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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拉美>巴西昨公布 8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月增率，僅上漲 0.19%，低於市場

預期之 0.31%。年增率則是來到 2.46%，亦低於市場預期之 2.6%，來到

1999 年 7 月以來之次低水準，巴西央行在通膨走低的環境下，與上次會議

相同宣布降息 1%，帶動市場收漲 1.75%。政治方面，消息傳出眾議院議長

宣稱現階段政府沒有足夠票數支持退休金法案通過，該法案之下議院討論時

間可能延宕到 10 月，時間壓力將不利其順利在今年於上議院通過，暫維持

對巴西市場中立看法。 

<非核心與核心消費 >週初受北韓核試爆影響後，昨日資金面信心稍呈回

復，推升多數 MSCI 產業股價上漲，其中非核心消費受惠零售、汽車等族群

領漲，主要利多題材與近期災後重建商機的預期、券商正面看待旺季消費而

調升評等相關，亦可留意本行建議買進的家得寶個股(室內裝潢建材等營

運)，昨日亦有 2.4%漲幅，整體觀察，MSCI 非核心股價走勢除已站上所有

均線外，另經前波回檔整理後，各子族群已陸續浮現利多跡象，故可留意逐

步進入旺季後潛在股價表現，維持買進建議。此外，核心消費涵括食品飲

料、家庭與個人用品等，除與前述潛在災後重建、新颶風侵襲前用品備料等

相關題材外，可留意醞釀 4Q 消費商機的漲勢動能，故維持買進建議，若延

伸至相關領域，亦可搭配正面看待農金產業中下游族群亦為年底節慶消費受

惠族群，進而反應至農金產業股價已開始彈漲。 

固定收益  

<Rates>昨日美國公債殖利率反彈，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漲 4.5 個基點至

2.1046%，民主黨提出延長美國債務上限 3 個月至 12 月 15 日，在美國總統

川普同意後，長天期美國國債和 12 月份到期國庫券殖利率攀升，公債殖利

率曲線陡峭，債務上限的延長得以讓政府增加哈維颶風救災的款項，整體風

險趨避態勢有所舒緩。 

聯準會副主席 Fischer 昨日意外提出辭呈，宣布將於 10 月 13 日離開聯準

會，原本的任期為 2018 年 6 月 12 日到期，而聯準會主席葉倫任期將在

2018 年 2 月 3 日到期，而 8 月份傑克森洞央行年會中，葉倫對於肯定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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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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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9/6收盤  

原 物 料  

加拿大央行昨日意外升息一碼，聲明中表示加拿大經濟動能強勁。雖市場原

先已預期加拿大在經濟持續改善下，加拿大今年年底應將再升息一次，但本

次升息仍大出市場意料之外，加幣大幅升值逾 1%以上，盤中最高升至

1.215。商品貨幣處於正向態勢當中，短線觀察加幣是否因為升息的利多提

前出盡而減緩再升值動能，但預估長多行情不變。美國聯準會副主席費雪意

外提前辭職，由於費雪在聯準會中屬相對中性偏鷹派人物，因此他辭職的消

息傳出後美元指數下挫，一度貶破 92 整數關卡。但其後白宮政治面的好消

息又使美元回彈，美國債務上限問題取得進展，民主黨人表示支持將哈維颶

風援助支出和臨時上調債務上限三個月的法案綁在一起通過，雖眾議院議長

Paul Ryan(共和黨)批評此想法不可行，但美國總統川普這次站在民主黨這

邊，因此政府運作的資金可望維持至 12 月。另在地緣政治方面，川普表示

軍事攻擊北韓並非他的第一選擇，也讓市場對戰爭的擔憂略有削減。日圓也

仍在 108-110 內的區間中震盪，尚未醞釀趨勢性方向。整體而言，政治環

境不確定性仍高，壓抑美元走勢，如川普再提廢除 DACA 法案(延緩遣返無

證入境兒童法案)，其實符合當初政見和美國民調主流，但美國高層政治人

士仍多反對廢除該法案，認為遣返移民將減少稅收以及勞動力，並對經濟成

長帶來影響。 

外匯看板  

監管的的言論與川普政策不符，此時副主席的辭呈增添未來聯準會貨幣政策

的不確定性，接下來重點將回到川普的決策。本行認為，川普政策的核心主

張大幅擴大政府支出來推動美國經濟成長，此政策的執行勢必需要低利率的

支持，因此不論葉倫是否連任，川普必將選擇貨幣政策理念傾向鴿派的人

選，惟對於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因素將壓抑公債殖利率短線的表現。而今晚

聚焦歐洲央行利率決策會議結果以及歐元區經濟展望，市場將觀察歐洲央行

是否提及降低 QE 金額，以及對於通膨的看法，德債預計區間震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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