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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Calendar, November 

成熟國家 

新興市場 

突發事件 

Week 1 Week 2 Week 3 Week 4 

市場議題 

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商銀整理，2017/10/26 

Week 5 

產業 

歐元區Q3 GDP(14) 
德國ZEW(14) 
美國CPI、零售銷售(15) 
日本Q3 GDP初值 (15) 
日本工業生產(15) 

美國Q3 GDP (29) 
歐元區CPI (29) 

歐元區服務業PMI(6) 
歐元區零售銷售(7) 
日本機械訂單(9) 
澳洲央行會議(7) 
紐西蘭央行會議(9) 

德國Ifo (24) 
日本通膨(25)  

日央行會議(10/31) 
美國製造業ISM(1) 
歐/日製造業PMI(1) 
美國非農就業(3) 
美國非製造業ISM(3) 
英國央行會議(2) 
澳洲商品指數(1) 

中國製造業PMI(31) 
雙印PMI(1)/ 
巴西/俄羅斯PMI(1)  

南非央行會議(22) 

OPEC例行會議 
 (30)  

日本臨時性國會 (1)  

南非政權變數，
南非幣急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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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中國A股短線拉回空間有限，第四季仍有高點可期 

• 人民幣-人民幣短線仍以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為主軸發展 

• 安倍勝選將推財政政策刺激經濟，日股長線復甦為實質利多 

• 短線-利多財報為股市添增動能，然公布完後或有回檔壓力 

• 南非總統宣布重組內閣，美元兌南非幣再度挑戰2016年高點 

• 歐洲央行3P理念定調鴿派政策，資產價格續揚 



資料來源:(左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19。(右圖)UBS(瑞銀)，2012~2016 

十九大會議重點在中國未來五年的政策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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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會議首要重點 習近平的工作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九大）由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提出工作報告，剖析報告內容研判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遠政治與經濟政策方向。 

 工作報告的兩個特別之處：1) 此次將報告內容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句完整寫入

黨章，不僅冠名且還在位時即寫入，象徵習近平權力的強大穩固。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

意味面臨的社會矛盾與過去不同，對社會矛盾的描述繼1981年以來首度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代表中國過去從基本的物質滿足，提升到範圍更廣、品質更高，從

食衣住行衍生至食衣住行娛樂健康，同時也將力圖縮減貧富差距。 

中國居民從吃得飽到用的好 1981年以來對社會矛盾的首次轉變 

重要議題回顧_ Theme1_中國十九大 

時點 對社會矛盾的描述 

八大 
（1956 年） 

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
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
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
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八屆十中全會 
（1962 年）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為整個社會主
義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要“以階級鬥爭
為綱,階級鬥爭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十三大（1987 年）~十
八大（2012 年）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
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十九大（2017 年）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十九大政策扶植產業將為投資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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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化短期經濟增速轉提出長期戰略計畫：十八大『實

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目標未在十九大提及，顯示中國有意淡化經濟增

速，轉提出與長線計畫有關的三階段遠大抱負。 

 政策扶植產業將是長線投資重心：工作報告隱含未來

五年經濟領域施政藍圖中，政策重點在發展低耗能、

高附加價值產業為主，同時強調有序開放的投資環境

，相關產業可望受惠政策扶持而有表態契機。 

 投資重點：新經濟將持續為亮點，減碼地產，金融則

以中長線角度布局。 

 

十九大政策著力與投資亮點 

淡化短期經濟增速 豪氣三階段的長期遠大抱負 

現在-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決勝期 

2020-2035年 

基本實現社會

主義現代化 

2035-2050年

建設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美麗

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 

工作報告意涵 
對相關產
業利多/空 

重點一 
供給側改革  
減法轉加法 

經濟政策章節中供給側改革最先提及，供
給側改革由原單純的去產能，轉提高供給
體系品質，高端製造業將是未來政策方向 

人工智慧
(AI)、物聯
網、5G 

重點二 
強調環境保護 

特別專章討論環境保護，首提綠色金融，
多方面深入污染防治工作，搭配今年秋冬
限產措施多，顯見官方加大生態環保力道 

環保、汙
水處裡、
新能源 

重點三 
消費升級 
濟弱扶貧 

十九大報告全文共對美好生活提及14次，
人民基本需求全面上升到吃、穿、住、行、
樂（娛樂）、康（健康），扶持鄉村發展 

教育、生
技、醫療 

重點四 
全面實施市場准
入負面清單與國

企改革 

終結中國過去30年審批制度，全面實行
「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
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
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同時
整合產業鏈，發展混合所有制，加快國企

改革，提升營運效率。 

國企改革
領域涉及
電力、石
油石化、
電信等領

域 

重點五 
一帶一路，推進
自由貿易區 

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
格局。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

權，建設自由貿易港。 
基礎建設 

重點六 
金融監管趨嚴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嚴格的金融監管將是趨勢，

助益金融體質的強健 

金融產業
短空長多 

重點七 
地產政策不放鬆 

重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嚴厲打擊投機的房地產交易 

不利房地
產產業 

資料來源:(左、右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5 

重要議題回顧_ Theme1_中國十九大 



十九大會議後對股匯影響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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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大會議後人事底定：十九大會議後選出最高政治權力核心的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除習近平、李克強留

任外，觀察其餘五位入常人選，顯見習派勢力的穩固，同時由於名單中未見年輕可能的接班人選，本行並不

排除習近平打破常規尋求連任第三任任期的可能，有利中國經濟改革政策長期有序推行。 

 十九大對股匯短期影響有限： 

       股市→短線或因十九大會議落幕，市場預期政府維穩窗口關閉影響股市表現，然考量現階段中國景氣持續改

善(官方中國10月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創五年新高)，資金面平穩，搭配年至今中國股市漲幅落後，研判中

國A股短線拉回空間有限，第四季應仍有高點可期。 

       匯市→十九大對未來金融開放的定調不變，但人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人民幣擴大浮動區間不是當前最關注焦

點」，加今年以來中國官方穩定人民幣的動作頻頻，研判人民幣短線仍以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為主軸發展。 

 中央政治局常委底定 習派掌握絕對優勢 短線或回檔但幅度應有限 

習派 

江派 

胡派 

國務院
總理 
李克強 

韓正 
可能職務 
全國政協

主席 

栗戰書 
可能職務 
全國人大
委員長 

汪洋 
可能職務 

常務 
副總理 

王滬寧 
可能職務 
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
室主任 

趙樂際 
可能職務 
中央紀委

書記 

資料來源:(左圖)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19。(右圖)Bloomberg，1997~2012 

重要議題回顧_ Theme1_中國十九大 



 安倍勝選，市場不確定性消除：安倍在2017/10/22眾議院改選中拿下國會絕對多數席，自民黨的勝

利讓安倍有望連任2018年的日本首相，也確保安倍的寬鬆政策得以持續，長線對經濟有利。 

 執政黨絕對多數，有利寬鬆政策推行：雖然此次改選後執政黨總共席次流失一席，但絕對多數國會席

次依然有利於安倍推行2019年的消費稅，以及寬鬆刺激方案，長線有利於日本解決高債務問題，以

及刺激通膨和經濟復甦。詳細財政方案，預定於2018年1月例行性國會定案，安倍目前提案從2019

年徵收10%消費稅的4~5兆稅收中，多挪移2兆作為幼教及就業補助，幫助舒緩日本緊俏的就業市場

，財政預算透過執政黨提案過關後，對日股長線復甦為實質利多。 

 

安倍眾議院改選大勝，財政刺激對日股長線有利 

朝大野小，有利安倍推行寬鬆經濟政策 新政府預計多挪移稅收中的2兆，擴大財政刺激 

債務補償費用5.6 
多餘支出補助幼教及青年就業1.7 
社會福利支出2.8 
退休金支出3.2 
多餘稅收0.8 

兆/日圓 席次 占席次% 

執政黨總共 326 68.63% 

民主黨 73 15.37% 

維新黨 11 8.63% 
執政黨68% 

重要議題回顧_Theme1_安倍勝選，日股後續走勢? 

資料來源: (左)日經新聞網，(右)JPM，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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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17財報目前多數優於預期，靠工業及科技成長表現：日本改選落幕後，市場回來關注企業實際獲利狀況

。財報目前已公布達1/3家數，結果多優於預期。市場預估，因搭乘到iPhone 8 供應鍊，及中國自動化工

程等的科技、工業等產業，企業出口訂單成長亮眼，帶動國內大中小型企業的生產，財報展望佳。 

 利多財報支撐股市高檔盤整，然財報季過後大盤或有修正壓力：強勁的財報可支撐日股於高檔盤整至11月

。然企業目前對於2018年預估獲利成長，因基期墊高及全球經濟成長進入高原期，明(2018)年難以再達到

今(2017)年雙位數每股獲利(EPS)年增率的強勁成長，11月中後或有回檔壓力。基金操作建議移往泛太平洋

區域型基金，該基金亦可搭乘到日本科技及工業等強勢產業的成長。 

 

財報利多為短線股市動能，公布後回檔壓力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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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公布時程到11月中旬，支撐日股高檔盤整 但市場預估明年EPS增長漸緩，後續有回檔壓力 

重要議題回顧_Theme1_安倍勝選，日股後續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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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 

科技 

工業 

金融 

能源 

核心消費 

非核心消費 

通訊 

原物料 

總計 

EPS YOY% Q317 2018整年 

整體 5 5.6 

2017整年 
EPS: 16% 

 

工業 13.2 0.2 

科技 14.4 12.6 

非核心 5 8.7 

核心 1.3 8.5 

能源 13% 11% 

金融 -7.4 1.8% 

公布企業數目 

資料來源: (左)Bloomberg，(右)JPM，2017/10/26 



歐洲央行3P理念定調鴿派政策，資產價格續揚 

 ECB政策評析: ECB(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提出貨幣政策3P理念 : Patient、Persistence、Prudence(耐心

、堅持不懈、審慎)，寬鬆政策不會突然停止，有必要時可延長或增加QE(量化寬鬆)規模。本行認為，近6

個月以來ECB每月資產增加平均360億歐元，金融市場及經濟環境已回到穩定趨勢，明(2018)年起將每月

購債降低至300億歐元對債市的影響屬於中性，而就德拉吉傳遞出的如有必要將延續寬鬆政策的言論將繼

續提供歐債持有者信心，亦達成穩定金融市場的目的。 

 德債展望: 高盛估算QE政策實施至今對德國公債殖利率的貢獻度約50個基點，在未來9個月ECB資產負債

表增加2700億歐元的環境下，預期德債利率趨於穩定，十年期德債殖利率短線預估於0.5%附近盤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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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政策對歐元區公債的貢獻度 ECB釋放鴿派的QE減碼計畫 

資料來源:(右下)Goldman Sachs，2017/10/26 

影響性 ECB重點摘要 

中性 2018年起購債:600億歐元/月降至300億 

正向 為期9個月，如有必要可延長/增加購債 

正向 充足的貨幣刺激措施仍有必要 

正向 ECB有能力完成既定購債規劃 

正向 ECB不會突然停止資產購買 

正向 美國緊縮不會牽動歐元區加速進入緊縮 
深藍(左軸): ECB購入1年以上該國公債對殖利率影響 
淺藍(右軸): 目前QE對各國公債殖利率的影響 

西班牙義大利 比利時 德國 奧地利  法國    荷蘭    芬蘭 

重要議題回顧_Theme2_ECB會議 



南非總統宣布重組內閣，南非幣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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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2017/10/26 

USDZAR 今年以來日線圖 

  南非政治紛擾造成南非幣大幅波動：南非總統祖馬宣布重組內閣，此事除了引起在野黨的不滿外，連執政

黨內大老也出來表達不滿，有分析指出此決定只是為了鞏固總統自己在內閣當中的支持者的勢力。然而政

治紛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消息傳出總統可能將副總統拉馬服薩革職，令國內政治不穩定的氣氛越加濃

厚，南非幣自2017/10/16至今貶值約3.5%。總統辦公室否認了上述謠言，賣盤稍有平息，市場將注意力轉

向財長吉加巴就預算發表的談話，預期財長將推出限制支出的計劃。 

 USDZAR短線或可能測試14.0整數關卡，技術面略有超賣跡象：USDZAR已突破3月時的高點，南非幣3個

月期的隱含波動率也創今年4月以來新高，若政治不確定性繼續紛擾，USDZAR將測試去年底的相對高點區

間14.18-14.65，不過RSI(相對強弱指標)已接近70，所以上升的動能可能會受到阻力。 

南非幣隱含波動率升至今年4月以來新高 

南非總統撤換
財政部長 

重組內閣 

RSI 

重要議題回顧_市場議題_南非政治變數，南非幣急挫 



• 美、歐10月製造業PMI同步攀升，股市動能可望延續 

• 新興市場PMI保持擴張，留意巴西短線政治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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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聯準會：維持12月升息看法，美利率緩步上行 

• 日本央行：日本政治穩定，寬鬆政策基調不變 

• 英國央行：英國通膨壓力大增，短線英國殖利率進入盤整

格局 

 



美、歐10月製造業PMI同步推升股市動能延續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7/10/26(左圖)，Credit Suisse(瑞士信貸),2017/10/23(右圖) 

 美、歐10月製造業PMI同步攀升：美國10月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初值由53.1升至54.5，創下今年1月以

來新高；歐元區製造業PMI初值由58.1升至58.6，衝至６年半新高，包括新訂單指數、生產物價指數、就

業指數皆持續改善，製造業部門活力旺盛，預估下週公佈的終值不會有太大意外。 

 美、歐股操作策略：美國及歐洲10月製造業PMI同步攀升，在內需推動以及資本支出循環的啟動下，推升

企業獲利成長，截至2017/10/25，已有20%美歐企業公佈第三季財報，高達80%美國企業獲利優於預期，

歐洲則有48%企業獲利優於預期，雖比例較低，但EPS(每股盈餘)成長12%大幅超越預估的6%，有利延續

股市多頭格局，目前歐股較美股折價20%，預估未來報酬率高於美股的機會大。美股在稅改刺激下，雖勢

未用盡，但已來到強弩之末階段，建議投資人採短打策略，針對最受惠稅改政策利多的美國中小型股佈局。 

歐股較美股折價20% 美、歐製造業PMI同步攀升 

歐元區製造業PMI 

美國製造業PMI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_全球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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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景氣持續擴張，巴西短線政治紛擾落幕 

資料來源：Bloomberg(左下)、JP(右下)、global.com(右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6 

EM主要國家 PMI皆維持在擴張區間 

下議院投票反對將特梅爾送交最高法院審判 

巴西物價走低有望推動央行降息 

 新興市場(EM)PMI(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皆保持擴
張：觀察EM主要國家PMI皆落於擴張區間，顯示整
體EM景氣動能經歷過去一段時間震盪波動後，近期
已陸續回到成長軌道，中國甚已來到領先地位，擴
張程度最大。預料後續EM主要國家PMI應能維持擴
張。 

 政治紛擾造成市場短線震盪：巴西總統再度遭到起
訴，最新消息指出下議院已投票反對將總統送最高
法院審判，特梅爾順利過關，先前政治紛擾可望緩
和。隨特梅爾持續掌權，政府有望繼續推動改革，
配合央行將降息且巴西PMI維持擴張，有利後市逐步
墊高。 

4.5% 

3.0% 

6.0% 

反對 贊成 

巴西(50.9) 

印度(51.2) 

中國(52.4) 

俄羅斯(51.9)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_全球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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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特梅
爾再度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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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12月升息機率高，利率維持緩步上行 

 美國物價：颶風因素加上能源價格回穩帶動通膨
打底，連續第3個月走升，並且回到2%聯準會目
標上緣。 

 官員利率預測：今 (2017)年利率走勢回歸Dot-
Plot(點陣圖)官員預測，多數官員認為今年仍有升
息一碼的空間，而明(2018)年則預期升息三碼，長
期升息循環預計在2019-2020年達到頂峰。 

 11月2日會議：市場升息機率與官員預測一致，近
期利率走勢符合原先上行的推估，美國十年期公
債殖利率年底往2.5~2.6%靠攏。 

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逐步走高 

14 

美國12月升息機率超過八成 9月21日聯準會官員預測未來基準利率中位數 

1.36% 

2.13% 

2.69% 2.88% 2.75% 
12月14日升息機率=83.6% 
11月2日升息機率=0%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7/10/26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_美國聯準會 



改選後安倍政權穩固，日央寬鬆政策基調不變 

 日本物價：2017/10/15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

在華盛頓表示，日本經濟擴張基礎更加廣泛，但

薪資成長和通膨相對於景氣成長仍較緩慢，達成

2%的通膨目標仍然很遙遠，央行將堅持追求強

力的貨幣寬鬆。 

 十年債後市：2017/3/24安倍妻子與弊案牽連令

執政黨民調直落，8月甚至逼近30%敗選分水嶺

，但央行收益率曲線控制在0-0.1%狹幅區間，

在執政黨連任後，央行政策更加難以撼動，日債

利率將繼續維持在這樣的水準。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7/10/26 

日本央行仍難達到通膨目標 

15 

日本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落於目標區間 日本十年期公債波動度(30日)降低 

0.1% 

0% 

日本央行通膨目標=2% 

執政黨 
弊案爆發 

民調逼近 
敗選分水嶺 

執政黨 
弊案爆發 

民調逼近 
敗選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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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通膨壓力逼迫央行升息，殖利率已事先充分反應 

 英國物價：英國通膨今(2017)年以來已超出央行

目標2%，已達3%水準，升息壓力提升，行長卡

尼於6月底央行年會拋出升息議題引發歐債動盪

，目前英國長天期公債殖利率已超越當時水準。 

 英國公債殖利率展望：2017/11/2市場升息機率

已來到91.4%，英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在9月中

旬聯準會釋出繼續升息的訊號令市場預測英國央

行將有所跟進，殖利率9月以來已彈升50基點(兩

碼)，本行認為，本次會議升息機率高，殖利率

已充分反應，短線英國殖利率將進入盤整格局。 

英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已突破央行目標 

16 

英國央行本次會議升息機率突破九成 英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關前盤整 

11月2日升息機率=91.4% 

英國央行通膨目標=2% 

1.4%整點壓力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7/10/26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_英國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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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國家 市場分析 

美國 

國會稅改進展及一系列財報利多支撐美股維持高檔震盪，美國眾議院本週四(10/26)通過參院版2018年聯邦政

府預算，為共和黨通過稅改方案舖路，截至2017/10/26，已有33%的標普500指數企業開出第三季財報，其中

超過70%企業獲利優於預期，高於過去３年68%平均優於預期比例。本行研判稅改關乎明年美國期中選舉的支

持度，1Q18過關的機率高，雖然規模較小的稅改方案對經濟成長刺激作用，將不如市場所預期的強烈，但對

股市仍能發揮正面作用，對於美國本土業務比重高的股票，特別是小型股相對受惠。 

歐洲 

截至2017/10/25，道瓊歐洲600指數企業中20%企業已公佈第三季財報，其中48%獲利優於預期，EPS年增率

達12%，成長幅度大幅優於6%預期，歐洲經濟成長強勁、PMI續創新高，歐元急升干擾消除，讓第三季企業盈

餘成長擁有驚喜空間，歐洲央行雖自明年1月開始縮減每月購債規模，但延長購債時間，市場視為鴿派政策訊

號，可望壓抑歐元未來漲升壓力，推升歐股進一步走高，看好德國股市相對表現。 

泛太平洋 

【日本】 

2017/10/22(日)日本眾議院改選落幕，安倍勝選，自民黨與公民黨佔有國會2/3絕對多數席次，有利安倍2018

年連任首相至2022年，也紓解市場對於明年日央人選、寬鬆貨幣政策走向、以及對於消費稅收彌補債務的計畫

等擔憂都得到一大消除。安倍2018財年將有新的刺激計畫出臺，包括就業市場補助方案等，對日本緊俏勞動市

場和薪資成長將有幫助。日本11月製造業PMI維持52左右，良好經濟數據幫助投資氣氛。進入3Q17財報季，

本週大型股Canon及日本鋼鐵財報皆優於預期，出口類股持續領漲。市場預估工業，原物料，科技等財報大多

10月底至11月初公布，良好的財報可支撐日股期待行情走高至11月。然目前券商各自對於來年的營收預估成

長偏較今天緩和下，3Q17財報季利多反應完後，指數或維持高檔盤整。 

【澳洲】 

本週經濟數據聚焦澳洲9月份CPI數據，第三季年增1.8%，增幅不如預期，且核心通膨已連續3季低於央行目標，

逐季下滑。大宗進口物資因強勢澳幣而滑落壓低通膨，但加上進期零售銷售也不如預期，使市場對澳洲內需動

能產生疑慮，加息預期延後，目前彭博顯示2018年上半年升息機率已下降至38%，市場認為至2018/8月才有

可能升息。澳洲本身經濟已進入高負債階段，而薪資及經濟成長不夠快，使償債能力成為市場焦點。央行已不

能降息刺激，但現階段又離2%通膨目標尚遠，升息之路越來越難，銀行股無法立即享受到升息的利差擴大好

處，內需消費又缺乏寬鬆刺激。因此即便最近澳洲有落後補漲現象，但整體對大盤維持保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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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國家 市場分析 

新興亞洲 

【中國】 

十九大會議落幕，官方有意淡化經濟增速，轉關注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供給側改革聚焦高端製造，

消費、環保、市場開放、一帶一路的重要性提升，房地產調控與金融監管將持續。十九大會議落幕，

市場焦點重回基本面與財報成績，預期第三季中國企業財報可望交出亮眼成績，業績預報轉佳比例

上升。基本面關注即將公布的10月官方與財新中國製造業PMI，考量10月限產力度加大，研判製造

業領先指標或較前月小幅回落。短線雖題材與基本面數據較難大幅激勵指數，不過從這次十九大會

議來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且最新政治局常委小組未見可能的下一代

接班人選，顯示習近平權力穩固，有利中國長期有序的推行改革政策，中線維持對中國股市正面的

投資遠景看法不變。 

【韓國】 

未來一週台經濟數據關注第三季GDP年增速，研判實際結果與市場預期年增2.13%差異不大。現階

段臨台股財報季，目前公布成績多數符合市場預期，雖外資於台股現貨市場多呈買超，但指數大多

仍收黑，顯示上檔賣壓不輕，關注iPhone X銷售能否擺脫疑慮，短線台股或呈個股表現，指數高檔

整理格局。 

【東南亞】 

未來一週雙印將公布PMI數據，雙印最新PMI皆已重返擴張區間，顯示景氣尚屬平穩成長狀態，反應

先前貨幣寬鬆對景氣的呵護，料最新公布之PMI應能保持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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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國家 市場分析 

新興歐洲 

近期布蘭特油價持續波動，俄羅斯指數亦受影響而出現震盪。此外，指數近期走勢偏弱，主要反應零

售類股Magnit財報不如預期影響，但另一家零售類股Dixy財報則是顯著優於預期，帶動消費類股出

現持穩反彈現象。 

觀察最新零售數據維持成長趨勢，復以央行降息在即，寬鬆的貨幣政策可望持續對內需消費產生支持，

料短線俄羅斯股市仍將以油價走勢及景氣改善為主基調，本行維持對俄羅斯的買進觀點。 

拉丁美洲 

巴西下議院已投票反對將總統特梅爾送最高法院審判，特梅爾再度順利過關下，先前困擾股市的政治

紛擾可望緩和。隨特梅爾持續掌權，政府有望將焦點轉回推動改革，搭配巴西央行亦再降息3碼，可

望持續提振內需下，景氣數據料也將逐步改善，故本行對巴西股市維持買進觀點。 



20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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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公布的重要財報，除早先的繪圖晶片廠AMD公布財報優於市場預期，卻對本季營運展望保守，引發費城半

導體指數一度走弱，然其後Intel表示上調2017年財測，Microsoft與Alphabet也公布優於市場預期的營收與獲利，

顯示科技產業整體營運狀況仍舊穩健。下週Apple將公布財報，目前Apple新系列的手機銷售狀況不斷傳出雜音，雖

然本行認為Apple新產品真正發酵會是在2018年，即有可能讓原本4Q17的動能遞延，因此對本季的營運展望恐難帶

來意外驚喜。進入年底銷售旺季，機構預估2017年假期銷售金額成長幅度將是近幾年較佳的表現，本行短期仍正面

看待科技產業，建議可於假期銷售活絡期前逢低布局科技產業。 

非核心消費 本週非核心消費重要權值股亞馬遜公佈3Q17財報營收與獲利優於市場預估，激勵盤後股價大漲7.6%，

其中利多包括收購全食超市綜效及會員日促銷有效推升夏季銷售額等，皆促使多數券商維持正面看待亞馬遜後市展

望與評等，若再搭配近期公佈汽車、食品連鎖店等族群財報傳出利多題材，將有助非核心消費股價於年底節慶消費

旺季中，續具潛在表現空間，故本行維持非核心消費產業未來3個月正向展望。 

天然資

源產業 

【總評】原物料Buy、能源Hold 

能源 本週因沙烏地阿拉伯表態將支持減產協議再延長，布蘭特特原油走高來到59美元，2017/11/30 OPEC(石油輸

出國組織)將召開例行會議，先前俄羅斯也釋出傾向延長減產的訊號，本行認為減產協議有望於2018/3月到期後，再

延長至2018年底，有助穩定油價波動，加上美國拒絕承認伊朗核武協議、伊拉克出兵庫德族等地緣風險干擾，本行

認為短期油價區間將在50-60美元，由於基本面情勢並未有效改善，除非有原油供給中斷或是減產協議擴大的可能，

否則要長時間站上60美元的機率仍低。類股走勢向來與油價連動，2017上半年卻出現數度脫鉤，目前也有逐漸鈍化

的狀況，且本波自低點反彈已約一成，再大幅上揚幅度有限，短期仍維持中性看法。 

原物料 近期主要利多題材包括：(1)大型個股財報亮眼(如孟山都淡季維持獲利大幅優於市場預估)；(2)上游原料報價

維穩，如鐵礦石報價維穩60-65美元、銅礦續漲至7,000美元、化工原料報價傳出調漲等；(3)評價面本淨比僅達過往

二年的均值而未顯現偏貴情形，故短期仍可維持正面看待，若就原物料分類項下的基本金屬、農金等族群，4Q17將

可更為留意農金產業中下游食品消費旺季題材的發酵，綜上所述，本行維持原物料產業正向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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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市場分析 

利率型

產業 

【總評】金融Buy、地產Hold 

金融，第三季金融股剛公佈完財報結果，具指標性的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國銀行普遍受惠利率上行，故在利息收入

面上繳出漂亮成績單，雖然非利息面收入仍未好轉，但企業進行減支策略奏效，最終淨利增加。展望金融業後市，全球

景氣榮景下的升息環境未變，金融業整體營收獲利持續受到利息面收入改善推進，加上美國稅改計劃中的降低稅率可大

幅反應到金融業營收表現上，故金融股仍是本行中長期相對看好的產業。 

防禦型

產業 

【總評】核心消費、健護Buy、公用事業Hold、電信Sell 

核心消費，本週產業股價再度承壓，主因近期市場再度圍繞美聯儲下任主席的人選臆測上，除現任主席葉倫外，其他人

選似於貨幣政策立場更傾向緊縮方向，進而導致市場浮現後續或將影響與殖利率相關的核心產業股價賣壓題材，據此本

行觀察因核心消費產業屬獲利穩定、溫和成長的特性，故於目前現金股利率維穩於2.7%附近，亦因此令市場慣於與利

率水準變化進行比較，反應至資金面促使股價呈現波動，然本行研判目前旺季仍應考量產業自身營運結構，包括食品飲

料、家庭與個人用品等各族群，除既有銷售市場的基本成長動能外，4Q17諸多節慶商機或可再為核心消費產業挹注獲

利成長貢獻，搭配評價面尚具表現空間，故仍可續持正面看待。 

健護，Celgene因治療牛皮癬巨磅藥Otezla銷售不如預期，公司將2020年營收預估值從原本的超過210億美元下修至

190-200億美元，每股盈餘預估值也從原本的13美元，下修至12.5美元，導致10/26個股重挫逾16%，拖累整體NBI指

數。在此同時，Celgene也宣佈啟動股票回購。目前正值健護產業第三季財報公佈期間，從各家已公佈的財報結果以及

後續季度營收表現上，整體健護產業(包含生技)仍是呈現正成長趨勢不變，昨日跌勢中，醫療設備、生命科學服務等次

產業仍逆勢上漲，顯示近日跌勢主要反應個別個股財報而非產業趨勢，故本行對未來三個月整體的健護產業走勢仍維持

中性偏樂觀看法。 惟近一個月走勢或震盪難免，一是Celgene事件恐會令市場放大檢視其它健護類股的財報結果，二是

川普又重提鴉片類藥物濫用的社會問題，三是今年來墊高的指數總會在財報公佈後一個月內有獲利賣壓。以中長期來看，

本波跌勢讓生技股本益比再次回到5年均值之下，評價面轉趨有利，但其波動度仍是健護各次產業之最，故佈局上仍會

建議以全面佈局四大次產業(生技、製藥、醫材、醫療服務)的新加坡大華保健基金及聯博國際醫療基金為首選。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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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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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公債 

本週日本、美國、英國將召開利率決策會議：本行預期日本及美國央行維持利率不變，英國則升息

一碼。 

英國：11月2日會議市場升息機率已來到91.4%，英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在9月中旬聯準會釋出繼續

升息的訊號令市場預測英國央行將有所跟進，殖利率9月以來已彈升50點(兩碼)，本行認為，本次升

息機率高，殖利率已充分反應，短線英國殖利率進入盤整格局。 

美國：今年利率走勢回歸Dot-Plot官員預測1-1.25%觀察，多數官員認為仍有升息一碼的空間，而

明年則預期升息三碼，長期升息循環預計在2019-2020年達到頂峰。市場升息機率與官員預測一致，

近期利率走勢符合原先上行的推估，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年底往2.6%靠攏。 

日本：今年3月24日安倍妻子與弊案牽連令執政黨民調直落，8月甚至逼近30%敗選分水嶺，但央行

收益率曲線控制在0-0.1%狹幅區間，在執政黨連任後，央行政策更加難以撼動，日債將繼續維持在

這樣的水準。 

南非：下週主要數據集中在採購經理人指數與失業率，惟市場目前仍關心被上調的預算赤字與舉債

水平是否真會引發信評的再度下調，南非十年期公債指標殖利率已來到2011年9月以來最高，前景

堪憂，因此對於11月是否下調基準利率，本行目前維持現行6.75%的看法不變。 



23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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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成熟市場債 

在成熟國家債券市場信用債券利差多已收斂到相對低檔後，近期成熟市場債券走勢大多與計價幣別

的公債利率連動性較高。 

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回揚至2.4%以上水位，令美元計價的成熟市場債普遍受害，近五日全球投資等

級債下跌0.9%，全球高收益債券小跌0.3%，但美高收則維持平盤左右。 

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結果顯示寬鬆政策退場動作鷹中有鴿，帶動歐洲主要國家公債利率下滑，近五日

歐洲投資級債券小跌0.1%，但歐洲高收益債券則維持正報酬0.1%的表現；英國公債利率自月中以來

再度出現一波走揚，令投資等級債券重挫，近五日英國投資等級債券下挫0.9%，高收益債券則表現

相對穩健維持0.1%正報酬。 

新興市場債 

主要貨幣債券方面，同樣以美元利率向上的因素為左右近期新興主要貨幣債券表現的關鍵。 

主權債券利率風險與成熟市場投資等級債券同樣偏高(年期均逾7年)，因此近五日重挫0.9%，企業債

券則性質與成熟高收益債券較接近，年期較短且利差偏高，故近五日僅小跌0.2%。 

地區方面，以新歐拉美地區的主權及企業債券拉回幅度較大，新興亞洲則無論主權或企業債券均維

持0.3%以內跌幅，受影響程度小。 

當地貨幣債券方面，新歐拉美貨幣同樣受到美公債利率向上美元走強影響而拉回幅度偏大，其中拉

美貨幣-1.3%，俄羅斯雖貶幅較小僅0.5%，但土耳其及南非兩大發債國則分別下跌2.5%及3.5%，僅

新興亞洲貨幣相對穩健小跌0.2%，因此亞洲當地債亦是當地債中走勢較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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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國家 市場分析 

美元 

歐系貨幣 

歐洲央行會議如預期宣布將於明(2018)年開始縮減QE規模，將每月的購債規模由目前的600億歐元減半至300

億歐元，不過為了減輕對市場的衝擊，因此歐洲央行將原定的購債期限由明年6月延長至明年9月，並稱如果有

必要還會再延長，行長德拉吉會後特別強調不應將這次的動作視為緊縮(taper)，語調較市場預期更為鴿派，使

得歐元在歐洲央行會議後出現明顯修正，也讓今年過於強勢的歐元喘一口氣。其後，美國眾議院通過參議院批

准的預算解決方案，市場對川普減稅新政的期待帶動國際美元進一步走強，使歐元兌美元進一步貶破1.17關

卡。本行維持先前看法，第四季美元將維持偏強格局，歐元兌美元則可能在1.15-1.17間震盪，但長期趨勢來

看美元再強幅度有限。 

日圓 

日本大選結果，安倍所屬的自民黨單獨過半，且跟公明黨的執政聯盟拿下絕對多數的席次，市場認為安倍經濟

學可望延續，寬鬆貨幣政策不致太快轉向，加以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近期明顯走高，突破2.4%的水平，美

日利差拉大進一步帶動USDJPY突破114.00，是否能突破本行目標價的115.00，則視美國稅改進度狀況而定。

未來一週重點關注日本央行會議的結果是否維持目前政策態度不變。 

商品貨幣 

加拿大央行利率會議按兵不動，在今年升息兩次之後，加拿大央行態度轉趨謹慎，使加幣出現較明顯貶幅。雖

美元指數近日進入盤局，但商品貨幣近期有較明顯修正。本行認為全球景氣同步成長有利商品貨幣長線走勢，

但今年第四季由於澳紐加央行不會再有鷹派動作，配合美元第四季的轉強，使商品貨幣較為疲弱。 

其它 

(新興市場

貨幣) 

南非幣先前受到重組內閣決定的影響走貶，此事除引起在野黨不滿外，連黨內大老也出來表達不滿，然而政治

紛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消息傳出總統祖馬可能將副總統拉馬服薩革職，令國內政治不穩定氣氛越加濃厚，

令投資者感到不安。3個月波動率創今年5月以來新高，若政治不確定性繼續紛擾，短期投資者需有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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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際現貨金價之資料來源為彭博社，資料期間為

2017/10/20~2017/10/26。 

國際金價走勢圖(近半年)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7/04/26~2017/10/26 

近五個交易日價格變化暨下週操作策略 

國際現貨金價(US$/oz) 

開盤價 1289.88 

最高價 1291.16 

最低價 1265.53 

收盤價 1266.97 

建議買進 1,260以下 

建議賣出 1,310以上 

下週趨勢 
留意短期美元漲勢，金價區間震盪擴

大 

【市場短評】 

本週金價回檔至1,265美元/盎司的價位附近，主因國際美元

漲幅逐漸擴大所致，尤以2017/10/26急漲1%，大幅衝擊國

際金價下跌，而展望對下週國際金價的研判，將宜持審慎看

待，將更加關注美元短期是否續因美聯儲主席人選未定等題

材而持續推升其走勢。 

目前國際金價已達測試短期下緣重要區間價位，即1,250-

1,260美元/盎司位置，倘若可有效守住，仍將有助短期國際

金價趨穩及後續再度顯著釀漲，否則將宜轉趨保守看待。 

Disclaimer on Use of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are produced by CTBC Private 
Banking of CTBC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obtained from diverse sources and are only intended for its clients who are either 
(i)“ professional investors “ as de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Hong Kong; 
and/or (ii) “accredited investors” as de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Singapore 
and/or (iii) such othe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located in or resident in jurisdictions that do not 
re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All interested prospective investors 
are required to seek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observe all relevant restrictions in 
his/hers/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This document is strictly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any information or opinion expresse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n offer or solicitation 
to invest or deal in any of the securities mentioned herein.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whether provided by the Bank or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r are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in that regard.  The Bank accepts no liability 
or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amage or los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n this document.  The Bank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in any way in respect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and/or materials herei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Bank reserves ALL 
rights to change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liability 
whatso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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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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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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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德國

泛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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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股 新興市場股

新興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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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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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資源產

業

非循環型產業防禦型產業

全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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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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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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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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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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低點 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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