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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美國市場
 動蕩 9 ⽉份進入最後⼀週，美股開局低迷，週⼀ (27日) 中國恒大危機未解，限
電風暴衝擊全球供應鏈，美國⼗年期美債殖利率⼀度突破 1.5%，科技股承壓，
能源、金融股領漲，四大指數僅道瓊小幅收紅。

 政經消息方面，高盛看多油價，將油價年終預測從 80 美元上調至 90 美元，主
因是颶風艾達 (Ida) 衝擊產能和燃油需求復甦快於預期，激勵能源股週⼀⼤漲。

 華爾街持續關注中國恒大發展，恒大5月至今的負債高達3050億美元。
 政府關門的可能性也給市場蒙上了陰影，美國眾議院議⻑裴洛⻄ (Nancy Pelosi)
承諾本週將通過⼀項 5,50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暗示拜登 3.5 兆美元預算
案規模可能將會縮水。

外匯市場
 美元周⼀ (27日) 隨美國公債殖利率走高，是連續第二日升值，多位聯準會 (Fed)
官員的發言，強化了年底前縮減購債的預期。

 紐約尾盤，追蹤美元兌六種主要貨幣走勢的 ICE 美元指數 (DXY) 上漲 0.1% 至
93.37。DXY上周周線收高。

 Fed 官員把縮減購債和持續的就業成⻑扣連載⼀起，代表 9 月非農就業報告可
能是 Fed 採取動作的關鍵。Fed 主席鮑爾周⼆將和財政部⻑葉倫⼀同出席國會
聽證會，發言受矚目。

 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周⼀升抵三個⽉⾼點，報1.516%。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能源市場
 週⼀ (27日) 交易，WTI 和 Brent 原油期貨價格均收登近 3 年來最高點，以及
天然氣期貨價格回漲至 2014 年 2 月以來未見的水準，係因受到美國供應緊張
和需求增強的推動。

 Sevens 聯合編輯 Tyler Richey 表示：「石油和天然氣在未來幾個月預計將持
續走高，因為目前基本面顯然有利於多頭，而動能和技術面均表明中短期內價
格將走高。」

 他指出，美國原油庫存近幾週大幅下降，係因為艾達颶風對墨⻄哥灣沿岸地區
能源運營的影響揮之不去，而天然氣方面，天氣則幾乎總是最大影響因素。
「今年冬天預計將非常寒冷，公用事業和實體交易者正以史上最快速度儲備天
然氣。」他說。

貴金屬市場
 週⼀ (27日) 交易，金價在震盪交投中企穩，美元走強和美國國債收益率上
揚抑制金價漲勢，投資者等待美聯儲決策者發表講話，以獲得更多有關縮
減購債策略的線索。

 美市尾盤，現貨黃金收報1749.88美元/盎司，下跌0.35美元或0.02%，最
低觸及1744.74美元/盎司，較日高1760.78美元/盎司回落16美元。上周，
現貨黃金下跌4.14美元或0.24%。

 COMEX 12月黃金期貨收漲0.02%，報1752.00美元/盎司。



國外市場重點提要
農產品市場
 自9月起的2021/22年度，美國玉米出口簽約淨銷量373,000公噸，主要出口市
場為加拿大（135,800公噸）、墨⻄哥（134,500公噸）與日本（72,200公噸）。
玉米當週出口裝船量為485,800公噸，主要出⼝市場為墨⻄哥（254,500公噸）
與中國大陸（140,200公噸）。上年度，美國玉米出口年增55%至6,700萬噸。

 分析師預計巴⻄中南部地區9 月上半月糖產量或會下降，但對糖價的影響力已有
限因為已經消化。近期美糖帶來支持因素主要是印度推遲簽訂新的出口合同，
但是印度與泰國產區天氣良好甘蔗產量上升以及新榨季將開始等因素也給糖價
壓力。

兆豐期顧關注
 日本首相將換人做，在市場對今後上路的新政權所將祭出的經濟振興對策抱持期待感

下，激勵日經225指數6日續衝。焦點期貨留意大阪日經、小日經期貨表現。
 歐元因歐洲央行 (ECB) 宣布將縮減購債而受到鼓舞。ECB 決議維持三大利率不變，

表示第 4 季起「適度」放緩「疫情緊急購債計畫」(PEPP) 的步調。焦點期貨留意歐
元、微型歐元期貨表現。

 外期走勢分析：小道瓊、A50、恆生、歐元、輕原油、銅、黃金、小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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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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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區 事件 可留意期權商品

07:50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紀要 日經、東證、日圓
14:00 德國10月Gfk消費者信心指數 歐指數期權、歐元
22:00 美國9月CB消費者信心指數 美指數期權、歐元、黃金

09/28 (二)國際重要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金十數據

美國CB消費者信心指數

實際值>預期值=利好美元



新聞要事
 動蕩 9 ⽉份進入最後⼀週，美股開

局低迷，週⼀ (27日) 中國恒大危
機未解，限電風暴衝擊全球供應鏈，
美國⼗年期美債殖利率⼀度突破
1.5%，科技股承壓，能源、金融
股領漲，四大指數僅道瓊小幅收紅。

 政府關門的可能性也給市場蒙上了
陰影，美國眾議院議⻑裴洛⻄承諾
本週將通過⼀項 5,500 億美元的基
礎設施法案，暗示拜登 3.5 兆美元
預算案規模可能將會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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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7 1點=USD 5 USD 151,815 CME-CBOT
微小道-MYM USD 990 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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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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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A股三大指數在開高後，走勢分歧，
創業板指延續上周五的強勢，盤中⼀
度上漲2%，而上證與深證兩指則表現
疲弱。受到限電限產政策影響，礦產
類股成為重災區，同時遭受到波及的
企業更是成為殺盤核心，昨日 A 股共
有265檔個股跌幅逾9%，電力類股紛
紛跌停是資金出逃的重點產業。

 不過白酒類股是昨日A股撐盤焦點，A
股市值王貴州茅台盤中強勢漲停，收
盤飆漲9.5%，因該公司董事⻑丁雄軍
表示將推動營銷體制和價格體系改革，
而同族群也紛紛大漲慶賀。北向資金
進出方面，周⼀北向資⾦買超⼈⺠幣
14.7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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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67 2021/09/29 1點=HKD 50 HKD 1,322,700 HKEx
小恆生-MHI HKD 23,873 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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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隨A股開高走勢，港股早盤呈現開高走高，
不過在接近午盤休市前指數出現⼀波急跌
走勢，回到平盤附近，終場恒指則收紅，
恒科指則下滑。

 華為副董事⻑孟晚⾈獲釋⼀度讓市場認為
中美關係有機會修復，但限電問題持續發
酵，再度衝擊投資人信心，市場擔心未來
中國經濟成⻑將受限電影響，且已有外資
開始下修中國第三、四季經濟預估值，悲
觀氣氛導致買盤縮手，指數回跌。

 科技類股跌多漲少，部份電子重鎮開始限
電，使得在地電子廠產能受到影響，拖累
股價下挫，比亞迪電子股價大跌5.3%、舜
宇光學下挫 2.6%、瑞聲科技下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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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13 0.5點 = USD6.25 USD 153,400
小歐元-E7 USD 1,210 2021/12/13 1點 = USD 6.25 USD 76,700 CME

微歐元-ECM USD 242 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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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周⼀ (27日) 隨美國公債殖

利率走高，是連續第二日升值，
多位聯準會 (Fed) 官員的發言，
強化了年底前縮減購債的預期。

 紐約尾盤，追蹤美元兌六種主
要貨幣走勢的 ICE 美元指數
(DXY) 上漲 0.1% 至 93.37。
DXY 上周周線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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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0 2021/10/22 0.01點= USD 10 USD 68,740 NYM
小輕油-QM USD 2,805 2021/10/20 0.025點= USD 12.5 USD 3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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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27日) 交易，WTI 和 Brent

原油期貨價格均收登近 3 年來最
高點，以及天然氣期貨價格回漲
至 2014 年 2 月以來未見的水準，
係因受到美國供應緊張和需求增
強的推動。

 Sevens 聯合編輯 Tyler Richey
表示：「石油和天然氣在未來幾
個月預計將持續走高，因為目前
基本面顯然有利於多頭，而動能
和技術面均表明中短期內價格將
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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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5 2021/11/30 0.1美元/OZ =USD 10 USD 179,620 NYM
微黃-MGC USD 908 2021/11/30 0.1美元/OZ = USD 1 USD 1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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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27日) 交易，金價在震盪

交投中企穩，美元走強和美國
國債收益率上揚抑制金價漲勢，
投資者等待美聯儲決策者發表
講話，以獲得更多有關縮減購
債策略的線索。

 COMEX 12 月 黃 金 期 貨 收 漲
0.02%，報1752.0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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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 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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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全球第2大經濟體中國，其國內

房地產龍頭恒大集團，宣稱將支付
到期的部份國內債券利息後，緩解
了投資者對恒大集團困境可能打擊
全球經濟的擔憂，致倫敦(LME)週
三(9/22)銅價上揚近4%，連帶帶動
大多金屬價格均漲。分析師表示，
在中國恒大集團擔憂逐步緩解後，
期銅價格扭轉了上⼀⽇的跌幅，上
漲近4%，中國央行注入更多流動
性資金以替代某些到期貸款，也支
撐了市場上的風險情緒，引發逢低
買盤湧入亦支撐了銅價上漲。

操作建議



小日經
商品 保證金 最後交易日 最小跳動點 合約規模 交易所

小日經-JNM JPY 135,000 2021/12/09 5點＝￥ 500 JPY 3,004,000 JPX
大日經-JNI JPY 1,350,000 2021/12/09 10點＝￥ 10000 JPY 30,040,000 J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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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股市週⼀震盪⾛低，因在日本

政府準備解除許多地區的疫情緊急
狀態之際，市場也在等待執政黨選
出新的領導人，機械類股表現欠佳，
成了大盤主要空頭指標。收盤日經
225指數下滑8.75點或0.03%。

 即將卸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預計將
在週⼀宣布疫情緊急狀態將在本週
稍晚結束。這些防疫限制目前涵蓋
東京、大阪和其他經濟重點地區。

操作建議



商品期市即時動態
休市市場
10/1~7 中國股市休市，10/1香港股市休市
10/11 台股休市
交易訊息公告
CME Group公告，於10月11日(星期⼀) 哥倫布日及11月11日(星期四)退伍軍人紀念日，
人工盤選擇權休市，其餘商品正常交易。

保證金調整
自110.9.24收盤後調整CME Group交易所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c16217c9b000003cad.pdf

自110.9.23收盤後調整SGX交易所期貨保證金，詳參
https://www.emega.com.tw/emega/upload/contractDeposit/17c0ef1e50e00000a82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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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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