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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歐洲>歐股週三(5/23)出現九週以來最大跌幅，三大股市跌幅都超過 1%，

經濟放緩、義大利政治不確定性、以及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拖累歐洲原物料、

能源及金融類股表現。新公佈歐元區５月綜合 PMI(採購經理人)初值由 55.1

下滑至 54.1，創 18 個新低，主要國家包括德國的成長幅度創下近 20 個月低

點，法國也跌至 18 個月以來新低，歐元區經濟放緩幅度遠大於市場預期，

市場下修第二季 GDP()年成長由 3%至 2.5%。美國給予歐洲的鋼鋁免稅即將

在 6/1 到期，川普要求歐洲出口美國鋼鋁降１成，所幸中國宣佈降低汽車進

口關稅，給予歐洲(尤其是德國)甜頭，抵消美國貿易保護的負面干擾。歐元

區景氣位於歷史循環高點，此波循環在去年 12 月見高後開始放緩，根據過

去經驗，歐洲景氣見高後放緩時間平均達 5-8 個月，本行研判歐洲景氣放緩

不會改變歐洲央行的態度，因歐元區整體還是在廣泛復甦的軌道中，並沒有

立即明顯的衰退風險，歐洲央行可能仍將在 6 月會議上宣布 9 月 QE(量寬)購

債到期後的下一步，歐元兌美元再貶空間有限，德國 DAX 指數挑戰 13000

整數關卡遇壓。 

<能源>昨日(5/23)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漲跌互見，科技

產業仍舊穩健上漲 0.6%，近期強勁的天然資源產業則下跌超過 1%，原物料

與能源皆下跌 1.2%，金融也下跌 1%相對疲弱。此外，布蘭特原油價格始終

未站上 80 美元關卡，油價大幅走升後，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已表示或將

於六月討論增產可能，填補委內瑞拉的產量減少以及伊朗可能的減少，目前

擔憂的負面因子包含: 1).油價過高推升通膨並影響經濟、2).美國產量增速超

乎預期，美國庫存也開始攀升、3).影響減產國如俄羅斯的減產意願等，因此

OPEC 或將出面調控油價，讓油價不至於波動過大，本行仍維持短期(3M)油

價將在 70-80 美元之間波動的看法，但倘若地緣政治情勢擴大則不排除突破

環球概覽  

 美 國 聯 準 會 5 月 1-2 日 利 率 決 策 會 議 記 錄 顯 示，許 多 與 會 者

(participants)認為需要很快再次升息。但美國貿易政策給經濟與通膨帶

來廣泛的風險，此不確定性可能傷及企業信心與投資。 

 歐元區 5 月製造業 PMI(採購經理人)下降(56.2→55.5)，低於預期 56.1、

服務業 PMI 亦降(54.7→53.9)，低於預期 54.7 ；綜合 PMI 亦走疲(55.1

→54.1)，預期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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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23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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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認為外匯市場目前的兩大關鍵因子為聯準會的升息速度，以及非美經濟

數據趨緩態勢是否改變。就昨日公布的數據而言，歐元區年初以來經濟數據

放緩的情況仍未改善，歐元區 5 月 Marki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 55.5，

雖維持擴張區間但不及市場預期中值的 56.1，歐元兌美元聞訊下挫貶破

1.17，推動美元指數盤中再創新高至 94.19。其後美國聯準會公布會議紀錄，

內容顯示多數決策者認為下次升息可能很快到來，不過會議記錄中多次提及

「對稱(symmetric)」的通膨目標，顯示聯準會認為通膨暫時性的高於 2%，

是可以容忍的，會議記錄公布後美元漲幅有所收斂，至今(23)日早盤美元指

數已回到 94 之下，美債 10 年期利率也有所下滑。市場先前高度認為聯準會

將加快升息腳步，惟本行認為以目前的通膨數據和聯準會的態度而言，今年

不致加快升息，因此美元再大幅升值的空間將因此限縮；但非美經濟數據，

尤其歐元區的數據，始終未見起色，因此美元回復下滑趨勢的時間點也將遞

延，短期內預期美元將維持高檔震盪的態勢。 

<Rates 利率> 昨(23)日投資人風險趨避心態提升，資金明顯回流公債市場，

德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回測 0.5%技術性關卡，而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則

跌破 3%。昨日歐洲經濟及數據均傳來不利的消息，經濟方面，歐元區公布

5 月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不如預期，英國公布 4 月通膨數據持續下降，而政

治方面，義大利民粹主義同盟推舉之總理人選似乎仍有變數，義大利 5 年期

違約風險交換利差創近一年新高，新政府是否發行新興短期政府債券來支付

國家債務仍為一大不確定性因素，資金繼續撤離義大利債市。聯準會方面，

昨日公布 5 月初聯準會利率會議會議記錄顯示，官員對於升息看法一致，然

而對通膨方面中長期維持在 2%以上的看法仍相對分歧，但認為通膨暫時略

高於 2%有助於穩定中長期通膨預期。展望後續，義大利政治風險大幅提升，

英國脫歐事件也在貿易談判出現卡關，另一方面，2Q18 經濟數據轉弱的跡

象並未改善，短線風險趨避將繼續為德債帶來買盤，美德債利差將繼續擴大 

。 

80 美元關卡。能源類股雖然已與油價大幅收斂，但基於評價偏低且獲利持續

改善，本行仍維持正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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