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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歐洲>道瓊歐洲50指數(SX5P)昨日(9/4)開高走低，終場收跌 0.76%，德(DAX)、

法(CAC40)股市跌幅最重逾 1%，義大利股市(MIB)逆勢收漲 1%，十大類股中僅

銀行股收漲，科技、礦業類股賣壓最重。義大利北方聯盟黨打算遵循歐盟財政記

律，公共財政赤字佔 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可望不超過 3%，消除惠譽將義大

利信評展望調降至負向的疑慮，激勵義大利股債同步上漲，預計 9/27 前義大利

國會將通過新版財政預算草案，10/15 前交由歐盟委員會審理。本行認為義大利

衍生歐債危機可能性不高，一旦義大利爆發金融危機，歐洲央行將積極採取相關

措施，歐洲的金融體系在歷經多年的體質調整後，相較 2012 年擁有更多的能量

及來處理義大利的事情，因此本行把此次義大利的預算案定義為噪音而非另一

個系統性風險。歐股與外在全球經貿環境變化關連性高，美中貿易摩擦升溫持續

壓抑投資人信心，近月汽車股賣壓沉重，目前歐洲汽車類股呈超賣且本益比創歷

史新低(較歐股大盤折價 15%)，惟歐洲汽車在中國市場市佔率已上升至 35%、目

前歐洲市場汽車年限高達 10 年，搭配消費者信心上升，明(2019)年可望啟動新

一波換車潮，歐洲汽車類股未來 6 個月可望反彈，帶動道瓊歐洲 50 指數落後補

漲的投資機會。 

<金融>因投資信心受到貿易談判、新興市場貨幣壓力影響，9/4(二)全球 11 大

產業類股指數普遍收跌，其中 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金融股指數僅微幅收跌

0.01%，因美國最新公佈的 ISM(供應管理協會)製造業指數持續擴張穩定，加上

義大利的金融緊張情勢稍有舒緩，如信評機構惠譽維持義大利長期外幣信用評

級，以及義大利官員對 2019 年預算計劃發表安撫性言論，反助 MSCI 全球金融

股指數尚能與市場低氣壓相抗衡。如義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單日即上漲逾 5%、

裕信銀行也上漲逾 4%。綜觀全球金融業後市，美國景氣擴張穩定，但歐洲(含英

國)景氣數據仍是好壞參半，故本行對 MSCI 金融指數展望中性。 

環球概覽  

 美8月ISM(供應管理協會)製造業指數大彈(58.1→61.3)，為2004年6月

後新高，亦優於預期的57.6，新接訂單也大增(60.2→65.1)。 

 加拿大總理Trudeau稱，本週將與美國重談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

議，但關鍵議題不會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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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8/3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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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收盤  

原 物 料  

美國 8 月 ISM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由前月的 58.1 跳升至 61.3，遠優於市場預

期的 57.7，且創下 2004 年 5 月以來最高，其中新訂單指數由 60.2 跳升至 65.1，

強勁的經濟數據帶動美元指數轉強，昨(4)日美元指數上揚 0.3%至 95.4，本行維

持美元指數高檔盤整格局看法不變，短線內仍缺乏非美貨幣的利多消息。澳洲央

行會議維持利率不變，整體而言澳洲央行對經濟展望仍相對樂觀，預估今明兩年

經濟成長率將可略高於 3%，但薪資成長和通膨不高使得澳洲央行始終維持較鴿

派的立場，壓抑澳幣走勢，加以澳幣與中國經濟連動度高，使得澳幣近期表現相

對疲弱，昨日走貶 0.5%。新興市場貨幣方面，近期表現仍持續疲弱，主要跌勢集

中在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披索和南非幣，南非今年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GDP)萎

縮 0.7%，連兩季衰退已符合技術型衰退的定義，雖然金磚會議、英國首相訪問、

近期的中非論壇，都對南非做出了投資承諾，但南非國內的土改對於農業生產影

響嚴重，第二季 GDP 分項中，農業產值下滑 29.2%，新興市場貨幣的同步走跌

以及南非的基本面問題使得南非幣維持弱勢格局。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昨日主要國家公債殖利率均走揚，投資人風險偏好上升，義大利十

年期公債殖利率下降 14.4 基點至 3.017%，市場傳言義大利 2019 年預算將符合

歐盟預算赤字佔 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在 3%以內，抵銷週末負面消息，預計

短線在雙方談判過程中義大利利率波動將維持在高點。美股昨日小幅下跌，然美

國殖利率曲線長率上升較短率高，呈現 bear steepen，主因美國 4 日公布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不僅優於市場原先預期，最終公布數據創 14 年新高，另一方面在

債市供給端昨日 7 間企業共發行 120 億美元公司債亦造成公債殖利率走升。展望

後續，本週觀察週五所公布之新增非農就業數據，市場目前預期新增 19.5 萬人，

遠高於前次之 15.7 萬人，美國經濟持續強勁的擴張，利率風險仍存，本行維持

2018 年底美 10 年公債殖利率目標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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