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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美國>美股週三收高，惟企業界對川普劃清界線，漲幅收斂，S&P500 上

漲 0.14%至 2468 點，美國聯準會公佈會議紀錄顯示部份官員因近期通膨放

緩，對升息仍有疑慮，多數官員支持 9 月啟動縮表，市場預期美國於 12 月

升息的機率由 50%降至 40%。今年以來美股不受升息 2 次打擊持續上揚，

這要歸功於全球央行 QE 使得全球市場資金充沛，如今聯準會即將縮表，縮

表意味在市場收資金，相較升息所產生的漣漪效應更迅速且廣泛，或將造成

市場的劇烈波動，另一方面，美國財政急迫感恐將牽制聯準會的緊縮步伐，

基於以上理由，聯準會有必要安撫市場情緒，且保有彈性的空間，故不難理

解聯準會態度偏向鴿派。本行認為國際油價回溫，加上美國薪資成長持穩有

利拉升通膨展望，無論是先升息再縮表，或縮表與升息交互輪替，聯準會緊

縮的方向是不變的，密切關注市場對於縮表的反應及９月底財政預算案的演

變。 

<健護>昨日 MSCI 各產業類股普遍上漲作收，唯獨能源類股下跌，因全球

供給依舊向上攀升的隱憂揮之不去。川普與北韓間的國際緊張關係緩和讓各

產業止跌回穩，但川普又掀起了政治圈波瀾，其中默克藥廠執行長 Frazier

表示，因不能容忍種族極端主義的存在，辭去製造業諮詢委員一席，健護類

股似乎在此事件上並沒有太大的負向解讀。展望健護產業樂觀前景不變，非

經濟因素(川普與北韓緊張關係)干擾緩和後，反倒創造出較先前更好的評價

面優勢，近期價格修正較多的生技與醫療設備，也在題材配合下上漲，如高

盛樂觀看好 Biogen 治療阿滋海默症實驗藥物 aducanumab 未來的成功機

率與獲利潛力，激勵 Biogen 昨日上漲逾 2%。 

環球概覽  

 日本7月日圓計價出口年增率從9.7%上升至13.4%，依美元計價出口年

增率由4.2%上升至5.1%；以日圓計價進口年增率從15.5%上升至

16.3%，依美元計價進口年增率由9.7%下降至7.8%，進口年增率低於市

場預期；貿易順差下降至4188億日圓，但高於市場預期。 

 美國7月新屋開工減4.8%至115.5萬單位，遜於市場預期。營建許可亦減

4.1%至122.3萬單位，也遜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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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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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16 

原 物 料  

<DM 貨幣>昨日亞洲盤和歐洲盤時間美元延續反彈態勢，路透社新聞報

導，消息人士指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將不會在 Jackson Hole 的央行年會

上透露任何新的政策訊息，歐元因而下挫貶破 1.17 關卡。不過紐約盤時間

匯市走勢突變，首先是在多名企業 CEO 退出白宮製造業委員會後，川普昨

日在推特上宣布解散製造業委員會以及戰略與政策委員會，川普沒有在適當

時機對種族歧視的議題做出表態，引起多名白宮官員不滿，有媒體新聞提及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 Cohn(也是下任聯準會主席熱門人選)也因此心生不

滿，雖近期美元走勢對政治雜音的反應略有鈍化，但白宮人事大地震仍對美

元走勢有所壓抑。其後在凌晨兩點時，聯準會公布會議紀錄，其中提到

FOMC 委員一致同意開始縮表，但對今年是否再升息則頗有分歧，一些委員

認為目前通膨不宜急於升息，會議記錄公布後美元急挫，非美貨幣中，商品

貨幣升幅最大。本行認為美國通膨將緩步回溫，維持美元 Q3 反彈看法不

變，但須留意政治面發展的影響。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美國公債殖利率全面下跌，不如預期的新屋開工數據加上川普

CEO 顧問委員的解散以及午盤聯準會會議紀錄顯示，近期通膨走緩令聯準會

官員對於升息更加謹慎，一些官員表態在通膨回溫前應暫緩升息，而今年宣

布縮表的可能性高，美國 12 月利率期貨隱含升息機率由 48%降至 45%，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 5.1 基點至 2.22%。昨日除了公布聯準會 7 月 26-

27 日會議紀錄外，兩位官員的公開談話繼續確立美國縮表及升息的趨勢；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總裁 Williams 公開表示，聯準會目前利率正常化的進

程已經走到一半，貨幣政策立場為繼續支持緩步升息，而克利夫蘭聯邦儲備

銀行總裁 Mester 則表示聯準會不應等待通膨到 2%目標再行動，支持今年

再升息一碼。歐洲方面，路透社報導稱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將不會下周美國

央行年會上發表新的政策訊息，德債殖利率小幅走升，德美利差小幅拉大推

動歐元的走勢。整體而言，近期通膨放緩增加升息時點遞延的預期，本行認

為，近期美元走緩加上油價回穩，7 月公布美國通膨數據雖不如預期但也有

打底的跡象，在零售銷售數據大幅優於預期及貨幣貶值所帶來的輸入性通膨

增溫的效果將支持年底通膨緩步打底，美國升息一碼的機率仍高，故本行維

持 9 月宣布縮表、12 月升息的看法不變，10 年期公債殖利率緩步上行，年

底 2.6-2.8%的看法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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