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Daily 
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2018/4/27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4/26收盤  

股市短評  

<日股> 日本進入 4~6 月企業財報公布旺季，具摩根統計，預估企業第一

季 EPS(每股獲利)年增率最高可達 10.6%增長。由工業、核心消費產業首

先開跑，目前企業開出財報雖維持正成長但多遜於預期，權值類股如那發

科、安川電機等企業公布後股價表現疲弱，也使工業類股近日沒有太多表

現，反以內需型金融、消費類股帶漲。本行維持市場較保守預估今年獲利

成長看法，第二季股市表現相對平淡。然根據第一季日央企業短觀，企業

預估下半年獲利將維持一定復甦力道下，對下半年景氣展望不需過度悲

觀。 

今(27)日關注日央利率決策及經濟季度展望，聚焦日央對通膨、經濟成

長、及殖利率曲線政策展望是否釋出改變論調。 

 

<科技> 昨(26)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回揚，僅電信

與金融走弱，其中電信下跌 0.9%相對疲弱，領漲族群再度回到科技產業

(上漲 2%)，近期彈漲的能源則上漲 1.1%。昨日公布的財報帶來利多，亞

馬遜(Amazon)獲利優於市場預期，其中雲端業務的成長亮眼，收盤上漲

4%而盤後再上漲 6.6%，此外，臉書(Facebook)獲利同樣優異未受到資安

事件衝擊，晶片大廠超微(AMD)獲利佳而本季展望同樣也優於市場預期，

大漲 14%， 

科技產業在各領域權值大廠的樂觀展望，一掃先前台積電所釋出的保守訊

息，本行依舊維持先前看法，台積電的保守主要來自手機族群的衰退，但

其他各領域的科技族群依舊充滿題材與動能，除了尚未完全停歇的貿易紛

爭外，並未有新增額外的負面因子，另外再以財報體質來看科技產業仍舊

是多數產業裡表面最為穩健的族群，同時下半年(2018)進入銷售旺季同時

展會活絡，包含德國漢諾威電腦展(CeBIT)、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的示範，

還有更多人工智慧應用產品推出，本行維持對科技產業中長期正向展望。 

環球概覽  

 美國3月耐久財訂單增2.6%，扣除國防與商用飛機之資本財訂單，即

核心資本財訂單減0.1%，核心資本財出貨亦減0.7%，且核心資本財訂

單與出貨年增率都降(6.4%→5.5%；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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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4/26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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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昨(26)日歐元兌美元高點至低點貶值 0.91%，歐洲央行利率會議結果符合

預期，貨幣政策論調看似不急於轉變目前寬鬆政策的步伐，近期通膨數據

不如預期、經濟數據因季節及罷工暫時轉弱、以及國際貿易不確定性讓歐

洲央行需要更多時間觀察情勢的發展，會後記者會的談話降低市場對於歐

洲央行退場的看法，另一方面，義大利五星運動黨黨魁表態倘若組閣談判

失敗義大利將重新選舉，義大利政治風險亦壓抑歐元走勢。整體而言，今

年以來，歐元區的經濟數據開始有見高回落的現象，製造業 PMI(採購經理

人)自 2018 年初見高之後開始回落，讓市場擔憂歐元區是否能延續去年下

半年的強勁動能，進而影響到歐洲央行的決策。本行認為全球景氣趨勢目

前並沒有太大問題，目前領先指標維持擴張仍支撐第二季景氣築底看法。

因此歐洲央行逐步縮減寬鬆的方向不會改變，歐元短期修正後，全年趨勢

仍然偏上 。 

<Rates> 美國市場方面，美 10 年公債在站上 3.0%之後，昨受到經濟數據

結果不如預期影響再度回落至 2.97%水位。歐洲市場方面，歐央行理事會

公布 4 月決議聲明、維持三大政策利率不變後，歐央行行長德拉吉表明部

分指標下滑令人意外，動能缺失廣泛存在於各個國家和領域。當前的經濟

數據仍高於歷史均值。增速下滑可能是暫時的，其中包括一些非預期因

素，這些暫時性因素包括寒冷的天氣、復活節，指標下滑需要引起警惕。

儘管歐元區通貨膨脹偏低，他有信心通貨膨脹將能接近央行的略低於 2% 

目標。近來歐元區的經濟數據令人失望，顯示經濟成長減緩，但德拉吉重

申，在全球成長的支撑下，歐元區成長將強勁且廣泛。 

亞洲市場方面，日本央行將舉行貨幣政策決策會議，市場普遍預期將維持

當前超寬鬆貨幣政策不變。消息人士預測，日本央行將維持此前對經濟走

勢的看法，即國內通膨水平將在下一財年達到 2%的目標，並在接下來一

年時間維持在這一水準附近。基於這一預判，日本央行不會為貨幣寬鬆政

策再次加碼，但因目前經濟增長仍不穩固且外部風險正趨擴大，黑田東彥

等貨幣政策制定者也不會急於退出超寬鬆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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