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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美國市場

 週四 (6 日) 美國上周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低於預期，創疫情以來新低，恐
慌指數 VIX 下滑，美元回落，思科、IBM、高盛領跑，科技尾盤急拉向上，
四大指數齊揚，道瓊再刷歷史新高。

 華爾街靜待週五非農就業最新報告，經濟學家預測，美國 4 月份將新增約
100 萬個工作崗位。分析師表示：美國距離全面經濟復甦僅一步之遙，隨
著失業救濟人數跌至疫情來新低，人們對即將出爐的非農就業報告期待越
來越高。

外匯市場

 美元周四 (6 日) 續貶至三日最低，因市場風險胃口改善，而交易商正在等
待周五的 4 月就業報告指引方向。巴西央行升息 3 碼，挪威央行重申今年
稍晚將升息，緊縮立場帶動巴西里爾、挪威克爾攀升，英鎊也隨著英國央
行 (BOE) 政策宣示而震盪。

 美元被視為避險資產，追蹤美元兌六種主要貨幣走勢的 ICE 美元指數
(DXY)紐約尾盤下跌 0.34%，報 90.948。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能源市場

 週四(6日)交易，原油期價收跌，美國WTI原油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下滑。投
資者對美國汽油庫存數據感到失望，並關注應對新冠病例激增對原油需求
前景的影響。

 印度是全球第三大原油進口國。該國週四新增確診新冠病例連續第二日超
過40萬，達到41萬2262例，使印度的總病例數超過2100萬。印度衛生部
還報告稱，過去24小時死亡病例數2980例，使其新冠死亡總數達230168
例。另外，專家指出印度的新增與死亡病例都被嚴重低估。

貴金屬市場

 週四(6日)交易，黃金期價收高，美債收益率走低，美元小幅下滑，推動金
價於2月以來首次突破1800美元關卡。

 Metals Daily首席執行官Ross Norman表示：黃金期價上漲並突破關鍵價
位，對黃金來說是很大一件事。他表示：過去三周內，黃金期貨價格5次
衝擊1800美元未果，反而強化了這一關口的阻力。關鍵因素在於10年期
國債收益率下降、實際收益率可能正在跌回到-1%水準。此外，他認為，
白銀期價大幅上漲並突破27美元，可能也提振黃金投資者的信心並促進金
價上漲。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農產品市場

 國際穀物理事會(IGC)月報顯示~預估2021/22年度，全球小麥產量將年增
1,600萬噸至創新高的7.9億噸，小麥消費量也將達到創新高的7.82億噸，
較 4月的預估上調400萬噸。

 Barron’s報導，標普全球普氏分析師Peter Meyer指出，黃小玉這三大農
產品，以玉米價格成長力道最大，而中國需求是玉米價格上漲的主要因素。
美國農業部預測，2020~2021年度，中國玉米進口量將達2,800萬噸，創
下歷史新高，主要動能來自養殖業的飼料需求量不斷增加，導致玉米供不
應求。

兆豐期顧關注

 美國距離全面經濟復甦僅一步之遙，失業救濟人數跌至疫情來新低，今晚4月非農市
場預估將有好成績。焦點期貨留意小道瓊、微型道瓊期貨表現。

 玉米期今年以來累計上漲33%，漲幅居農產品之冠，主要因為美國種植進度因不利
天氣而受到拖延，以及南美天氣乾旱的影響。焦點期貨留意玉米期貨表現。

 中國投資者在五一長假過後釋放出新的需求，使國際鐵礦砂和鋼價再次攜
手漲至歷史高點。焦點留意紐約銅期貨表現。

 外期走勢分析：道瓊、A50、恆生、歐元、輕原油、黃金、銅、玉米



商品期市即時動態

休市市場
無

交易訊息公告

期交所公告，新增小型電子指數期貨契約規格及交易規則，實施日期另行公告

保證金調整
自110.5.5收盤後調整LME交易所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93b975c1c000004f0b.pdf
自110.5.6開盤後調整JPX &TCE交易所商品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923afe077000001798.pdf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93b975c1c000004f0b.pdf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923afe0770000017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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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區 事件 可留意期權商品

04:00 FED公佈2021年5月金融穩定報告 美國指數期權、歐元

09:45 中國4月財新服務業PMI A50、人民幣、陸股ETF

20:30 美國4月季調後非農就業人口 美國指數期權、歐元

20:30 美國4月平均薪資年增率 美國指數期權、歐元

0 5 / 0 7 (五 )國際重要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金十數據

美國4月季調後非農就業人口



昨日國際期貨強弱勢表現

資料來源：finviz



昨日美股強弱勢表現

資料來源：finviz



新聞要事

 美股靜待週五非農就業最新報
告，經濟學家預測，美國4月
份將新增約100 萬個工作崗位，
分析師表示：美國距離全面經
濟復甦僅一步之遙，隨著失業
救濟人數跌至疫情來新低，人
們對即將出爐的非農就業報告
期待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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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18 1點=USD 5 USD 151,815 CME-CBOT

微小道-MYM USD 990 20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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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20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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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歐投資協定為歐盟與中國耗 時
七年於2020年底達成的談判，雙
方視為關係大進展。但近期國際
對立態勢增強，若雙方不退讓，
可能導致協定產生變數，不利外
資流入。

 中國交通運輸部預估，假期期間
全中國大陸的客運量將達2.65億
人次，將是中國史上人流最旺的
「五一」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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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53 2021/5/28 1點=HKD 50 HKD 1,322,700 HKEx

小恆生-MHI HKD 25,030 20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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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日，香港恒生指數期貨上
漲 223 點 (0.78%) ， 收 在
28,524點。全球市場氛圍仍
謹慎，港股受A股在長假後表
現影響，恒生期延續盤整態勢，
短線持續承壓於均線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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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14 0.5點 = USD6.25 USD 153,400

小歐元-E7 USD 1,210 2021/6/14 1點 = USD 6.25 USD 76,700 CME

微歐元-ECM USD 242 202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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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準會 (Fed) 多位官
員周三同聲淡化通膨風險，
這些言論強化了利率將長
期走低的心態，削弱美元
吸引力並推升歐元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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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0 2021/6/22 0.01點= USD 10 USD 49,240 NYM

小輕油-QM USD 2,915 20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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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WTI原油連續第二個
交易日下滑。投資者對美
國汽油庫存資料感到失望，
並關注應對新冠病例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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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0 2021/5/28 0.1美元/OZ =USD 10 USD 188,890 NYM

微黃-MGC USD 1,100 20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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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黃金期貨價格收高，並突
破關鍵1800美元阻力。分析
師指出過去三周內，黃金期價
5次衝擊這一水準未果，反而
強化了這一關口的阻力。關鍵
因素在於10年期國債收益率
下降、實際收益率可能正在跌
回到-1%水準。

操作建議



銅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銅-HG USD 6,710 2021/6/30 5點=USD 12.5 USD 5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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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經濟復甦持續加速，美國
總統拜登的基建方案將重視電
動車等領域，都助長銅這個綠
能轉型關鍵金屬的價格漲勢；
銅被用於電動車、太陽能系統
及風力發電機等諸多綠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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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 2021/6/30 0.25點 = USD 12.5 USD 23,300 CBOT

小玉米-YC USD 451 20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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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玉米
期貨觸及逾八年最高價格，對全
球供應的擔憂和強勁需求繼續推
動玉米價格強勁上漲。市場的強
勁反彈，提高全球以玉米為基礎
的乙醇生產商和以玉米為飼料的
肉類生產商的成本。12月玉米合
約--代表美國今年秋季將收穫的作
物，在近期上漲中漲幅最大。

操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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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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