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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美股> 

昨日(8/27)標普 500 指數上漲 0.8%收 2896 點，突破今年新高，創下史

下最長牛市紀錄，美墨達成新版北美貿易協定(NAFTA)及聯準會主席鮑

威爾在傑克森洞演說放鴿激勵美股續揚。鮑威爾在上週五談話偏鴿，同

時強調決策獨立性，安撫全球投資人，整體聯準會升息步伐偏向中性利

率靠攏，代表再升 3-4 碼將結束升息循環，放軟談話直接刺激投資者信

心，鮑威爾在傑克森洞回應川普的需求，聯準會明年對加息步伐更加溫

和，本行對美股的情境假設將更加樂觀，標普 500 指數在站穩突破 1 月

高點後，短線不排除直奔 3000 點大關。但從長線技術角度來看，美股有

疑似進入末升段的跡象，後續變數包括(1)美中貿易摩擦如何收場，(2)新

興市場動向可能阻礙全球經濟成長前景，打擊美國企業獲利，(3)從今年

10 月起，聯準會每月縮表規模達 500 億美元，流動性收斂意味廉價而充

裕的貨幣供給將逐漸遞減。建議投資人保持一定風險意識，謹慎參與短

線操作。  

 

<成長型產業> 

昨日(8/27)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除公用事業微跌外其

餘走揚，成長型產業上漲皆超過 1%，高股利族群如地產、電信與公用事

業相對偏弱。美國與墨西哥達成貿易協定，並強調為汽車業制定新規

則，要求汽車整體零件於北美生產的含量，從目前的 62.5%提升至 

75%，此新協定也將迫使加拿大再次考量汽車貿易等條款，同時也讓市

場對美國貿易協商進程提升些許信心，先前受到貿易干擾壓抑的工業與

汽車族群相對走揚，工業指數已自 7 月低點反彈近 6%收復月季年三均

線，汽車族群昨日即上漲 2.2%，非核心消費指數離高點亦不到 1%，顯

示成長型產業的強勁動能，近期機構表示 2018 年美國返校需求消費金

額，仍將維持在相對高水位，也為年底假期銷售帶來好的序曲，本行短

期對成長型產業仍舊看好，利多因子包含如: 1).中美貿易干擾暫時平息，

基本面獲利表現相對優異、2).進入傳統施工以及消費旺季、3).諸多政策

以及展會題材帶來利多，包含先進技術投資、柏林消費電子展(IFA)與

Apple 發表會等，本行短期維持正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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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8/27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24。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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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8/27收盤  

原 物 料  

外匯看板  

<利率>  

美國與墨西哥就重商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一雙邊協定的消

息，外加本週財政部將標售 1040 億美元的債券，使得交易商預留籌碼，

美國公債利率小幅上揚，二年期走高 1.6 個基點，十年期走升 2.2 個基

點，兩者的利差仍舊停留在 2007 年以來最窄的水平附近，週末央行年會

中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的談話並未受到總統日前發言的影響，市場對

9 月的升息幾近篤定，12 月再升息的機率目前約為 70%，故使得二年期

債券的利率再度朝 2.69%高點邁進。除此之外，下半年的公債發行量將

明顯增加，利率風險仍存，本行預期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年底目標價 3.3%

不變。 

<匯市>    

美元指數連兩日下跌，目前已跌破 95 的關卡。主要原因有：(1)土耳其

對市場造成的影響似已消退，土耳其里拉微幅貶值，但其他貨幣未受到

進一步的影響。(2)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 8/24 在全球央行年會發言，

市場對 9 月升息的看法雖未因他的演講而有所改變，但鮑威爾指出，

「儘管通膨近期超過 2%的目標，但沒有清晰的信號顯示通膨正在加速超

過 2%，所以目前沒有太大的過熱風險」，此被視為較偏鴿派的信號。

(3)中國在 8/24 晚間宣布重啟人民幣中間價逆周期因子，雖據中國外匯

交易中心的公告，8 月以來中間價報價行已陸續主動調整了逆周期因子

的係數，但 8/24 的正式公告，仍對人民幣帶來一定的正向效果，目前人

民幣已經回升至 6.80。(4)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美墨已達成新的貿易協議，

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另一個國家加拿大，也將於 8/28 與美國協商，墨

西哥披索和加幣在此消息後連袂走強。本行先前因土耳其債匯重挫可能

帶來的外溢效果而上調美元預估區間的上緣，但整體而言，仍認為美元

指數的上揚空間相對有限。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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