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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8/28收盤  

股市短評  

<歐洲>美國內憂外患及北韓地緣政治風險再度升溫，美元遭拋售，歐元兌

美元升破 1.2 美元大關，創下二年半新高，加深歐股困境，道瓊歐洲 50 指

數昨日下跌 0.9%，而以出口為大宗的德國 DAX 指數更下挫 1.5%。隨著歐

元走強，已對企業獲利展望造成威脅，歐股從５月份的高點下跌 7.5%。惟

歐元區已進入廣泛式復甦，包括經濟信心、失業率、製造業 PMI 等指標皆

顯示歐元區經濟活動維持擴張，昨日公佈 9 月德國 Gfk 消費者信心指數升

至 10.9，連續５個月上升，歐洲經濟復甦保持強勁態勢，歐元易漲難跌，歐

元漲升有助提升消費者購買力，刺激內需景氣活絡，歐洲中小型股表現相對

抗跌。我們看好受惠內需景氣活絡的歐洲中小型股，調降以出口導向的德股

至持有，密切觀察 9/7 歐洲央行利率會議德拉吉對強勢歐元的態度以及對通

膨的看法，短線或將觸發歐元走弱，有利德股反彈，建議順勢減碼。 

<原物料>昨日受美歐股市收盤時間差異及盤中大幅震盪下，多數 MSCI 產

業股價最終以狹幅漲跌作收，其中原物料產業近日創三年新高後，仍處高檔

震盪，惟向下細分更次一層產業別，將留意國際金價波段漲勢，主要漲因有

二：美元續弱、地緣政治避險需求所推升，亦反應至部份投機性淨多單部位

的增加，然國際金價於昨日盤中創近 9 個月的新高後大幅回檔，僅以小漲作

收，或反應資金面仍偏向投機性操作以獲取極短期價差，且本行觀察目前市

場尚無傳出對黃金實質消費的訊息或跡象，故將留意近期金價急漲下仍不宜

加碼追高，引導金價大漲的避險需求恐仍具潛在快速反轉影響，此外券商日

前預估金價於 2018 年初可望漲至 1400 美元，主因基於需求浮現、美元續

弱、長期利率停滯與川普改革失效等，亦未特別強調避險需求影響，故於進

入 4Q 前仍宜留意金價與貴重金屬股價的潛在波動。 

<Rates 利率> 亞洲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干擾，令美公債利率續居 2.14%左右

低檔水位。而針對美國即將面對的債務上限疑慮，信評機構 S&P 表示， 即

使美國不能及時提高舉債上限只要聯邦政府可避免違約。(見下頁)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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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29收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25。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7/8/29 

原 物 料  

<DM 貨幣>傑克森洞央行年會後美元轉弱，加以昨日北韓導彈問題導致地

緣政治緊張情緒升溫，使得美元昨日歐洲盤中重挫，美元指數一度貶破 92

整數關卡，非美貨幣中，表現較佳的包含歐元突破 1.20 創下兩年半新高，

避險貨幣日圓一度升至 108 上方，人民幣在岸和離岸價格盤中雙雙創逾一年

新高；商品貨幣則受風險情緒壓抑，表現較為盤整，英鎊小幅升值但表現不

如歐元，英鎊兌歐元貶至 11 個月以來的低點。紐約盤之後，美股雖也因地

緣政治風險而開低，但隨後風險情緒慢慢降溫，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目前針對

北韓的所有選項都已在檯面上，北韓的行動只會使其更受孤立，美股很快回

穩，美元指數也再回到 92 以上，歐元則回吐歐洲盤時的漲幅，留下一根長

上影線，日圓大幅回貶 160 點至 109.8。 

整體而言，雖昨日盤勢顯示投資者的避險情緒很快消退，但北韓導彈飛越日

本國土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雖本行研判日圓就基本面而言趨向貶值，但北

韓問題沒有明確解決方案前，預期日圓將隨市場情緒而在 108-110 間波

動。本週仍需持續關注北韓情勢的變化，以及美國週五將公布的 ISM 製造業

指數及非農就業數據。 

外匯看板  

則表示即使美國不能及時提高舉債上限，只要聯邦政府避免違約，美國仍

可保住 AA+ 的信用評級。 亞洲市場方面，中國人行積極回籠資金，六天回

收將近人民幣 4300 億元的流動性，導致 Shibor 利率來到 2.922%，創下逾

兩年來新高，顯示市場資金面短線偏緊。近期人行回籠流動性動作力道擴

大，市場預測可能考量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加上傳統資金需求旺季已

過，人行主動投放基礎貨幣壓力減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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