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Daily 
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2017/9/6 

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9/5收盤  

股市短評  

<美國>北韓局勢緊張美股週二在勞動節休市後開盤補跌，S&P500 收黑

0.76%，創下近三週來最大單日跌幅，不過反觀亞股已逐漸消化北韓核武試

射的問題，漲跌互見，在目前戰爭發生機率極低情況下，對金融市場而言僅

屬短期干擾，無須積極調整部位。聯準會理事布拉德表示聯準會應在升息問

題上應保持謹慎，因通膨遠低於目標，昨日美元指數下跌 0.32%至 92.31，

今年以來美元已下跌 9.7%，根據瑞士信貸預估，美元貶 10%，美企多賺

5%；實質 GDP 成長 0.25%，吹高美股市值，本行認為美國經濟有成長力道

但是微弱的，美元處於弱勢有利通膨回溫，聯準會對於美元有意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12 月升息機率仍高。暑假淡季即將近入尾聲，美股即將面臨聯準

會 9 月縮表、債務上限及新年度預算案等爭議的測試，不排除震盪修正，惟

川普力拼稅改過關有利信心回穩，綜觀全局，美股有機會在年底緩步墊高，

建議擇時佈局。 

<能源>MSCI 十一大產業昨日普遍下跌，美債利率下跌導致金融類股下跌

1.36%，跌幅最重，殖利率族群微幅走揚，公用事業上漲 0.26%。其中相對

強勢的能源上漲 0.57%，乃因美國部分煉油廠開始復工，但又將有颶風來

襲，布蘭特原油收盤上漲 2%來到 52.9 美元，能源類股指數從 8 月低點反彈

至今約 3%，已收復月季線，本行對短期油價仍預估多在 50-55 美元區間，

對能源類股維持可區間操作建議，乃因: 1). 正處旺季，原油價格止穩且相對

走揚、2). 減產協議仍存，企業獲利回復穩定成長、3). 評價面低於均值，並

相較優於其他各產業。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美國週一休市後開盤股跌債漲，道瓊工業指數下跌逾 200

點，北韓傳言成功試爆氫彈加上最危險級 5 級颶風 Irma 將於周末再度侵襲

美國南部，金融市場避險情緒大幅提升，成熟國家公債殖利率全線下跌，美

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大跌 10.6 點至 2.06%。 

美國聯準會理事 Brainard 昨日表示，在通膨持續低於 2%的環境下，升息上

必需保持謹慎，美國 12 月升息機率首度降至 27%。本行認為，北韓地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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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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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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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DM 貨幣>  美國週一休市一日後，週二還是反應了北韓核試帶來的利空，

美國股市出現較大幅度的修正，VIX 指數跳升，美元指數下挫至 92 上方，

黃金持續上漲至每盎司 1342 美元，日圓再度回升至 108 之下，預期在地緣

政治風險未完全消除前，日圓不易回貶至 110 之上。商品貨幣部分，澳洲經

常帳赤字較市場預期縮減，顯示出口持續改善，加上中國製造業和服務業

PMI 表現均佳，中國景氣持續正向發展有利商品貨幣行情。 

澳洲央行會議如預期維持利率不變，雖然仍提到強勢澳幣可能影響經濟前

景，但也是老調重彈，市場並不預期澳洲央行會有太多的動作來干預匯價，

因此對澳幣影響有限，昨日澳幣兌美元仍在正向景氣預期的影響下再度突破

0.80，今日重點關注數據為澳洲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紐幣部分，由於先前

修正幅度已大，因此在乳製品價格轉強的影響下，昨日反彈力道不小，單日

升幅逾 1%，紐幣兌美元回到 0.72 之上。美國西德州原油因煉油廠復工而跳

漲 3%，帶動加幣續強，今日重點關注加拿大央行會議後加幣是否能維持強

勢水位。整體而言，本行維持對商品貨幣的長期正向看法。 

<台幣>台幣近期隨著人民幣強勢表態而升值，政治方面內閣改組的消息也

未影響到匯率的走勢。短期內重點關注中國政府是否開始出口干預升值過快

的人民幣，若人民幣升勢因此放緩，則台幣也將受到干擾。此外，今年以來

外資佔台股市值逾 4 成，9 月蘋果新機公布的好消息應也已反映在股價內，

因此雖台股基本動能不弱，但短線外資對拉抬台幣續強的效應或將減弱。另

壽險進行的避險動作亦可能為近期台幣走強的因素之一，但昨日台幣 NDF

換匯點數跌至今年以來新低，壽險避險成本大幅提高，預期壽險業不會再進

一步催化台幣升值。預期台幣短線維持強勢，年底則預期美國方面川普減稅

法案能有某種程度的過關，帶動美元止穩，加以台灣央行彭總裁將於明年 2 

月榮退，應不願看到台幣波動加劇，歷年台幣在年底往往有一波貶值的作帳

行情，預料今年也不會例外，美元兌台幣或將回到 30.40-30.70 的區間。 

外匯看板  

治風險仍將獲得解決，在美國即將宣布縮表以及景氣成長支持升息趨勢的環

境中，美債殖利率點上行的機率仍高，同時，兩國會議長已表示將提高債務

上限，為後續公債殖利率上行的另一個因子，本行維持美國公債殖利率中長

期趨勢下上，3 個月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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