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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日本>昨日川普又出驚言，針對推動債務上限一事，揚言若內閣不同意他

在墨西哥邊牆的預算，則考慮不擇手段使白宮休會。避險情緒推升日幣兌美

元升值至今年高點 109。從上月至今，因北韓美國地緣政治、白宮內閣紛亂

至債務上限等不確定性，避險因素不斷推升日幣往 110 下方震盪，也使日幣

對 G-10 貨幣皆升值。 

日經及東證指數中將近 8 成企業有 50%以上業務來自海外各國營收，日幣

過度升值的確對實質營收有干擾。然政治紛擾難以掌握預測下，後續只能回

歸對經濟及貨幣政策的看法。7 月日央表態依然顯示傾向寬鬆政策，預估下

半年持續寬鬆下，日幣預測將回貶到 112~115 區間。日本 8 月 PMI 初值揚

升至 52.8 優於前期及預期，加上 Q2 財報其中內需的小型企業盈餘呈雙位

數成長，表示景氣及內需皆轉強。雖短線政治風險干擾匯率及營收展望，但

整體內需經濟依然帶動成長，加上長線日幣看貶下，支撐維持正向看待日

股。 

<原物料>昨日受美歐股市下跌影響，MSCI 各項產業股價漲跌各半，其中核

心消費受惠食品飲料等族群持續提供股價支撐，亦有助非核心消費股價趨

穩，且近日拖累非核心消費股價下跌的特斯拉等權值股昨日再度彈漲，將可

留意資金面的潛在回補跡象。 

然短期觀察原物料族群表現則相對強勁，除目前股價指數已接近歷史新高、

技術分析續處偏多外，基本面的獲利表現亦佳，包括化工、礦業、鋼鐵、紙

業等子族群營運陸續浮現增溫跡象，短期將可持續留意表現較為顯著的基本

金屬子產業，於上游礦價續揚、近期礦企對下半年營運展望正面下，仍將具

潛在表現空間，而農金、貴重金屬產業股價暫待進入 9 月下旬後，可望受惠

消費需求增溫而具潛在表現，黃金現貨部份目前將留意避險需求或呈消褪、

美元彈漲跡象等潛在利空影響，不宜過度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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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23收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18。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7/8/23 

原 物 料  

<DM 貨幣>歐元區 8 月製造業 PMI 初值 58.1 優於市場預期的 56.3，也高

於前期的 56.5，德法數據皆良好，其中法國 PMI 創下 76 個月以來新高。歐

元區經濟驚奇指數雖有趨緩，沒有延續上半年非常亮眼的表現，但整體景氣

仍在正向軌道當中，數據公布後歐元兌美元小幅走強，重回 1.18 之上。德

拉吉在一個經濟學術會議上談話，強調歐洲央行的 QE 政策和前瞻指引很成

功，但並未如歐元多頭所擔心的以口頭干預匯價。美國總統川普方面，週二

難得平靜了一天之後，昨日再度掀起波瀾，川普聲稱為了要讓美墨邊境高牆

的支出納入財政預算當中，不惜在有必要的時候讓政府關門，並警告可能終

結北美貿易自由協定(NAFTA)的談判，市場避險情緒再起，美股低開、日圓

走強。非美 DM 貨幣當中，除歐日圓相對強勢外，其他貨幣仍處在盤整修正

期，英鎊近一個月貶幅不小，昨日貶破 1.28 關卡，符合本行先前對英鎊趨

勢弱於歐元的看法，預期英鎊短線將維持偏弱態勢不變。 

<EM 貨幣>新加坡 7 月份 CPI 年增率小幅上揚，核心通膨持平，皆在新加坡

金管局 MAS 的目標範圍內。本行認為 10 月份新加坡金管局將維持政策不

變，保持 NEER 斜率為 0 (新加坡以 NEER 作為政策工具，而非一般常見的

短期利率)。目前星幣 NEER 接近區間的中間值，星幣兌美元也維持在

1.3600 附近震盪，3 個月的波動率下降，月線和季線走平，預期短線內將維

持盤整格局。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昨天南非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揚 4.6%，為近

二年最低，使得市場對於年內再度降息的預期升高。南非央行於 7 月無預警

調降基準利率一碼至 6.75%，是五年來首度實行寬鬆貨幣政策，原因在於該

國經濟發展出現遲滯，且信評機構早已調降該國展望評級。就南非央行公布

之 2017 年經濟成長率預測砍半的狀況，配合通膨良好的條件，路透社調查

的數字顯示，最快市場人士預期 9 月就會再度降息，最遲 11 月也將見到今

年二度調降基準利率，因此就債券投資角度是有資本利得空間可言，惟南非

幣的波動甚大，且近期政治紛爭不斷，恐資本利得被貨幣貶值所侵蝕，故建

議投資人須慎選發債年期與發行機構。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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