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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日本>上週 G7 高峰會各國與美貿易談判情勢不明朗，然股市不受影響多

以收漲為主，日幣兌美元再度上揚到 110，日經指數近 5 日表現以出口類

股領漲。日本公布工具機及核心機械訂單，扣除波動大及國防訂單外，私

營企業生產訂單年增率 9.6%，海外訂單年增率 9.7%，增幅動能創今年新

高，紙類及金屬物料及資訊科技相關電子設備提振成長，整體數據顯示出

口狀況略有回溫，然內閣屬估計 2Q18 機械出口將平均可達到年增率

10.6%，代表第二季因應海外需求訂單，日本出口尚有成長空間，有利提

升日股企業獲利，本行長線對日股後市不看淡。本週聚焦日央會議利率決

策，預計央行持續釋出寬鬆言論為主。 

 <非核心消費>昨日(6/11)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走

揚，其中核心消費與電信上漲 0.8%表現較佳，僅有地產下跌 0.1%相對走弱。

此外，美國總統川普再度釋出將可能對進口汽車徵收關稅，使得今年以來持

續受到貿易干擾的汽車族群相對走弱，昨日 Volkswagen 旗下的 Audi 執行

長涉嫌捏造柴油車排氣數據，遭德國檢方搜索住所，VOLKSWAGEN 下跌

1.2%；然電動車大廠 TESLA 於 6/11 宣布自動輔助駕駛(Autopilot)軟體將

於 8 月升級，屆時將開始啟用全自動駕駛功能，收盤大漲 4.5%，支撐汽車族

群走揚。非核心消費指數今年以來從高點回落，受到貿易戰干擾壓抑汽車族

群，媒體族群持續弱勢，然如今將進入下半年消費旺季，同時貿易戰擴大的

可能性逐漸消弭，雖然汽車關稅仍帶來干擾，但整體指數已逐漸回揚將再創

新高，本行基於對景氣維持走揚可迎接傳統旺季，維持對非核心消費產業正

向展望。 

環球概覽  

 德國總理府發言人 Seibert 表示，預計歐盟對美國的報復性關稅將於 7

月 1 日起實施。 

 義大利新任財長 Tria 上任後首次受訪，強調義大利政府無意退出歐元

區，並將改革重點放在削減債務水平。 

 日本 4 月核心機械訂單月增率由-3.9%升至 10.1%，年增率由-2.4%增至

9.6%，均遠高於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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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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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聯準會會議前，美元指數整理走勢居多，昨(11)日小幅上揚 0.08%，非美

成熟貨幣震盪幅度有限，英國 7 月工業產出意外下跌 0.8%，貿易逆差亦

擴大，英鎊昨日下跌 0.2%；加幣方面，由於美國總統川普拒絕簽署 G7 公

報，並針對加拿大對美國課徵的關稅問題指責加拿大總理「不誠實」，美

加貿易衝突問題有所升溫，使加幣昨日下跌 0.4%。而雖美元指數整體呈

現整理格局，但新興市場貨幣仍表現疲弱，即使國際貨幣基金(IMF)已宣

布對阿根廷的救助計畫，但阿根廷貨幣仍持續下挫，昨日重挫 2.7%，並

刷新歷史新低，巴西政府上週進行外匯干預，巴西里拉跌勢稍止但整體仍

疲弱。 

本週外匯市場焦點將放在三大央行的會議上，本行先前認為美元指數震盪

偏強至聯準會會議後將逐步回落，主要假設是聯準會今年將維持 3 次的升

息速度，並不會加快，本次會議後的利率預估點陣圖(dot-plot)為驗證本

行先前想法的重要依據。歐洲央行則將把焦點放在本次會議是否宣布後續

縮減購債的動作或訊號。惟不論美元指數是否緩步回落，目前新興市場貨

幣能否落底尚待觀察。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美國債券市場昨日表現平穩，標售的三年期與十年期公債

顯示需求依舊強勁，但重要的聯準會關鍵決議與相關經濟前景預估出爐

前，投資人無大幅壓住利率走勢的方向。除美國的聯準會外，歐洲央行

(ECB)也有利率決策會議，不過市場對本次 ECB 會有動作的預期並不高，

因為本月稍晚尚有歐洲央行年會的舉行，因此進一步退場宣布的時點或落

在年會當時。本行認為聯準會對通膨的看法將維持基期影響的論調，中長

期「對稱性」的回到 2%左右，故於基本面沒有太大變動的環境下，聯準

會本次將重申緩步升息的看法不變；歐洲部分則是有前述購債減碼甚至退

場的壓力在，因此短線歐債利率風險增溫，波動預期加大。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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