在9500。 四.總結分析&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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