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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5/29收盤  

股市短評  

<歐洲>歐股連續二日下跌，義大利政局動盪，重燃歐元區瓦解的風險，道

瓊歐洲 50 收跌 1.9%，義大利重挫 2.6%，德國下跌 1.5%，歐洲 VIX 指數

(Vstoxx)急速跳升至一年新高。親歐和反歐的勢力嫌隙凸顯義大利社會及

政局分裂，義大利總統任命前 IMF 執行董事 Cottarelli 組閣，遭反歐的五

星運動黨和北方聯盟黨惡意攻擊，搧動民眾遊行推動提早大選，稍早這兩

黨組閣成功後所提名經濟部長遭總統否決，總統為捍衛歐元，不惜面臨彈

劾風險。義大利媒體預期最快在 7/29 或 8/5 提升大選，義大利政局小黨

林立，政局複雜，民意動向仍難料，義大利在 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發展

一直落後其他歐洲國家，財政仍需依靠歐元區救援，理性的留在歐元區對

義大利而言是明智的選擇。歐洲本益比擴張較其他市場低，主要反映歐洲

國家民粹國族主義高漲，社會氛圍分裂，壓抑歐股投資信心。 

 <金融>昨日全球焦點鎖定在歐洲政局動盪上，引發市場恐慌情緒攀升，昨

日在金融股領跌下，11 大產業類股全盤皆墨。從大格局來看金融股，全球景

氣仍處擴張區、聯準會緊縮政策延續、今年第 1 季財報也顯示金融股利息與

非利息收入回歸成長、主要貸放款拖欠率也持續下滑、金融監管機關持續朝

法規鬆綁進行修法，皆是有利金融股的基盤，但美中不足的是短線風險有升

溫的現象，如景氣指標年至今未有振奮人心的訊號，加上為安定人心聯準會

近期也較偏鴿釋出利率訊息，短線題材也較欠缺，後續若 6/1 最新景氣數據

仍無表現，會更加提高金融股弱勢格局的機率與時間。 

環球概覽  

 美白宮發布聲明稱，將於 6 月 15 日前公布對進口中國商品徵稅的最終清

單。且將在 6 月 30 日前宣布對中國投資新限制和強化出口管制等措施，

並在不久後實施。 

 義大利五星運動黨領導人 Di Maio 表示，其從未想過要退出歐元區，且

改稱不一定會彈劾總統；惟警告 Cottarelli 將組建的新政府只能在議會

得到少數支持票。 

 義大利央行總裁表示，義國經濟動能正在增強，且超出市場預期；稱只

有情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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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 29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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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收盤  

原 物 料  

義大利政治風波開始有外溢現象，義大利總統請前國際貨幣基金(IMF)官

員 Cottarelli 組建新政府，但受到阻力，因此義大利可能須重新進行大

選，歐洲其他國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 CDS 亦受影響而走高，因此除最

直接相關的義大利股債市和歐元急挫之外，全球股匯債市皆進入避險模

式，歐美股市走低，具避險性質的美元、日圓、瑞郎、美債、德債上漲，

美元指數昨(29)日盤中一度升破 95 的整數關卡，日圓升值 0.6%至 109 之

下，瑞郎升值 0.2%，美債 10 年期利率下滑 15 點至 2.8%之下。商品貨幣

雖與歐洲政治風波並不直接相關，先前也已有站穩腳步的跡象，但商品貨

幣一向對於市場風險較為敏感，因此澳幣、加幣昨日分別下滑 0.5%和

0.2%。本行先前就基本面和貨幣政策的角度，認為美元強勢格局或將在 6

月見頂，再升值空間相對有限，惟若歐洲政局情勢惡化，則美元強勢的期

間將較原先預期的更為延長。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昨(29)日義大利兩年期公債殖利率大幅彈升 186 點，十年

期彈升 47 點，違約風險交換利差升至 5 年新高，資金明顯回流美英德公

債市場尋求避險，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 15 點至 2.78%。義大利總

統否決民粹政黨聯盟所交付的內閣名單，從 24 日以來美英德十年期公債

殖利率均下滑 30 點，展望後續，義大利政治再度陷入僵局，目前總統已

任命前 IMF 執行理事 Carlo Cottarelli 擔任總理，然而民粹聯盟很有可能

否決總統的決定，倘若此任命無法達成共識義大利最快將於 7 月 29 日或

8 月 5 日再次進行選舉。展望後續，短線義大利的改選恐將再度提升民粹

主義的支持度，此風險或將令歐洲央行暫緩量化寬鬆政策退場，但就事件

風險擴散性而言，短線風險趨避仍將陸續淡化，在全球經濟穩定成長的環

境下，美德公債殖利率中長期將回歸緩升態勢，下半年德債將陸續反映貨

幣政策即將進入正常化的訊號，利率風險將高於美債，目前仍以高收益中

低存續期間的標的為投資主軸 。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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