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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8/15收盤  

股市短評  

<日本>北韓與美國緊張情緒消退，避險情緒降溫，使日幣兌美元回貶至

110。貶值日幣使近日盤勢較壓抑的日本大型及出口股回彈，昨(15 日)日經

225 上漲 1.11%，大型股回彈 1.12%，小型股回漲 0.97%。國際地緣政治緊

張局勢壓抑近日風險資產走勢，然回歸日本國內經濟狀況，本周一公布的日

本第二季實質 GDP 年增率 2%(第一季 1.5%)，，民間非住宅投資及消費同

步提振第二季經濟增速，顯示景氣已擴散復甦至內部。企業財報公布大部分

告一段落，摩根統計(截至 8 月中)70%家數公布獲利優於預期。整體基本面

揚升下，不應看淡日股後市，推薦大小型股均配置的施羅德日本優勢<日圓

1500129/美元對沖 1500130>，大小型股皆配置策略參與日股上漲行情。 

《非核心消費&原物料》昨日市場氛圍浮現觀望，多數 MSCI 產業呈現下

跌，其中非核心消費股價回檔 0.7%，暫處季線附近盤整，而觀察昨日主因

來自美國商務部公佈零售報告中，實體店面銷售表現弱於電子商務銷售動能

仍令市場有所擔憂，進而誘發昨日資金獲利了結百貨等實體店面類股，亦抵

銷來自 Home Depot 等財報獲利表現優於市場預期的題材利多，然整體非

核心消費各子族群多數上季財報、展望呈現正面，或待時序進入 9 月返校需

求的旺季後，將較有助產業股價醞釀彈漲契機，故目前暫持中性看待，後續

將伺機進行調整；此外原物料產業股價走勢本週迄今呈現盤整趨穩，主因受

惠化工、鋼鐵等族群支撐，而原物料項下的基本金屬子產業股價近期暫受資

金波動而呈震盪，本行提醒近期將可暫持中性觀察，待盤面資金波動趨穩

後，將可再行進場佈局，而黃金現貨與貴重金屬股價短期在地緣政治風險逐

漸降溫下宜持減碼立場。 

環球概覽  

 中國7月M2年增率由6月的9.4%下滑至9.2%，低於預期的9.4%，且連

六個月下滑，續創有統計以來之最低值；新增人民幣貸款由6月的1.54

兆元驟減至8255億元，但略高於市場預期；新增社會融資總量亦由1.78

兆元大減至1.22兆元。 

 IMF發布中國經濟評估報告，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為6.7%，並將中國

2018~2020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由6%上調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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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15收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11。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7/8/15 

原 物 料  

<DM 貨幣>在週一紐約聯準會主席 Dudley 的偏鷹談話之後，昨日美元延續

反彈走勢。亞洲時間，澳洲央行公布會議紀錄，看法變化不大，維持對經濟

展望看好但又擔心澳幣過強的定調，會議記錄對澳幣影響幅度有限，但由於

澳洲央行年底升息機率降低加以美元有所反彈，預期澳幣將維持短期修正態

勢。歐洲時間，英國公布通膨數據，7 月份 CPI 年增率 2.6%，核心 CPI 年

增率 2.40%，均低於市場預期，雖英國通膨維持在 2%以上的高位，但已經

有放緩的現象，6 月份時通膨不如預期已使市場對英國央行的升息預期大為

降低，昨日通膨數據更使英鎊兌美元貶破 1.29，本行維持英鎊中期趨勢不如

歐元的看法。美國時間，美國公布零售銷售數據，月增率 0.6%優於市場預

期，創 7 個月來最大漲幅，年增率則達 4.2%，數據公布後美元大幅拉升，

美元指數盤中一度升破 94 整數關卡。儘管美國總統川普方面仍傳出政治雜

音，美國維吉尼亞州爆發白人至上團體的暴力衝突，川普遲未出面譴責種族

歧視造成的衝突，使數個大企業的執行長退出白宮製造業委員會，包含默克

藥廠、UA 和英特爾的執行長，不過美元走勢對川普方面政治新聞的反應似

有鈍化，美元並未因此而走貶。近期美元經濟數據回溫，本行維持第三季美

元弱勢反彈的看法不變。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澳洲央行昨日公布本月初利率會議之詳細記錄，文中著墨較多之處在於家庭

債務攀高之風險，另外亦提及升值的澳幣對經濟展望的威脅依舊，同時壓低

了未來物價的預期走升幅度。其他如國內就業成長有助於收入與消費支出、

全球經濟有所改善等，故綜合現有的訊息，以及仍在低通膨的環境中需平衡

高家庭債務的風險，央行維持利率於 1.75%不變。會議記錄與先行公布的會

後聲明差異不大，因此昨天盤中的二年期與十年期公債利率變動不大。展望

至年底前，本行維持澳洲央行不至於跟隨主要國家踏上緊縮步伐研判，因此

建議之債券投資範圍可拉至中天期之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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