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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歐股> 

歐股週三收平盤，德國、英國收紅，法國小幅收跌，礦業類股買氣最旺，

必需消費股賣壓最重。義大利新總理孔蒂贏得上議院信心投票，訴求民粹

派公共支出及減稅，讓市場疑慮加深，目前義大利舉債高達６兆歐元，佔

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高達 350%，但約有三分之二債務為國內投資人持

有，歐債危機後義大利銀行逐漸將債務轉售至民間機構，降低金融系統性

風險的可能，未來將觀察義大利民粹政府與歐盟互動情況。歐洲央行首席

經濟學家 Praet 表示，歐元通膨正往 2%目標靠攏，下週 6 月歐洲央行會

議將評估購債計劃，歐元轉而走強，年初至今歐元區經濟修正周期已有落

底跡象，歐股賣壓減輕，惟義大利仍是不定時炸彈，本行中立看待歐股。 

 

 

<科技> 

昨日(6/6)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走揚，其中原物料指

數上漲 1.9%表現最佳，公用事業下跌 1%相對疲弱。此外，科技年度盛事

之一，蘋果開發者大會(WWDC)正在舉行(6/4-6/8)，市場原先期待會有新

版 iPhone 以外的新硬體產品推出，然而卻如以往僅有軟體的發布， iOS 

12、watchOS 5、tvOS 12、macOS Mojave 等四大系統同步更新，雖然

有許多應用上的改變，但沒有特別突出的亮點，先前市場也期待 iOS 會加

入 NFC(近場通訊)功能，或是在 Siri 有更新的升級，但整體看來仍是中規

中矩，然此點從庫克接手後大致上就是維持穩健規律的步調，不強調過於

前衛或是偏軌的行事風格，因此 Apple 股價雖然創高但沒有太大漲勢。緊

接著 6/11 將有德國漢諾威科技展(CEBIT)，2018 年從過往 3 月舉行改到 6

月，並重新調整展會定位擴大演出，可以預期會有更多新的話題以及產品

推出，當然比較利基市場的 E3 美國電玩展也因應暑假旺季帶來話題，則在

展會利多、半導體仍舊暢旺以及財報表現優異等加持下，科技產業雖然漲

多評價面偏高，本行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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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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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收盤  

原 物 料  

<匯市>  

6/5 彭博社報導有歐洲央行官員指出 6/14 的歐洲央行會議將對是否退出

量化寬鬆進行關鍵討論，昨日多名歐洲央行官員談話亦偏向鷹派，歐洲央

行首席經濟學家 Praet 認為勞動市場的改善已經轉化成薪資的回升動能，

通膨朝向目標的趨勢得到改善，其他歐央官員亦多表示不久後將結束購債

計畫，歐元連續三個交易日走強，昨日升值 0.5%至 1.1774。澳洲公布第

一季經濟成長率年增率達到 3.1%，優於市場預期的 2.8%，也優於 2017

年全年的 2.3%，其中出口上揚為推動第一季經濟成長的主因，此數據的

公布帶動澳幣昨日升值 0.7%至 0.7667。澳洲央行在 6/5 的會議中去除了

澳洲尚有閒置產能的評論，對經濟成長展望樂觀，不過仍然維持憂心匯率

升值將導致經濟成長和通膨放緩的論調，嚴控市場對澳洲央行後續升息的

預期。本行對澳幣正面看待，惟能否再挑戰年初高點則視澳洲央行態度而

定。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   

歐洲債市昨日受到官員們偏向鷹派的談話，使得市場預期 ECB(歐洲央行)

結束購債計畫的時間點有所提前，導致投資者拋售德債等標的，進而拖累

美國債市表現，德國十年期公債單日攀升 10 個基點，義大利十年公債利

率跳漲 18 個基點，美國十年期公債利率也是來到 2.975%。本行預期下週

的歐洲央行年會中，ECB 主席 Draghi 宣佈持續購債至年底的可能性仍高

(但購債規模將縮減)。新興市場部分，印度央行昨日會議後宣佈升息一

碼，以因應通貨膨脹加速上揚的狀況，同時印度央行表示仍將維持中性貨

幣政策。中國人行則是於昨日進行 4630 億元 MLF(中期借貸便利)操作，

公告中表示此舉乃是為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市場普遍認為，每

年六月都是資金緊張的高峰期，加上近期信用違約事件導致的部分融資受

阻，人行已預先對資金面採取行動，但下半年是否還有類似置換 MLF 的降

準事件仍有變數。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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