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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道瓊歐洲 50 指數昨日(5/9)收漲近 1%，創 14 週新高，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

消息推升油價走高，加上歐元走疲，令能源股帶動其他大型權值股買氣升溫，

富時英國綜合指數表現優於大盤。近期歐元區經濟數據疲弱降低歐洲央行貨

幣政策收緊的預期，歐元兌美元短線由 1.25 高點跌至 1.18，激勵歐股連續

六週上漲，惟成交量並沒有明顯同步放大，近六週平均成交量為 1842 百萬

股，低於過去一年平均 2158 百萬股，須留意追高風險。本行認為，歐洲央

行將在 6 月會議上宣布 9 月購債到期後的下一步，加上貿易保議主議對歐洲

經濟不確定性的風險正在上升，基本面的疑慮仍待明朗。  

 

<能源> 

昨日(5/9)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走揚，並以能源上漲

2.2%、科技上漲 1.2%表現最為強勁，高股利族群如公用事業與電信則小幅

下跌。布蘭特原油受到美國退出伊朗核武協議大幅上揚，昨日收盤來到 77

美元，目前油價強勢反映地緣政治，短期可能有利的因子包含: 1).美國退出伊

朗核武協議，之後將開始進行制裁，然現階段有 90~180 天的緩衝期，不失

為談判手段之一、2).5/20 委內瑞拉總統大選，去年總統的獨裁走向已被美國

祭出制裁，市場傳聞 4 月份出口已經下降超過 50 萬桶，倘若持續加大制裁

力道，將實際造成原油供給的減少、3).基本面的改善，庫存水位已來到五年

均值區間。另一方面，壓抑油價的負向因子包含: 1).6 月將再檢視減產協議，

俄羅斯與伊朗將是動搖減產協議的變數、2). 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倘若伊朗石

油供給減少，將擴大生產補足此缺口、3).美國頁岩油產量持續創高。整體來

說，目前與 2012 年有兩大差異，一是美國產量大幅攀升，二是 OPEC(石油

輸出國組織)正在進行減產，因此倘若出現供給減少，其實有相當大的產能空

間可以填補，本行則預估短期受到地緣政治干擾油價或將突破 80 美元關卡，

能源類股則基於尚未完全反映油價且評價偏低，仍維持正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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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 9 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5/4。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5/9收盤  

原 物 料  

<匯市> 

 過去一個月外匯市場最大的變化在於美國利率的攀升開始帶動美元走強。

去(2017)年全年美國利率雖持續上揚， 但由於市場對全球景氣樂觀，資金持

續流入非美元資產，使得美元去年仍持續走弱。而今年以來非美經濟數據放

緩，4 月底美國 10 年期公債向上衝擊 3%的整數關卡後， 美元重拾上行動

能。昨(9)日美債利率再走高，使得美元指數盤中一度走高至 93.4，再創近

期新高，不過其後漲幅收斂， 紐約收盤大致收平。本行維持 6 月美國聯準會

會議前美元偏強的看法不變。昨日非美貨幣走勢則較為分歧，由於油價走

高，布蘭特原油昨日上漲 1.52%，帶動加幣昨日升值 0.7%至 1.2854 ；對利

差和市場風險較為敏感的日圓則貶值 0.6%至 109.74， 日本央行前審議委員

木內登英表示日本央行許多決策者已經偏向結束寬鬆政策，惟此新聞並未

激勵日圓走強。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 

 昨(9)日美國股市的上漲為債市帶來壓力，同時美國制裁伊朗帶動油價上漲

亦推升通膨預期，指標美元 5 年期通膨交換遠期利率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上

升，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重新站上 3%關卡。亞特蘭大行長 Bostic 表示，

通膨實際上已超過 2%目標，但無需運用更激進的貨幣政策來對應此問題，

貨幣政策中性的立場仍能支持強勁的勞動力市場和長期對稱性通膨目標，預

計 2018 年美國經濟成長 2.5%，中長期則放緩至 1.75%長期成長。展望後續，

今晚美國經濟數據聚焦 4 月通膨，市場預期小幅攀升 0.1%至 2.5%，核心通

膨則預期持平在 2.1%，本行維持 6 月前通膨壓力上升帶動美債殖利率上行

的看法不變，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區間 2.55%-3.1%。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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