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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巴西>外部恐攻消息&國會法案推動卡關，巴西股市終場收跌0.9%。昨夜

巴塞隆納傳出遭到恐攻，全球股市波動加劇，巴西股市也不例外，權值股走

軟拖累整體指數收跌0.9%。復以國內下議院正在針對選舉制度修法進行審

議，各黨派意見紛雜，目前尚未取得一致。 

由於該法案將適用於明年大選，對於議員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真正關鍵的

退休金改革則持續遭到推遲。本行維持先前看法，儘管近期原物料價格反

彈，但關鍵退休金改革未有進展，恐對後續市場信心&指數產生壓抑效果，

對巴西股市保持中性觀點。 

<金融>昨日MSCI各產業類股指數皆下挫，跌幅平均逾0.5%以上，MSCI科

技及MSCI金融類股則跌逾1%以上。川普的種族議題危機處理不佳且發言踩

到企業界領袖的紅線，企業界領袖紛紛掛冠求去顧問委員，不僅重創川普的

親商形象，也讓市場憂心川普後續要提高舉債上限、預算案和稅改法案過關

的難度。昨日在對川普施政憂心的情勢下，債券殖利率下滑，與利率正向連

動的金融類股也首當其衝。截至8/17，路透資料統計顯示，(見下頁) 

環球概覽  

 美總統首席策略師Bannon(班農)稱，美、中正進行經濟戰，且稱美國

在此戰役居於下風，因此將就不公平貿易行為向中國發出強力反擊。 

 Fed達拉斯總裁呼籲年底前升息需謹慎，明尼亞波里斯總裁則稱啟動減

資產前需考慮債務上限的因素。 

 ECB公布7月會議記錄，官員承認歐元目前漲幅反映歐元區基本面情勢變

化，惟部分官員擔憂歐元若持續過強，恐將拖累金融情勢再度惡化。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美軍參聯會主席Joseph Dunford 一行表示，

希望中美雙方以誠意與善意相待，密切溝通，妥善處理分歧。並稱，中

美兩軍應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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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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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17 

原 物 料  

<DM貨幣>昨日歐洲央行公布會議記錄，其中提到央行委員對歐元升值過快

有所擔憂，這次的會議紀錄也是在6月全球央行年會、歐元快速走強以來，

歐洲央行首次正式明確對匯價提出看法，歐元在會議記錄公布後大幅下挫，

美元指數升至94以上。不過美國總統川普相關政治雜音始終沒有休息之日，

市場流傳川普首席經濟顧問、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Cohn(柯恩)將辭職，

由於Cohn是協助川普推動稅改的重要人士，且是下任聯準會主席的熱門人

選，因此若連Cohn都辭職，將代表白宮的人事大地震跟政策的不確定性再

進一步上升，因此該傳言造成美股重挫、VIX大幅上升，美元指數的升幅也

因此回吐大半，歐元跌幅收斂至0.4%。本行維持就基本面而言美元應有所反

彈看法，但政治面因素仍持續為壓抑美元反彈幅度的因素。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 

昨日歐洲央行公布7月份的會議紀錄，與會者透漏了對於歐元過於強勢的擔

憂，且未來仍有持續上揚的風險。委員們對於貨幣政策則表示需要更多的政

策空間與靈活性，資產購買計畫仍將是重要的工具，未來貨幣寬鬆的程度將

由所有政策工具共同決定。紀錄中除大篇幅討論前述的強勢歐元外，亦提及

是否修改前瞻指引的話題，惟考量可能被過度解讀，最終央行拒絕接受此項

提議。匯率市場對此紀錄出現激烈反應，但歐洲主要國家公債殖利率的變動

不大，原因在於7月會議達成的共識為秋天才會展開進一步的政策討論之

外，下周五的全球央行會議，Draghi (德拉吉)或被追問歐元漲勢之於通膨的

看法，這些未定數都可能影響歐債收益率的表現，因此短線德債殖利率的走

勢仍以區間整理為多。 

S&P500金融類股第三季盈餘成長率預估會從12%下滑至5%，但第四季又

會回復到雙位數成長15%，意謂著市場樂觀看待升息環境的趨勢，將加惠金

融股的中長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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