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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歐洲>道瓊歐洲 50 指數(SX5P)昨日(9/10)開低走高，終場收漲 0.4%，義大

利財政部長暗示義大利即將出爐的預算將遵循歐盟財政紀律，緩和了投資人

的擔憂，義大利(富時 MIB)大漲 2.3%，其中銀行及公用事業漲幅居前，歐股

三大指數表現方面，英國(富時英國綜合指數)收平盤附近、德國(DAX)收漲

0.2%、法國(CAC40)收漲 0.3%。8 日歐盟財長會議剛結束，各國達成協議，

打算對臉書、谷歌、亞馬遜等大型跨國科技公司微收 3%科技稅，預估這項

提案將於今年底前完成，為歐盟帶來每年 50 億歐元的可觀進帳，美國科技

股表現連續數日受挫，貿易戰升溫突顯美歐間的企業利益競爭白熱化，歐盟

出招反制就看美國如何應對，11 月美歐將召開會議就貿易問題達成最終結

果。美股在創新高之際留意獲利了結賣壓，短線資金可望尋求跌深市場，伺

機佈局，而歐股獲利上修，預估 2018 年歐股每股獲利(EPS)成長達 8-10%水

準，搭配義大利利多消息，歐股(道瓊歐洲 50)相較美股(SPX Index)折價

25%，研判具補漲空間，可能為第四季美股指數進入盤整期時資金輪動下的

最佳選擇。 

<科技>昨日(9/10)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走揚，公用

事業上漲 0.8%表現較佳，僅天然資源族群與健護小幅走弱。Apple(蘋果)將

於 9/12 舉行秋季產品發表會，照慣例發布新版 iPhone，Apple 於庫克接手

後就變得相當透明，產品發表會大致中規中矩不會有太大意外或亮點，目前

得知的都是升級概念，據傳這次將推出三款新手機，會有 5.8/6.1/6.5 吋三種

版本，6.5 吋螢幕的版本將成為目前為止最大的 iPhone，同樣搭配雙鏡頭、

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螢幕，被視為 iPhone X 的進階版，6.1 吋搭配單鏡頭

以及 LCD(液晶顯示器)螢幕，機構預估 6.1 吋 LCD 螢幕款的出貨會超過五成

以上，通常 Apple 新產品上市到第二年才會有放大量，因此市場對 2018 年

新產品銷量仍舊正向看待，然須留意的是，由於發表會應不會有太大意外出

現，相關零組件通常也會於發表會前後開始出現獲利了結效應，Apple 股價

即於上週創高後即開始滑落，同時近期半導體族群出現顯著分歧，記憶體廠

Micron 近五日下跌 14%、AMD 卻上漲 19%，則在半導體步入淡季且題材

動能減退後，基本面與自身題材差異將加大指數震盪，因此本行雖維持季節

性的下游引擎動能而短期正向看待科技產業及 MSCI 全球科技指數，然須提

醒美國將再針對二千億美元中國產品開徵關稅，外部風險亦會再帶來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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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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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美國經濟數據維持強勁發展，8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61.3 為 2004

年 5 月以來新高，非製造業 PMI 由前期的 55.7 上升至 58.5，8 月非農就業新

增人數達到 20.1 萬人，且薪資年增率達到 2.9%，為 9 年來最大增幅，美國強

勁的經濟數據支撐美元維持高位。不過非美方面亦有利多消息，據美國媒體彭

博報導，歐盟首席英國脫歐事務談判官 Barnier 表示，在未來 6 到 8 週達成脫

歐協議是個實際的想法，英鎊聞訊跳升至 1.30 之上。而歐元除了受英鎊帶動之

外，義大利經濟財政部長 Giovanni Tria 近日表示 2019 年的預算案會盡力按照

歐盟的規範來擬定，義大利副總理也表示執政團隊隨時緊盯義大利公債殖利率

的變化，希望降低信評機構調降義大利展望的衝擊，近日義大利和德國的利差

略有收窄，歐元升至 1.16 之上。日本方面，日本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在

經歷了第一季的走弱後，第二季季增年率達到 3%，為 2016 年第一季以來最快

增速，日圓對此數據反映有限，維持在狹幅區間內震盪，9 月最重要的觀察因

子為安倍晉三是否能夠連任日本首相。整體而言，美國經濟數據強勁支持美元

維持高位，不過非美成熟國家下半年經濟數據漸入佳境，也使得非美成熟貨幣

有築底現象，壓抑美元指數的升值幅度。惟市場對新興國家的投資信心仍未回

溫，除體質特別脆弱的土耳其、阿根廷等貨幣持續破底之外，其他重要的新興

貨幣如人民幣雖未再走貶，但仍維持偏弱的格局，而和中國經濟與資產信心的

澳幣亦受拖累，短線仍將偏空看待。本週外匯市場的重要觀察因子包含美國可

能對中國採取的貿易關稅決策、英國和歐洲的央行會議。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美國財政部本週三與週四將標售長天期債券，加上通膨數據公

布在即，昨日美國債券市場交易較為清淡，十年期公債利率收盤近乎持平。此

外，週四在大西洋的彼端將舉行歐洲央行利率會議，預期 Draghi 將如期於年

底結束購債計畫，但維持低率至明年夏季，這也是讓債市投資人於週四前相對

謹慎交易的因子；不過，昨日歐洲債市最大的焦點來自義大利財政部長週日

(10/7)的喊話，其表示對於審慎財政政策之承諾拉抬投資人信心，週一見義大

利長短天期債券利率同步下滑，縮窄了十年期的義德債券利差，與上週高點的

280 基點以上減少約 60 個基點，但 10 月的正式預算版本提出前，市場揣測的

心態濃厚，又穆迪信評公司表示，原先 8 月 25 日義大利的債信評等將等到該

政府提出 2019 年財政預算再做評估，因此短線義大利可能仍是打擾市場的噪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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