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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泛太平洋> 

受惠上週五(6/1)美非農就業及 ISM(供應管理協會)採購經理人數據顯示 5

月份經濟強勁，美股收揚，本週一(6/4)亞股也多上漲，樂觀情緒引導日圓

貶值，日股收漲 1.44%，澳股收漲 0.55%。最新日本 5 月份採購經理人指

數(PMI)下滑至 52.8，日股於季線及月線中間震盪。然 PMI 細項顯示，新

訂單及出口對未來 3~6 個月展望皆回揚，顯示整體景氣展望樂觀，日股中

長線樂觀看待下半年景氣，本週展望服務業 PMI 指數。澳洲本週市場聚焦

RBA(澳洲央行)利率決策以及澳洲第一季經濟增長率。澳洲央行已多次重申

目前焦點為薪資成長及內需消費動能為升息觀察點，市場預期今年最快年

底升息一碼，保守看待成長動能。本行短線中立看待澳股，留意今年第一

季薪資紅利年增率低點回揚至(1.5%à2.6%)，4 月份零售年增率 2.6%有所

打底，澳洲通膨已經有所回溫至 2.1%，央行重點觀察經濟數據皆表現不

差，注意澳央釋出對經濟看法是否轉好，將定調澳股景氣與後市。 

 

 

<能源> 

昨(6/4)日油價與能源類股齊跌，主因擔憂美國原油產出增加，而布蘭特與

西德州兩者間價差仍超過 10 美元。原油價格在多日下滑後，美國西德州

今日亞洲盤上漲 0.4%，暫報 65.02 美元/桶，布蘭特原油上漲 0.23%，報

75.46 美元/桶。根據美國 EIA(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預估資料顯示到 2018

年年底前美國受限交通運輸，再增產空間僅 20 萬桶/日，且根據科威特新

聞社報導阿拉伯國家石油部長強調，產油國之間有必要繼續合作。因此本

行推測油國間仍有維持原油價格在相對高檔意圖，對 6/22~6/23 油國產能

會議結論可控制在目前對外釋出增產幅度之內可能性高，短期對油價仍維

持正向看待，未來若有超乎目前市場預期結果，將再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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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6/4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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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收盤  

原 物 料  

<匯市>  

美國 5 月非農就業人數新增 22.3 萬人，優於市場預期的 19 萬人，失業率

降至 3.8%亦優於市場預期，且為 1969 年以來最低的水準，勞動市場表現

強勁，不過就業數字對美元帶來的激勵有限，市場對義大利政局的憂慮暫

解後，美元回吐先前義大利政局問題所帶來的升幅，美元指數昨(4)日盤中

則數次貶破 94，紐約尾盤則收 94.04。美元升勢暫止，加以澳洲公布的數

據亮眼，帶動澳幣昨日大幅走強。澳洲第一季企業利潤季增 5.9%，大幅

優於市場預期的 3%，而 4 月零售銷售月增 0.4%亦優於市場預期，激勵澳

幣昨日升值 1%至 0.7648，紐幣亦受帶動而有 0.7%的升值。在全球景氣

仍維持擴張的基調下，本行對澳幣全年走勢仍持正面看法，不過澳洲央行

近一年嚴控市場對澳洲的升息預期，不輕易釋放鷹派訊號，今日澳洲央行

會議若維持既有論調，或難激勵澳幣短線進一步走升。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   

上週五美國公布新增非農就業人口達 22.3 萬人，高於原先市場預期均值

之 19 萬人，薪資成長方面亦小幅優於預期年增 2.7%，加上義大利政治風

險暫時舒緩，樂觀的經濟前景及股市投資氣氛帶動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昨日上升 4 個基點至 2.942%。展望後續，義大利重選風波暫時告一段

落，然而義大利民粹主義聯盟與歐盟的談判才正要展開，短線是否重新提

出發短債的言論成為歐債風險的一大因子，6 月底歐洲高峰會即將展開，

下一輪的英國脫歐以及義大利與歐盟的債務談判將再度浮上檯面，短線政

治風險是否動搖歐洲央行量化寬鬆政策退場成為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展開正

常化的變數，接下來聚焦 6 月 14 日歐洲央行利率會議以及 18-20 日歐洲

央行年度會議所釋出的政策訊息，本行維持歐洲央行降低購債至少至年底

的看法不變；美國方面，下週聯準會利率會議結果將於 6 月 14 日凌晨兩

點公布，目前利率期貨隱含升息機率為 86.3%，市場已充分反映在價格

上，市場關注官員利率點陣圖是否對今年再升息 2-3 碼的看法出現上修的

跡象，本行維持今年升息三碼的看法不變。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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