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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日股> 

日經指數收跌 1.5%，近 5 日收跌 3%，主反映上週五(5/25)公布美疑啟動

232 調查，針對多邊貿易國課徵汽車關稅 25%，引起汽車出口國如德國日

本重跌。日本運輸類股占指數 14%，占全指數企業營收 12%，汽車及相關

零件占 2017 年總出口 25%(美國市場佔總出口近 40%)，汽車關稅議題成

近期利空殺出原因。其中日本前幾大汽車類豐田、本田、日產汽車等布局

美國佔總營收比重又達 50%以上，比德國更仰賴美國市場，汽車類股回跌

壓抑大盤表現。本行認為，實際 232 調查需耗時近一年，實際影響時間點

尚遠，而安倍晉三預計於 6 月初訪美，或有機會與美協商貿易赤字及關稅

問題，貿易爭端尚存轉圜空間。股市短線雖震盪，但中長線仍應應回歸基

本面檢視，日本券商發布樂觀看待今年科技、電子機械及工業機械相關需

求提振日本第 2~3 季出口以及企業 EPS 成長，通年經濟成長可維持正向軌

道，加上近期企業 PMI 數據展望維持樂觀，不建議短期低出，待觀察經濟

數據，指數應有機會回穩。 

 

<科技> 

昨日(5/30)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全面上揚，其中因油價

反彈回到 77 美元，市場先前擔心減產協議將告結束壓抑油價，然最新消

息指出減產協議將維持到 2018 年底，激勵油價反彈，能源類股上漲 2.8%

表現強勁。此外，科技產業仍舊維持穩健走勢，本月已上漲 6%，電腦大

廠 HP 昨日公布財報，營收優於市場預期，同時筆電和桌上型電腦需求強

勁而上調 2018 年度獲利預估，收盤大漲 4%，接下來將進入下半年旺季備

貨期，科技新產品與題材活絡，本行短期仍看好科技產業，包含利多如: 1). 

零組件漲價缺貨情勢於 3Q18 仍將持續、2).先前庫存攀升出貨大幅衰退的

中國手機市場將於 2Q18 開始反轉、3).6 月展會題材增加帶來動能，包含

蘋果開發者大會(WWDC)、德國漢諾威展(CEBIT)以及 E3 電玩展等，本行

維持對科技產業中長期正向展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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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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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收盤  

原 物 料  

<匯市>  

義大利政治風波戰有好轉跡象。先前義大利總統拒絕具有疑歐立場的經濟

部長上任後，五星運動黨和北方聯盟黨的組閣失敗，使得義大利可能須重

新進行大選，而昨(5/30)日消息傳出義大利五星運動黨仍再度尋求與北方

聯盟黨籌組聯合政府，透過另提經濟部長人選，找到妥協方案。雖北方聯

盟黨的立場仍堅持須重新舉辦大選，後續政治演變仍待觀察，不過義大利

昨日國債標售情況優於市場預期，投標總額為標售額度的 1.48 倍，為去

年 12 年以來最高，市場仍願接受購買義大利國債，顯示憂慮情緒有所下

滑。另外，歐元區昨日公布的經濟數據大致優於市場預期，德國 5 月失業

率下滑至 5.2%，為歷史新低，歐元區 5 月經濟景氣指數也小幅優於市場

預期；而美國的經濟數據則小幅低於市場預期，美國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由

2.3%下修至 2.2%，5 月 ADP 新增就業人數 17.8 萬人，低於市場預期的

19 萬人。綜合以上因素，歐元昨日出現明顯反彈，通日升值 1.08%，重

回 1.16 之上。加拿大央行昨日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不過在會後聲明中去

除了「需要貨幣寬鬆」的措辭，加幣因而升值逾 100 點，通日升值

1.13%。其他商品貨幣也有不小的反彈幅度，澳幣和紐幣分別升值 0.93%

和 1.23%。就基本面和貨幣政策後續看法而言，本行維持美元 6 至 7 月見

頂的看法，惟仍須注意義大利政治情勢若惡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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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債券市場歷經前一交易日的大漲，昨日(5/30)情況反轉，避險情緒在

義大利標債良好與政局有一絲曙光的發展下出現緩解，美國十年期公債價

格創下近兩年來最大的單日跌幅。短期內，義大利、甚至是西班牙的相關

組閣訊息或總理不信任案投票等都還會是主導盤勢的焦點，但就事件風險

擴散性而言，應不致惡化至數年前歐債事件的悲觀格局，因此本行仍研

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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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即將進入正常化的訊號，

利率風險將高於美債。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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