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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9/4收盤  

股市短評  

<泛太平洋>泛太指數昨日收跌 0.6%，其中日本公布 8 月份製造及服務業

PMI 雖在 50 水位之上，但稍微較前月轉弱；加上北韓核武事件再起，日幣

升值至 109.8，再度壓抑日股修正。澳洲方面，中午將公布澳洲央行利率決

策，市場靜待今日央行會議紀錄，觀察其對於經濟風險關注焦點，由於 8 月

份央行會議時曾提到經濟改善，但高房貸占收入比仍是問題，壓抑國內消

費，而薪資成長緩慢下，央行重申不會與其他歐美央行政策亦步亦趨的收

緊，市場預估明年中之後才有機會進入升息。雖澳洲企業受惠國際貿易需求

及原物料價格持穩，澳洲 AS30 指數 EPS 預估 2017~2018 年維持正成長，

而公司股利回購政策也幫助提振股價，然短期仍須留意澳央在經濟及貨幣政

策上是否對股市橫盤整理帶來新的方向 。 

<健護>統計近五個交易日各產業指數表現，以 MSCI 健護類股指數漲幅最

多，逾 1.5%，因上週次產業中的生技股喜事連連，令 NBI 生技指數近五個

交易日大漲逾 8%，吉利德宣布斥資 119 億美元買下美國生物製藥公司 Kite 

Pharma，以取得目前在腫瘤學最有前景的領域 CAR-T 療法，此外 FDA(美

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上周也批准了諾華名為 Kymriah 的藥物，其為全美第一

個基因療法，CAR-T 療法為免疫治療的一種，利用患者本身的免疫細胞攻擊

腫瘤。展望後市，除了今年 FDA 核准數可望再度攀高外，購併題材及重量

級醫學會議旺季來臨，都將成為健護類股的養份，故樂觀看待健護類股表現 

。 

固定收益  

<Rates>週一美國休市一天，全球債市交投清淡，北韓傳言試射氫彈再度推

升避險情緒，兩年期德債殖利率創 5 個月以來新低，信評較低的歐元區國家

公債殖利率亦同步走低，惟歐洲債市在美國休市以及周四(7)歐洲央行利率會

議前交投清淡，本行認為，週四歐洲央行會議市場將維持利率不變，且將重

申長期低利率的看法，而在年底 600 億歐元購債計畫到期後將出現調整，市

場將關注會後記者會德拉吉對於歐洲央行會議中是否提到降低購債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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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4收盤。*殖利率、利差

與存續期間截至 9/1。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7/9/4 

原 物 料  

<DM 貨幣>昨日美國休市，美元指數波動幅度較小，外匯市場的主要焦點

集中在北韓 9/3 進行核子武器試驗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昨日亞洲開盤日圓

跳升近 100 點，不過其後略有回貶，沒有進一步的反應，黃金則站穩 1330

以上。本週外匯市場關注重點包含今日的澳洲央行會議，9/6 的加拿大央行

會議和 9/7 的歐洲央行會議。目前澳幣仍多維持在 0.78-0.80 間的區間狹幅

震盪，預期澳洲央行將維持利率不變，影響較為有限。加拿大由於經濟成長

動能優於市場預期不少，使得加幣維持強勢水位，市場預期加拿大還將升息

一次，目前加幣升值幅度高於本行先前預期，其後將視加拿大央行結果進行

調整。歐洲央行會議則為本周最大關鍵因子，歐洲央行今年開始宣布減少購

債規模已是高機率事件，但歐洲央行是否可能因擔憂歐元升值過快，而在本

次會議釋放出較鴿派態度，並延後宣布購債規模的時間至年底，將為重要的

觀察因子。 

<人民幣>人民幣近期不畏北韓地緣政治風險，扮演起避險貨幣的角色，中

間價連續 7 天調升，預期在 19 大之前中國央行在貨幣政策上將原地踏步，

儘管會有略為傾向緊縮的跡象。人民幣升破 6.6 之後，一些前期囤積美元的

企業想法多少出現了鬆動，是這波升值的原因之一。不過技術線型上人民幣

已經落入超買區間，即期匯價和季線乖離加大，人民幣 3 個月期的波動率跳

升，本行不排除中國央行為壓低波動率而出手干預匯市的可能性，短線上仍

要注意人民幣有些過於強勢的可能。 

外匯看板  

在經濟復甦通膨溫和的環境下歐洲央行有等待的空間，且美國於本月 21 日

宣布縮減資產負債表的可能性極高，歐洲央行或將等待美國縮表對債市短線

的影響性，10 月 26 日利率會議再宣布明年的購債規模，歐元區債券周四前

將維持交投清淡的態勢，而在年底前宣布降低購債機率較高的環境下，德債

殖利率後續仍將出現跌深反彈，預期年底十年期德國公債殖利率區間於

0.35%-0.76%(目前: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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