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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已公布經濟數據與財報結果回顧(8/2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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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時間 國家 經濟數據 預估值 實際值 前期數值 
08/27 中國 工業利潤年增率 Jul -- 16.20% 20.00% 
08/27 德國 IFO企業景氣指數 Aug 101.8 103.8 101.7 
08/27 巴西 經常帳餘額 Jul -$3750m -$4433m $435m 
08/28 韓國 消費者信心指數 Aug -- 99.2 101 
08/28 義大利 製造業信心 Aug 106.5 104.8 106.9 
08/28 義大利 消費者信心指數 Aug 115.8 115.2 116.3 
08/28 義大利 經濟景氣 Aug -- 103.8 105.4 
08/28 美國 標普CoreLogic凱斯席勒20城市(月比)(經季調) Jun 0.20% 0.11% 0.20% 
08/28 美國 標普CoreLogic凱斯席勒20城市(年比，未經季調) Jun 6.40% 6.31% 6.51% 
08/29 日本 消費者信心指數 Aug 43.3 43.3 43.5 
08/29 德國 GfK消費者信心指數 Sep 10.6 10.5 10.6 
08/29 美國 GDP年化(季比) 2Q S 4.00% 4.20% 4.10% 
08/29 美國 個人消費 2Q S 3.90% 3.80% 4.00% 
08/29 美國 成屋待完成銷售 (月比) Jul 0.30% -0.70% 0.90% 
08/29 美國 成屋待完成銷售年比(未經季調) Jul -2.50% -0.50% -4.00% 
08/30 日本 零售銷售(年比) Jul 1.20% 1.50% 1.80% 
08/30 澳洲 建築許可(年比) Jul -3.00% -5.60% 1.60% 
08/30 歐元區 經濟信心指數 Aug 111.9 111.6 112.1 
08/30 歐元區 企業景氣指標 Aug 1.26 1.22 1.29 
08/30 巴西 FGV通膨IGPM(年比) Aug 8.84% 8.89% 8.24% 
08/30 德國 CPI(月比) Aug P 0.10% 0.10% 0.30% 
08/30 德國 CPI(年比) Aug P 2.00% 2.00% 2.00% 
08/30 巴西 全國失業率 Jul 12.30% 12.30% 12.40% 
08/30 南非 南非預算 Jul -- -96.0b 33.8b 
08/30 加拿大 年化每季國內生產毛額 2Q 3.10% 2.90% 1.30% 
08/30 美國 個人所得 Jul 0.40% 0.30% 0.40% 
08/30 加拿大 國內生產毛額(月比) Jun 0.10% 0.00% 0.50% 
08/30 美國 個人支出 Jul 0.40% 0.40% 0.40% 
08/30 加拿大 GDP年比 Jun 2.30% 2.40% 2.60% 
08/30 美國 核心PCE(年比) Jul 2.00% 2.00% 1.90% 
08/30 美國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 25-Aug 212k 213k 210k 
08/31 英國 GfK消費者信心指數 Aug -10 -7 -10 
08/31 日本 失業率 Jul 2.40% 2.50% 2.40% 
08/31 日本 工業生產(年比) Jul P 2.70% 2.30% -0.90% 
08/31 中國 非製造業PMI Aug 53.7 54.2 54 
08/31 中國 製造業PMI Aug 51 51.3 51.2 
08/31 中國 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Aug -- 53.8 53.6 
08/31 澳洲 民營部門信用(月比) Jul 0.30% 0.40% 0.30% 
08/31 德國 零售銷售(年比) Jul 1.30% 0.80% 3.00%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18/09/0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5。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8/29。註：上述正負向表對應事件造成金融資產價格走向(正向表推升)。 

三大投資主題  回顧及展望  v.s. 對股、債、匯影響 

三大投資主題 

: 符合本行預測 : 該議題仍在進行中 : ：不符本行預測 

主題1  

景氣維持擴張，股市下檔有撐 

債券市場 股票市場 外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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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  
利率、通膨並行向上 

成熟正常化 新興進入緊縮 

阿根廷央行升息至60%，新興市場擾動又起  

新興債波動驟升，避開脆弱體質新興國家 

非核心消費、電信：中性 

重新分類不影響公司基本營運，惟

ETF操作須留意 

相較於去年新興債全年亮眼表現，

今年貿易議題持續擾動，疊加物

價偏升及美債利率走升等影響，

新興國家資金環境偏緊發展，脆

弱體質國家成新興債亂源…. 

主題3  

資金轉趨緊俏，資產價格分化 

美加雙方達成NAFTA談判
機率高，…… 

美國製造業景氣獨強，中、歐、日透隱憂 

新興貨幣相關資產仍具高度風險 

新產業分類將於10/1上路 

 

美股：中性 

 
加幣：正向 

新興市場債：中性偏負向 

8月中國製造業PMI指標意外彈升卻透隱憂，
美景氣穩定，短線留意資金獲利了結….. 

新興市場匯率：負向 

成熟市場(DM)貨幣穩定，

新興貨幣在經歷激烈的貶

值後，以公允價值來看已

處在超跌狀態，惟市場信

心仍需時間平復，需待土

耳其、阿根廷挽救貨幣的

政策較為明確後，新興貨

幣危機方能解除…. 



Part I 、重要議題回顧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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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業景氣獨強，歐洲續下行，中國透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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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業景氣獨強，歐放緩：８月美國ISM製造業指數升至61.3，創2004/5新高，包括新訂單、生產、

就業、出廠價格等指數皆走揚，美國內需強勁，似乎擺脫貿易戰的威脅，惟美國金融市場反應冷淡，市場

聚焦美國對中國加徵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是否落地。由於歐、日經濟與外部全球景氣關連性較美國高，

貿易衝突明顯影響企業信心，令製造業PMI進一步放緩，全球供應鏈環環相扣，若中美貿易衝突升溫，美

國經濟能置身事外多久令投資人持保留態度。 

 8月官方中國製造業PMI指標意外彈升卻透隱憂：儘管官方中國8月製造業PMI較前月微升0.1%至51.3%，

但細項顯示需求端在放緩，尤新出口訂單持續走弱低於景氣榮枯分水嶺，貿易戰紛擾對信心衝擊不小。供

給端方面，由於環保限產等措施，商品價格彈幅大，庫存水位保持健康。綜合上述，景氣尚未受到政策挹

注而有明顯改善，微中小型企業或因融資好轉而信心有所改善。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8/0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6。 

官方製造業指標透露需求偏弱 但供給端相對健康 美國製造業景氣獨強，歐放緩，日持平 

美國ISM製造業 

日本製造業PMI 

歐元區製造業PMI 

主題1.景氣維持擴張 



(單位: 10億美元)
2018

下半年
2019年 合計

資金缺口 3 2 .6 4 5 .6 7 8 .2

    預估已融資部位 2.0 2.0

     IMF 13.4 11.7 25.1

    其他國際組織 (IMF預估) 1.8 4.8 6.6

    Re p o  (政府預估) 4.0 4.0

    當地貨幣債再融資 6.9 7.8 14.7

    美元Le te s債再融資 4.2 8.0 12.2

    雙元匯率債券續做 2.0 2.0

資金來源 2 8 .3 3 8 .3 6 6 .6

新發行債務缺口 4 .3 7 .3 1 1 .6

阿根廷債務危機再起，擾亂新興債一池春水 

阿根廷課徵進口稅，財政平衡為目標：阿根廷財長Dujovne表示將重啟課徵農產品出口稅，阿根廷原先規

劃明年度財政赤字佔GDP比例為2.6%，預期出口稅帶來的財政收入，將減少財政赤字佔GDP比例至1.1%

，並計畫削減公共工程及補貼，共計佔GDP比例1.2%，可望於2019年達成預算平衡目標。IMF設定減少財

政赤字、穩定外匯存底及通膨年增速上限為32%等機制，來避免金融危機爆發。阿根廷央行升息至60%來

抑制惡性通膨，若市場信心回穩有助匯率止貶，物價增速緩步回穩，將減緩利率揚升風險。 

 IMF注資穩信心，聚焦債務融資缺口：IMF已援助150億美元給阿根廷政府，若達成IMF的預定目標，剩餘

350億美元將分12次每季發放，預期明年底之前可獲得共計250億美元資金援助。債務再融資方面，阿根廷

今年底前債務再融資需求約112億美元，至明年底前仍有近120億美元新發債缺口，目前當地貨幣阿根廷公

債利率達20%以上，預期在短期債務過多情況，若政府當局降低短天期債務發行量將有助利率持穩。 

 

資料來源：阿根廷財政部，2018/9/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5。 

阿根廷明年底前有近120億美元新發債需求 2019年阿根廷新財政平衡目標 

主題2.成熟正常化 新興進入緊縮 

% 

%GDP

原2 0 1 9 年財政赤字 2 .6

    農產品出口稅 1.1

    其他財政收入 0.2

增加財政收入 1 .3

    公共支出 0.7

    經濟補貼 0.5

    營運支出 0.2

    增加養老金 - 0.3

    其他支出 0.2

減少財政支出 1 .3

新2 0 1 9 年財政赤字目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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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國家影響性增，短線暫避新興當地債 

脆弱體質國家成今年新興債亂源：相較於去年新興債全年亮眼表現，土耳其及阿根廷等指數權重不及5%

的脆弱經濟體影響程度並不大，但今年受到物價偏升及基本利率走升等影響，新興國家資金環境偏緊發展

，讓土耳其及阿根廷等脆弱發債國影響程度放大，並拖累整體新興債指數表現。在這些經濟表現較弱及低

信評國家經濟成長動能未明顯回復前，短線仍需避開，以降低匯率及利率風險。 

避開財政需求高新興債發行國家：今年第二季美元走強及美債利率偏升發展，讓財政體質較弱新興經濟體

面臨償債壓力，觀察今年至明年新興國家財政資金需求，以匈牙利、巴西、阿根廷、南非及馬來西亞等國

財政資金需求較高，而墨西哥、土耳其及菲律賓則是有需求增加趨向。從再融資需求考量各新興國家發債

供需，以短天期且高信評新興債為首選，降低信用風險擔憂所產生的資金外逃風險。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8/9/3 

各新興國家未來一年預估財政需求 土耳其、阿根廷 v.s 新興當地債 

資料來源：IMF，2018/6/30 
預估財政資金需求=當年債務到期量+財政赤字 

% 

財政資金需求大 

未來財政資金需求增 

主題1+2+3. 景氣擴張，新興進入緊縮、資產價格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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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EM警示指標顯示新興貨幣相關資產仍具高度風險 

成熟市場(DM)貨幣穩定、新興市場(EM)貨幣波動放大：外匯市場目前呈現DM貨幣穩定、EM貨幣波動持

續放大的格局。美元指數在4月的快速走強後，第三季升值動能已稍有放緩，第三季至今小幅上揚1%，但

新興貨幣貶幅卻放大許多，新興貨幣指數下跌5.9%，主要是因土耳其、阿根廷等國的貨幣危機，造成有

類似外債過高問題如南非等貨幣同步走弱。第三季至今短短兩個多月，土耳其里拉已貶值31.2%，阿根廷

披索貶值25.7%，南非幣貶值10.6%。 

新興貨幣壓力一時難解：新興貨幣在經歷激烈的貶值後，以公允價值來看已經處在超跌狀態，惟市場信心

仍需時間平復，需待土耳其、阿根廷挽救貨幣的政策較為明確後，新興貨幣危機方能解除。花旗根據新興

市場信用利差、貨幣波動度等指標編製的新興市場警示指標顯示，目前新興市場的壓力仍處在警戒線之上

。由於歐日圓等貨幣身為國際準備貨幣，國內流動性亦相對充足，因此受到新興市場波及而造成的貶值幅

度將較為有限，使成分以歐日圓為主的DXY美元指數不見得會出現進一步的突破，但新興貨幣的破底風險

仍高。低接新興貨幣相關資產仍具高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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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貨幣第三季以來報酬率變化 花旗新興市場警示指標仍在警戒線之上 

美元指數 +1% 

新興亞洲貨
幣 -2.1% 

拉美貨幣  
-5.1% 

新興貨幣指數 -5.9% 土耳其里拉 -31.2% 

阿根廷披索  
-25.7% 

南非幣  
-10.6% 

警戒線 

壓力上升 

壓力下滑 

主題1+2+3. 景氣擴張，新興進入緊縮、資產價格分化 



利率展望
(註1) 

信用展望 匯率展望 總評 

阿根廷 負向 負向 負向 
IMF援助有助穩解今明年償債狀況，短線可能因而出現反彈行情。然
通膨持續走高讓雙率風險仍舊偏高。 

土耳其 負向 負向 負向 
通膨快速上行，但央行貨幣政策尚未跟上通膨速度，且短期償付能力
過於脆弱，雙率雙殺狀況將讓債券持續跌價。 

南非 中性偏負 中性 負向 南非未來仍有升息空間，且匯率對南非幣債負面影響仍高 

巴西 中性 中性偏負 中性偏負 財政餘額佔GDP偏高、債信轉弱，且匯率風險轉高 

俄羅斯 中性 中性 中性 俄羅斯債信體質穩健，雙率尚屬穩定 

墨西哥 正向 中性 負向 2019年有降息空間且債信穩定，匯率風險轉高 

印度 中性偏負 中性 負向 印度債信尚屬穩定，但匯率風險偏高 

印尼 中性偏負 正向 負向 印尼近年債信改善、調升評等、但雙率風險猶存 

中國 正向 中性 中性 人行貨幣寬鬆與穩信用政策對債市有利；但債信分歧、避開低信評債 

解構新興市場債損益，雙率風險高避當地貨幣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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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信用 匯率 
新興債
損益 

新興市場債之損益方程式 

新興市場債之體質檢視 

重災區 

高風險
族群 

美元債OK 
當地債X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18/9/4。 

註1:利率負向代表該國未來可能升息或通膨上行，致當地債利率上行 ，債券可能因此下跌 

新興市場債體質檢視 

https://www.google.com/url?url=https://www.funnyordie.com/2016/3/31/17750068/cool-bombs-by-kim-jong-un&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iW64S7u6DdAhUFPrwKHRU9CG04KBDBbgg7MBI&usg=AOvVaw2T1zHdgYzRMzBhqI0pXzka
http://www.google.com/url?url=http://669pic.com/search/18591-0-0-0-0-0-4.html&rct=j&frm=1&q=&esrc=s&sa=U&ved=0ahUKEwjW_YPdu6DdAhUHObwKHdxwC7E4KBDBbggtMAs&usg=AOvVaw1e4fHILDd2VzwUNBbU_Ng8


Part I 、重要議題回顧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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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機率高，有助加幣走勢 

加拿大基本面：加拿大第二季季度GDP增長2.9%，優於市場預期。CPI同比增長3.0%，核心CPI同比增長

在2.0%，就業增長強健，7月份失業率下降至5.9%。加拿大央行行長認為通脹上升是受到暫時性因素影響

，但核心通脹接近目標水平，加拿大經濟全面恢復增長。10月份有機會升息，不過步伐上不會比美聯儲更

加激進。 

 NAFTA的影響：美國當地時間8月27日，美國與墨西哥達成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協定未包括加拿大且協定

內容與早前的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有不少區別，且將棄用NAFTA。這也使得加拿大被迫加速加入談

判，不過截至上周五，美加雙方仍未有一個定案出現，美加目前的主要爭議點在汽車貿易有關的條款及反

傾銷爭端解決機制小組的去留問題，此外加拿大對奶製品設置“供應管理系統”，要求加拿大生產需匹配

國內需求，並徵收高關稅限制進口，歷來被美國反對，也導致美加雙方談判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本週將

繼續談判。 

目前市場偏向認為美加雙方會成功簽下NAFTA，美國為加拿大最大出口國，對美國市場有高度依賴，若

協議能簽定，對加幣是一項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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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2018/9/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5。 

加拿大通膨上升 加幣匯率走勢 

主題1.景氣維持擴張 



新產業分類將於10/1上路 
原「電訊服務產業」納入新成員後華麗轉身為「通訊服務產業 
 9/28收盤後，全球行業分類標准(GICS)中的電訊服務產業將華麗轉身為「通訊服務產業」：原電訊服務

指數包含AT&T、威瑞森、中國移動等個股，但10月之後，新分類產業「通訊服務」除了原有的電信服

務業個股外，還會加入原科技產業的Alphabet、臉書、百度等，以及加入原非核心消費產業的康卡斯特

、網飛(Netflix)、迪士尼等娛樂媒體業，整併為「通訊服務產業」。 

新產業分類後將有何不同：擴大成份股涵蓋範圍的通訊服務產業占11大產業的占比將由個位數拉升至雙

位數，也因納入科技與非核心消費等具成長性潛力公司，產業特性會由防禦型轉為「循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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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資產價格分化 

電訊服務(舊) 
 

防禦型 

通訊服務(新) 
 

循環型 

通訊服務指數將為「循環型產業」 改名後的通訊服務產業與之前有何不同？ 

資料來源:資料來源︰左：元大，2018/5/31；右：MSCI ，2018/1/1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5。 



2018年9月股/債/匯投資評等(SB/B/H/S/SS)或(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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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評等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5。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成熟市場股 成熟市場股 -

美國 美國 -

歐洲 -

英國 -

德國 -

泛太平洋 -

澳洲 -

日本 -

新興市場股 新興市場股 -

新興亞洲 -

中國A -

中國H -

香港 -

台灣 -

韓國 -

印度 -

東協 -

拉丁美洲 -

巴西 -

新興歐洲 -

俄羅斯 -

泛太平洋

拉丁美洲

新興歐洲

歐洲
成熟市場股

新興市場股

股

新興亞洲

3M評等

(+FX )

2018/9-2018/11

B

B

H

H

H

B

H

B

B

B

B

B

B

B

B

S

B

S

S

B

B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成長型產業 -

科技 -

非核心消費 -

工業 -

利率型產業 上調

金融 上調

地產 -

天然資源產業 下調

能源 下調

原物料 下調

防禦型產業 -

公用事業 下調

核心消費 -

健護 -

電信 -

天然資源產

業

防禦型產業

股

成長型產業

利率型產業
循環型產業

非循環型產業

3M評等

(+FX )

2018/9-2018/11

B

B

B

B

H

H

B

S

S

S

H

S

H

B

S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成熟市場投資級債 - -

美國投資級債 - -

歐洲投資級債 - -

成熟市場高收益債 - -

歐洲高收益債 - -

美國高收益債 - -

全球高收益債 - -

新興主要貨

幣主權債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

債
- -

新興主要貨幣企業債 - 下調

新興投資級債 - 下調

新興高收益債 - -

新興當地貨幣債 - -

人民幣債 - -

亞洲當地貨幣債 - -

新興當地貨

幣債

新興主要貨

幣企業債

成熟市場

高收益債

成熟市場

投資級債

成熟市場債

新興市場債

債

3M評等

(+FX )

2018/9-2018/11

6M評等

( +FX )

2018/9-2019/2

H H

H H

H H

B B

H H

B B

B B

B H

B H

B H

B H

H H

B B

B B



2018年9月股/債/匯投資評等(SB/B/H/S/SS)或(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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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評等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5。 

SB / B / H / S / SS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美國2YR 2.60% 3.00% 2.60% 3.10%

USGG2YR

美國10YR 2.80% 3.30% 2.80% 3.40%

USGG10YR

日本10YR 0.03% 0.15% 0.03% 0.20%

GJGB10

德國10YR 0.30% 0.80% 0.30% 0.90%

GDBR10

英國10YR 1.05% 1.60% 1.05% 1.80%

GUKG10

中國2YR 3.20% 4.50% 3.20% 5.00%

CTCNY2Y

南非2YR 3.20% 5.00% 6.70% 7.90%

GSAB2YR

紐西蘭2YR 1.65% 1.85% 1.60% 1.80%

GNZGB2

紐西蘭10YR 2.43% 3.00% 2.43% 3.00%

GNZGB10

澳洲2YR 1.89% 2.20% 1.89% 2.40%

GACGB2

澳洲10YR 2.47% 3.05% 2.47% 3.10%

GACGB10

債

→

→→

→

→→

↗

↗↘

→

↗→

→

→→

→

→↘

Super 8公債

2018/9

Future 3M

區間(%)

Future 6M

區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 / B / H / S / SS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92 98 91 98

108 114 105 114

1.12 1.18 1.12 1.20

0.94 1.02 0.94 1.02

1.26 1.33 1.26 1.35

0.70 0.76 0.70 0.78

1.27 1.34 1.26 1.34

0.64 0.70 0.64 0.71

30.2 31.2 30.2 31.2

1.34 1.39 1.34 1.39

6.50 7.00 6.40 7.00

13.20 15.70 12.70 1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ture 3M

區間

Future 6M

區間

- -
↗↘ ↗↘→

- -
→→ →→↘

2018/9

-

日圓

歐系

貨幣

其他

(EM)

-

-

-

-

USDCHF

GBPUSD

USDZAR

AUDUSD

USDCAD

NZDUSD

USDTWD

商品

貨幣

USDSGD

USDCNH

USDJPY

EURUSD

-

-

匯率

美元

-

-

-

-

-

DXY



【附錄】 

市場分析 

美國 

８月美國ISM製造業指數升至61.3，創2004/5新高，包括新訂單、生產、就業、出廠價格等指數皆走揚，美國

內需強勁，似乎擺脫貿易戰的威脅，惟美國金融市場反應冷淡，近日標普500指數下跌，市場聚焦在美國對中

國加徵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是否落地，預計下週資訊將逐漸明朗。後續變數包括(1)美中貿易摩擦如何收場，

至今有擴大至貨幣戰的可能，(2)新興市場動向可能阻礙全球經濟成長前景，打擊美國企業獲利，(3)從今年10

月起，聯準會每月縮表規模達500億美元，流動性收斂意味廉價而充裕的貨幣供給將逐漸遞減。建議投資人保

持一定風險意識，謹慎參與標普500指數短線操作。 

歐洲 

歐洲與外在全球經貿環境變化關連性高，美中貿易摩擦升溫持續壓抑投資人信心，道瓊歐洲50指數近週明顯

下跌，尤以德國DAX指數跌幅最重。義大利北方聯盟黨打算遵循歐盟財政記律，公共財政赤字佔GDP比重可

望不超過3%，消除惠譽將義大利信評展望調降至負向的疑慮，預計9/27前義大利國會將通過新版財政預算草

案，10/15前交由歐盟委員會審理，歐股在10月前投資氛圍將被英國脫歐、義大利預算、貿易戰等不確定消息

干擾，短線偏保守看待道瓊歐洲50指數。 

泛太平洋 

【日本】日經225指數自今年五月以來第五次挑戰23000大關失敗，近週由22800點下跌至22200附近，近日來

發生的強颱與地震重挫航空、觀光、保險、精密機器等類股。川普暗示下一步要將貿易戰指向日本，衝擊投

資人信心，日本與歐盟已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可望緩和美國關稅制裁對實質經濟的衝擊，今年以來日股遭遇

外資自1987年以來的最大拋售，本行認為9月安倍連任、全球經濟成長仍在軌道上、企業獲利優於預期等正面

消息皆能推升市場情緒，不需對日經225指數持太悲觀看法。 

【澳洲】澳經濟數據關注信心指標與就業數據，預計信心指標或較前月些微下滑，但維持相對高檔，就業數

據緩慢改善。展望後市，澳洲內部景氣持續復甦，第二季GDP年增率與製造業領先指標均優市場預期，薪資

持續成長，但儘管如此，打房對景氣的衝擊仍需關注，最新公布的7月房屋貸款增速延續下滑趨勢，本行對鐵

礦砂前景轉趨保守，整體維持中性看待澳洲AS30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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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市場分析 

新興亞洲 

【中國】 

未來一週中國重要8月經濟數據不少，由於近期豬價與菜價的反彈，關注近期消費者物價增速或有短暫的回升。

金融貸款數據是另一個重要觀察指標，考驗央行為解決融資難困境的政策窗口指導是否奏效，本行預計有機

會改善，但幅度有限。其它數據包括實質生產、零售銷售與固定資產投資皆偏保守看待。展望後市，美針對

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課徵關稅幅度即將宣布，但考量11月期中選舉前美總統川普仍可能藉由貿易糾紛拉抬選

情，中美貿易紛爭短期緩解機率低。整體中國經濟情勢8月仍偏弱，不過官方已採取寬貨幣、穩信用與積極財

政政策拉抬，預計第四季政策效益將漸顯現。搭配第四季中國四中中會有望召開，中美貿易談判可望有成，

景氣改善，評價面深度折價的中國上證指數或有表態空間。 

【台股】 

本週經濟數據清淡，事件面關注蘋果新機發表，同時留意8月月營收成績單。儘管新機亮點有限，但預計仍有

一定動能的換機潮，本行仍維持建議關注從先前的漲價題材轉換至新機、歐美消費旺季挹注的相關供應鏈群

組。近期中美貿易糾紛動盪未歇，市場對新興市場擔憂尚存，台灣基本面相對脆落的新興經濟體穩健，年底

有選舉題材，台股今年以來表現強於新興市場，維持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指數箱型區間看法，個股差異良莠大。 

【東南亞】 

MSCI東協指數近5日出現下跌，因本週美國將完成針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之公聽會，且川普上週

末表達了希望儘快啟動加徵關稅的想法，造成市場對於貿易疑慮再度升溫。加上新興市場貨幣貶值風險再度

出現，一些經常帳赤字國家陸續貶值，東協的經常帳赤字大國印尼也不例外，帶動MSCI東協指數回落。印度

Sensex指數本週亦表現不佳，主要也是受到印度盧比持續走低，同時央行進場干預也帶動了國內資金成本提

升，印度公債利率已來到今年新高，不利內需類股表現。整體觀之，若美中貿易疑慮能順利解決，對於出口

導向國為主的東協方有望受惠美中景氣動能成長並逐步將其傳導至企業獲利與股市。反觀經常帳赤字持續擴

大已使盧比持續走弱，該現象恐回頭提升通膨與國內資金成本，不利後續景氣走勢。故本行對MSCI東協指數

正面看待，印度Sensex指數則是負面看待。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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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市場分析 

新興歐洲 

本週布蘭特油價高檔回落，加上英國將在安理會提交有關前俄間諜遭毒害案的嫌犯相關資訊，兩名據稱是

俄國間諜的男子被指控在英國犯下這起罪行。該消息造成周四晚間俄羅斯盧布大貶約1.5%，帶動本週小幅

下跌的俄羅斯RTS美元指數週四再度下挫了1.36%，因市場擔憂西方國家與俄關係恐再度惡化。整體觀之，

股市本週走勢顛簸主要反應毒殺事件再度搬上檯面導致市場情緒波動，隨著俄央行已暫停在市場買進美元

的動作對於匯率與股市預料有一定程度的支撐效果。就基本面來看俄羅斯體質良好，擁有經常帳盈餘&大

額外匯存底，2018年更可望出現財政盈餘，有助普丁推動後續之財政支出。加上俄羅斯能源業產出已有所

回升，以目前油價在70~80美元附近波動對於經濟的影響也不致過大。儘管後續制裁消息仍有出現可能，

但歷史經驗顯示每次制裁影響皆屬短期波動，同時亦為進入俄羅斯RTS美元指數良機。 

拉丁美洲 

巴西週初受到民調數據影響而走弱，主因為改革派候選人民調未有改善。然週四(9/6)傳出巴西極右翼候選

人Bolsonaro在選舉造勢時遇刺重傷，所幸手術後成功保住一命。Bolsonaro為現階段在沒有魯拉情境下民

調最高之候選人，自稱巴西川普，宣稱上台後要與川普一樣推動減稅政策，不利改善巴西已逐步攀升的財

政赤字，故週四巴西IBOV指數正面反應其遭刺消息。然隨著Bolsonaro保住一命，焦點最終仍須回歸民調

走勢，若市場青睞的改革派Alckmin仍是擠不進前兩名，意味其要進入第二輪投票的機會恐受到壓縮，後

續市場波動度依然偏高。巴西里爾匯率8月以來持續走貶，不但代表資金外流壓力不減反增，也對於後續景

氣與企業獲利將產生負面影響。此外，競選活動開始後市場也會更加聚焦候選人民調走勢，股市波動度恐

逐步加大。料巴西IBOV指數反彈力道有限。建議持有者可進行減碼，空手者仍不宜搶短。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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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市場分析 

利率型

產業 

【總評】地產Buy、金融Hold 

地產，本週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地產指數主要跌勢來自於亞洲地區(如日本與香港)，日本地區是因憂心強颱與地

震帶來的業績影響而下挫，香港除了原先的房市政策調控外，近期升溫的中美貿易關稅議題也帶來低氣壓，而美國

房地產則相對抗跌。展望地產業後市，貿易戰料將持續影響心理層面，加上資產間表現分歧所提高的投資難度，有

助提高與物價連動高且有固定租金收益地產股吸引力，又全球經濟前景仍分歧下，全球貨幣緊縮趨勢暫減速，令殖

利率大幅攀升機率降，讓地產指數更有機會緩步墊高，故本行對MSCI全球地產指數樂觀看待。 

金融，本週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金融股指數主要跌勢來自美國金融股，因貿易談判、新興市場貨幣壓力浮現的經

濟前景疑慮蓋過了持續擴張穩定的ISM(供應管理協會)製造業數據。反而是近期表現疲弱的歐洲金融股成為本週的

撐盤要角，因義大利的金融緊張情勢稍有舒緩，如信評機構惠譽維持義大利長期外幣信用評級，以及義大利官員對

2019年預算計劃發表安撫性言論，沖淡了歐元區景氣欲振乏力的訊號。綜觀全球金融業後市，美國景氣擴張穩定，

但歐洲(含英國)景氣數據仍是好壞參半，故本行對MSCI全球金融股指數展望中性。 

防禦型

產業 

【總評】健護Buy、核心消費Hold、公用事業、電信Sell 

健護，因市場投資情緒轉為謹慎，近期表現亮眼的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健護指數及NBI那斯達克生技指數於高檔

回落。展望健護產業後市，除了產業成長趨勢仍被市場看好外、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新藥上市審核速度也已

超越去年(2018/8)同期，顯示生技產業整體新藥研發趨勢仍相當樂觀，將持續支撐產業獲利表現，且下半年又是醫

學年會召開旺季，在研發成果及商機題材釋出下，也為類股表現增添想像空間，故本行對MSCI全球健護指數樂觀

看待。 

公用事業，美國電力公用事業需求3Q最旺，4Q最淡。3Q18受高溫及9月學生返校，空調使用量增，預估美國公用

事業季獲利QoQ+14%，YoY+4%，加上股利率仍接近4%，目前本益比僅16倍，低於五年平均值20倍，短線股價

仍有旺季效應支撐，但就基本面而言，預估原料天然氣價格4Q18將走升，4Q18獲利下滑，至1Q19為產業次旺季，

且原料成本低於1Q18，1Q19業績才會回復獲利成長動能，對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公用事業3M將漸轉為中性偏

保守看待。然以目前預估長短天期利差縮小狀況及業績成長狀況推估，1Q19將是下一次公用事業股價較有表現機

會時間點，對MSCI全球公用事業6M將漸轉為偏樂觀看待。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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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市場分析 

成長型產業 

【總評】科技/工業/非核心消費Buy 

科技 9/12舉行Apple(蘋果)秋季發表會，市場預期將推出iPhone新產品，Apple於庫克接手後就變得相當透

明，產品發表會大致中規中矩不會有太大意外或亮點，目前得知的都是升級概念，據傳這次將推出三款新

手機，會有5.8/6.1/6.5吋三種版本，6.5吋螢幕的版本將成為目前為止最大的iPhone，同樣搭配雙鏡頭、

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螢幕，被視為iPhone X的進階版，6.1 吋搭配單鏡頭以及LCD(液晶顯示器)螢幕，

機構預估6.1吋LCD螢幕款的出貨會超過五成以上，通常Apple新產品上市到第二年才會有放大量，因此市

場對2018年新產品銷量仍舊正向看待，因此維持季節性的下游引擎動能，然須提醒美國將於2018年九月再

針對二千億美元中國產品開徵關稅，外部風險將再帶來干擾。惟基於題材及下游基本面，本行對MSCI全球

科技股指數展望仍正向。 

 

天然資源產業 

【總評】能源/原物料Sell 

能源 本週油價下跌主因：(1)、美國颶風戈登對北美墨西哥灣區原油供應影響性降低；(2)、EIA(美國能源

資訊管理局)公布上週原油庫存數據，成品油庫存增幅超出預期的利空，掩蓋原油降幅超過預期的利多；

(3)、OPEC部分國家九月份降價搶奪亞洲市場；(4)、擔憂新興市場貨幣貶值，經濟狀況轉差，降低對原油

需求。因美國夏季駕車出遊旺季於9月初結束，汽油庫存將開始增加，且美計畫在10-11月間釋出1,100萬

桶戰備儲油，減少伊朗若受制裁後，可能降低的原油供給缺口，預估進入4Q18原油供給缺口將較3Q18縮

小，且將逐漸反映1Q19可能供給過剩的隱憂，本行預估4Q18布蘭特原油價格區間將在65~75美元/桶，

1Q19價格區間將落於60~75美元，對MSCI能源指數將漸轉為中性偏保守看待。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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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公債 

下週即將召開歐洲央行會議，6月季度會議歐洲央行宣布今年漸進式量化寬鬆退場符合原先預期，4Q18購債規

模由每月300億歐元降至150億歐元，2019年起停止購債後維持目前寬鬆規模，同時宣布維持目前利率水準至少

至2019年夏季，如有需要可視通膨展望而維持利率在極低水準，因歐洲央行已宣布利率及寬鬆政策長期的走勢，

因此本次會議對德債短長債利率的影響性將有所降低。 

澳洲於下周有重要的就業報告跟信心指數數據出爐，於先前開始轉弱的企業信心是否能有好轉跡象，以及與景氣

連動深的就業人數，數據都可進一步確認澳洲央行對於下半年GDP的預期能否按期預測發展。市場對於紐西蘭

央行可能降息的預期快速拉升，2019年2月的降息機率從0%跳至30%，至19年8月已經快接近五成，主因是近

期數據出爐都顯示景氣有疑慮，下周將有跟零售相關的數據，若仍未及一定的成長率，二年期利率可能持續下探。

南非2年期利率受到內外利空影響而創下今年高點，短線在匯率的貶值風險未止前，可能挑戰去年底降評疑雲發

生時的7.921%位置，甚至突破，投資人應避開現階段體質脆弱的南非債市。 

成熟市場債 

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來到數十年新高，貿易戰擔憂讓成熟市場債中美投資級債表現較佳，而交易商的美投資級債

庫存，一度逼近無庫存後再度增加，顯示美投資級債需求量緩增，投資人偏好短天期投資級債以避開利率風險。

美高收債市場交易量持續攀升，從2015年油價崩跌以後高收益債買賣價差保持低位，暫無流動性風險，美國眾

議院主席Brady將於下週擬定稅改2.0草案，並希望在10月1日前進行投票，若新稅改法案過關或有助小型企業為

主的美林美高收債指數表現。未來留意9月為美國企業債傳統發債旺季，供給增加可能對債券價格帶來些許擾動。 

新興市場債 

德國支持土耳其經濟言論，新興主要貨幣表現較佳。阿根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討論500億美元的援助計

畫提案，最快可能時程為九月下旬，預計將討論目前按季撥款的時程能否提前，若能順利談成將有助投資人信心

回溫。受阿根廷及土耳其等新興脆弱經濟體政局擾動後，市場關注匯率重貶及利率大幅揚升所產生的影響。土耳

其汽車租賃公司Derindere有5千萬里拉的債務未能償付，遭信評機構標普降評至選擇性違約。預期經濟基本面

疲弱的新興國家，將對企業資金流動性產生負面影響，以高信評及現金流穩定的公司債為首選。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附錄】 
匯市 市場分析 

美元 

歐系貨幣 

 

美元指數先前因美國總統川普不喜愛強勢美元的發言以及聯準會主席在央行年會相對鴿派的發言而走低至

95之下，其後稍有反彈，維持在95附近震盪，美元指數和歐元波動相對較小，惟新興市場貨幣仍持續弱

勢，新興市場關注重點集中於土耳其通膨高於預期(8月CPI年增率已達到17.9%)後的央行應對方案，以及阿

根廷政府財政重組方案。已公布的經濟數據方面，歐元區8月製造業PMI終值54.6符合預期，維持擴張區間

但較前值放緩，未對歐元走勢造成太多影響；中國財新製造業PMI 50.6則為14個月來新低，與中國經濟息

息相關的澳幣維持弱勢。整體預期美元指數短線將維持高檔盤整的格局，歐元在義大利預算問題未決前表

現空間有限。 

日圓 

在土耳其問題造成美元走升過程中，日圓是少數不受影響、反倒走升的非美貨幣，一方面日圓本身的避險

性質，使其在類似的風險事件中往往走升，另一方面是日本自身資金與流動性充足，並不如新興市場國家

般高度依賴美元流動性。而就日本的貨幣政策來看，今年以來日本央行並未達到他們宣示的債券購買規

模，也顯示日本央行難以朝向更寬鬆的方向去走，本行對日圓中長期維持升值看法。本月關注重點為日本

自民黨黨魁的選舉，目前安倍晉三連任機會較高，若無太大意外則預期日圓暫先維持狹幅盤整格局不變。 

商品貨幣 

澳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在1.5%，其基調仍跟前次會議的聲明一樣表示低利率持續支撐澳洲經濟。保持政策

不變符合經濟可持續發展、符合長期內實現CPI目標。澳洲經濟正在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現在距離在利率方

面採取行動還有段距離；下一次行動更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較低的澳幣匯率有利改善就業和通膨前

景。澳洲第二季GDP年增率3.4%，高於預期的2.9%，也高於前值的3.1%。美國本月底升息機率高，美澳

利差拉大之下，加上目前澳洲房價下跌、全球環境變差，澳幣可能會再下行。 

其它 

(新興市場貨幣) 

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將於美國時間9/6晚結束。市場認為加稅通過機率較

高，屆時中國人行與市場購匯(買入美元)之間預料將陷入角力。貿易方面，8/31中國官方公布的8月份製造

業PMI中，新出口訂單與進口指數驟降，顯示企業對貿易戰帶來的負面影響已有一定心理準備。9/4公布的

南非GDP重啟南非幣貶值走勢，而9/5南非製造業PMI大幅下滑所帶來的貶值幅度於當晚就已基本被收復，

南非幣基本面偏弱，但市場走勢看來支持短線有技術面超跌的可能性。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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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DISCLAIMERS: 
 
1. This document and the investments and/or products referred to herein are for information only and do not have regard to your specific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particular needs. 

 
2. This document and the investments and/or products referred to herein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any recommendation for you to enter into the investment briefly described above and this document must 

be read with CTBC’s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Risks Disclosure Statements, Supplemental Terms and Conditions and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specified by CTBC from time to 
time. 
 

3. You are advised to exercise caution in relation to this document. If you are in any doubt about any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you should obtai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dvice from a licensed or 
exempt financial adviser before making your commitment to invest in the investments and/or products referred to herein. 
 

4. If you choose not to seek advice from a licensed or exempt financial adviser or such other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you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whether investment in the investments and/or products 
referred to herein is suitable and appropriate for you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isks and associated risks. 
 

5. The fina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proposed investment in the investments and/or products referred to herein will have to be set out in full in the definitive trade confirmation between CTBC and you. 
 

6. CTBC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or otherwise provided by CTBC at any time.  All of the information here may chang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7. CTB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arising from this document. 
 

8. CTBC may act as principal or agent in similar transactions or in transa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instruments underlying the transaction.  
 

9. Until such time you appoint CTBC, CTBC is not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your financial adviser or fiduciary. 
 

10. Investments involve risks.  Past performance figures, predictions or project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future or likely performance.  Actual performance may differ from the projections in this 
document. 
 

11. Any references to a company, financial product etc is used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 and does not represent our recommendation in any way. 
 

12. Any scenario analysis is provided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 only and is no indication as to future performance and it does not reflect a complete analysis of all possible scenarios that may arise under an actual 
transaction.  All opinions and estimates given in the scenarios are illustrative and do not represent actual transactions. 
 

13.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must not be reproduced or shared without our written agreement. 
 

14. This document does not identify all the risks or material considerations tha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you entering into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e transaction period you wish to consider. 
 

15. This document does not and is not intended to predict actual results and no assurances whatsoever are given with respect thereto.  It does not present all possible outcomes or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al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or influence the transaction. 
 

16. This document is based on CTBC’s understanding that you have inter alia sufficient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access to professional advice to make your own evaluation and choices of the merits and risks 
of such investments and you are not relying on the CTBC nor any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r affiliates for information, advice or recommendations of any sort whatsoever. 
 

17. You should have determined without relying on CTBC or any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r affiliates for information, advice or recommendations of any sort whatsoever, the economic risks and merits as well as 
the legal tax and accounting aspec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that you are able to fully assume such risks. 
 

18. CTBC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or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of whatsoever nature suffered by you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or reliance 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19. CTBC may have alliances with product providers for which CTBC may receive a fee and product providers may also receive fees from your investments. 
 

20. The following exemptions under the Financial Advisers Regulations apply to the CTBC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1) Regulation 33(1) – Exemption from complying with section 25 of the Financial Advisers Act (“FAA”) when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in respect of (a) any designated investment product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5(6) of the FAA) to an accredited investor; (b) any designated investment product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5(6) of the FAA) that is a capital market product, to an 
expert investor;  

(2) Regulation 34(1) – Exemption from complying with section 27 of the FAA when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in respect of (a) any investment product to an accredited investor; (b) any capital 
markets product to an expert investor or (c) any Government securities; 

(3) Regulations 36(1) and (2) – Exemption from complying with sections 25, 26, 27, 28, 29, 32, 34 and 36 of the FAA when providing any 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 to any person outside of Singapore 
who is (a) an individual and (i) not a citizen of Singapore; (ii) not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Singapore; and (iii) not wholly or partly dependant on a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of Singapore; or (b) 
in any other case , a person with no commercial or physical presence in Singap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