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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日本>美 10 年債利率回到 2.1%，使日兌美回到 110 區間，東證大小型股

回漲，銀行類股領漲。 本周公布 7 月份工具機訂單，其中半導體及製造業

訂單上升較上月跳升 8%，顯示第二季在科技產品拉貨旺季下 Q2 製造業訂

單及出口表現不俗，工具機出口類股也回升。回顧第二季，製造業商品價格

維持 2.9%正成長，顯示製造業企業獲利狀況樂觀。第二季 GDP 分項成長也

顯示日本經濟受惠景氣回溫傳導至國內復甦，皆有利國內企業獲利成長。然

榮景維持半年後，近期製造業 PMI 及消費者信心指數轉趨平； Q2 財報公布

後，券商對 Q4 至明年 Q1 的 EPS 預估維持成長，但無法如今年創下雙位數

成長榮景，顯示復甦下成長動能或難再創高點。本行認為日本經濟短期受惠

海外景氣復甦而回溫，不看淡其景氣。但進入年底至明年成長或轉較趨平

下，日經指數上攻逢 2 萬點或有壓。 

<科技>昨日 MSCI 十一大產業昨日普遍上漲，僅殖利率族群如公用事業、

地產以及防禦型的核心消費逆勢下跌。此外，科技年度盛事 Apple 終於發布

新款 iPhone，旗艦款 iPhone X 與兩款升級款 iPhone 8、iPhone 8Plus，

規格與價格皆與市場先前預期沒有太大意外，旗艦款 iPhone X 採用 OLED

全螢幕設計，並擁有 Face ID 臉部辨識功能，iPhone 8、iPhone 8Plus 僅有

升級晶片至 A11、玻璃機殼、像素升級至 1200 萬畫素、以及無線充電等，

然而自從新任執行長庫克上台後，或許有意的調整新產品影響股價的幅度，

在發布前市場就會掌握差不多的規格，因此通常新產品發布後股價就會暫時

回落或是動能暫歇，也因此近期科技指數漲勢已相對平緩，然年底銷售旺季

仍會帶來題材，本行對短期科技仍正向看待，但動能則持續放緩。 

固定收益  

<Rates> 

避險情緒持續退潮，美、德、日等主要國家的長天期公債殖利率持續上揚，

日本十年期利率躍升至三周高點，美國則是還有受到十年期債券標售不佳的

影響，進一步打壓整體債市價格，十年期與三十年期公債利率均見近三周的

高水位。下周的美國與日本央行都有利率決策會議，研判日本維持跟前次相

同決策，美國方面，鑑於聯準會對縮表或者是升息的態度未有大幅轉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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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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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收盤  

原 物 料  

<DM 貨幣>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最新對北韓的制裁決議，美國和北韓互

相放話，川普較為激烈的言詞一度引起市場小幅反應，但市場近日避險情緒

消退快速，美元指數有所止穩，日圓快速回貶至 110 之上。英國公布 8 月

CPI 年增率達到 2.9%，高於市場的預估，市場對英國央行可能升息的期待再

起，英鎊跳升至 1.33 關口附近，不過市場目前仍不傾向認為英國央行將在

今年內升息，本週四將有英國央行會議，為英鎊是否能進一步突破的重要觀

察因子。媒體報導歐盟和英國下一輪脫歐談判推遲一星期的消息，也略有壓

抑英鎊的升值幅度。本行維持先前看法，若市場對英國央行升息預期有所升

溫，將帶來英鎊短線行情，但英國整體經濟基本面仍稱不上強勁，投資信心

尚未回穩，因此長線趨勢仍不如歐元。商品貨幣方面，紐西蘭最新民調顯示

國家黨支持率領先工黨的優勢擴大，政治不確定性下滑，紐幣從先前的修正

態勢中回穩。整體原物料價格、油價和乳製品價格近期表現皆佳，中國景氣

未出現疲弱跡象，商品貨幣長多看法不變。 

<TWD> 台幣隨著人民幣下跌而小幅，台幣 NDF 換匯點數也較上週五大幅

反彈，看升情緒稍有減弱。台股指數處在高位，但外資在本月呈現賣超，市

場觀望氣氛濃厚，觀察蘋果新機發布後是否將對台股和台幣帶來後續動能。 

外匯看板  

是下半年以來的通膨反而越來越遠離2%目標，市場除關注資產負債表的縮

減時程外，對於未來各季度的核心通膨預測，或是年底是否再做最後一次升

息的計畫，都將大大牽動市場脈動。新興市場的中國則是見到資金處於普遍

寬鬆的水位，隔夜的SHIBOR已經從8月的2.9%高水位大幅下挫至2.65%，

惟9月一向是季末的資金需求時點，人行已經於上周展開28天的跨月資金投

放，加上近期人民幣升值也可能有外匯佔款回升的助益，人行對於銀行體性

的流動性仍有相當的掌控度，應不至於再見到短天期利率衝破前波高點的緊

張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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