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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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4.11 -90.50 -0.86% 1312.65 25764 -98.68 -0.38% 5:1950指數 7795.03 -86.86 -1.10% - 2859.53 -16.79 -0.58% 5:00100指數 7566.42 -63.58 -0.83% - 7816.29 -81.76 -1.04% 5:06電子類 416.04 -8.08 -1.91% 857.05 1402.01 -28.10 -1.96% 5:02金融類 1232.37 2.49 0.20% 71.28 12238.94 -71.43 -0.58% 1:30未金電 12537.7 43.01 0.34% 247.49 5438.23 -9.87 -0.18% 1:00 7348.62 -4.89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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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39 -47.85 3048 -1.96 -538 0.55 -113729 -49.27

-56990 -11.62 2452 0.62 5805 1.64 -48733 -9.36

-7577 4.80 -3699 -0.91 5858 5.38 -5418 9.27

-180806 -54.67 1801 -2.25 11125 7.57 -167880 -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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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96 -1415 996.06 -8361 -2338 -173.78 -27506 -385 -573.18

1114 -122 18.55 -148 37 -2.47 -96 0 -1.60

-1375 -135 -17.00 467 123 5.77 10 0 0.12

-12 -9 -0.15 66 5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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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2 -20300 0.34 -8226 5632 0.27 -100 158 -0.00

-19655 6577 -0.44 30152 -4810 0.05 1267 0 0.05

36807 -26877 0.78 -38378 10442 0.22 -1367 158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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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9 -179 8988 -1958 16228 306 18930 -262

85 -242 34 -264 1309 42 1208 -51

-642 -77 -407 -55 -1603 -119 -1386 -115

68 37 34 18 -97 -9 -109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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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0 2672 -17048 -4808 11184 -9828 15249 -5652

-36 -3 4 4 -100 0 -4 -4

-23064 2675 -17052 -4812 11284 -9828 15253 -5648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報報報報告告告告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之之之之著著著著作作作作權權權權屬屬屬屬兆兆兆兆豐豐豐豐期期期期貨貨貨貨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禁禁禁禁止止止止任任任任何何何何形形形形式式式式之之之之抄抄抄抄襲襲襲襲、、、、引引引引用用用用或或或或轉轉轉轉載載載載。。。。主主主主管管管管機機機機關關關關核核核核准准准准許許許許可可可可證證證證照照照照字字字字號號號號：：：：111100006666年年年年金金金金管管管管期期期期總總總總字字字字第第第第000000001111號號號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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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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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78

買權 Call (大額交易人)選擇權留倉部位變化 電子期貨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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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期貨顧問事業部-盤前資料整理與解析 日期/時間
2019/5/20

一.國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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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對象
1.(鉅亨網)：CNBC 電視台報導，中美貿易談判已告停頓。最後一小時交易中，賣壓進場，美國股市週五收低。

投信
3.(鉅亨網)：黃金期貨週五下跌，並創逾二週收盤低點。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上升，美元小幅走堅，為黃金利空。

買進金額 三大法人合併自營商賣出金額 318.97

外資及陸資類股名稱/法人對象 423.43

-5.61買賣差額 -104.46 三大法人現貨類股買賣超結構(億)-20.56

 二.國內籌碼面
4.(鉅亨網)：原油期貨收低，WTI 原油價格 4 個交易日來首次收跌，係因股市波動性相關的潛在需求擔憂心理，遭中東供應中斷的擔憂心理抵

投信外資及陸資

S&P500NAS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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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5708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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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48 個小時後內正式取消鋼鐵和鋁關稅，加墨兩國也同意取消對美國商品徵收的報復性關稅。富時時報金融(D)法蘭克福法國巴黎費城半導體指數
2.(鉅亨網)：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之際，美加墨貿易關係卻更柳暗花明，美加兩國週五 (17 日) 宣布達成協議，並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美國已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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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4873253931253.64 外資及陸資
357804

傳產類股百大權值
三大法人合併
-130.63

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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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41

64.46

85.01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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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5592 -0.498777CALL履約價 11400 11400 10800 11400 9700 311741 75933 155390 28662 OI P/C radio OI P/C radioPUT 履約價 10500 10400 10500 10000 10100 347914 48393 183509 8054 -0.154155 -0.203543

以以以以上上上上報報報報告告告告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之之之之著著著著作作作作權權權權屬屬屬屬兆兆兆兆豐豐豐豐期期期期貨貨貨貨所所所所有有有有，，，，禁禁禁禁止止止止任任任任何何何何形形形形式式式式之之之之抄抄抄抄襲襲襲襲、、、、引引引引用用用用或或或或轉轉轉轉載載載載。。。。主主主主管管管管機機機機關關關關核核核核准准准准許許許許可可可可證證證證照照照照字字字字號號號號：：：：111100006666年年年年金金金金管管管管期期期期總總總總字字字字第第第第000000001111號號號號上周五走勢跌破月選最大賣權OI位置，今天適逢總統就職三年演說，有機會看到短線反彈，建議反彈後，偏向空方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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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0；賣權OI最大履約價10500。買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11400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最多在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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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單至8361口。外資大小台減碼淨多單至47296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特定法人近、遠月台指減碼淨多單至18930口。前一交易日前十大交易人近、遠月台指期減碼淨多單至8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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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175，較前一交易日上升。
上周五走勢跌破月選最大賣權OI位置，今天適逢總統就職三年演說，有機會看到短線反彈，建議反彈後，偏向空方佈局。
前一交易日近月選擇權市場未平倉量比例（P/C Ratio）為1.18 ; 全市場P/C Ratio為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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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0的買權；賣權新增未平倉增加較多的部分在10000賣權。前一交易日台股VIX為16.65，較前ㄧ交易日上升。整體選擇權方面，壓力在10800、支撐在10500。 四.總結分析&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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