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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類別近期漲跌變化

資料截至110/9/11 9:00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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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資料來源：Bloomberg 資料截至110/9/11 9:00

1W(%) 1M(%) 3M(%) 6M(%) YTD(%)

全球股 -1.23% 0.17% 2.47% 9.31% 14.08%

美國 -1.73% -0.21% 4.97% 13.07% 18.70%

歐洲 -1.39% -2.75% 0.62% 9.28% 14.64%

日本 4.30% 8.60% 4.95% 2.23% 10.70%

新興市場 -0.53% 2.19% -5.29% -2.91% 1.37%

新興亞洲 -0.27% 2.98% -5.81% -5.35% -0.71%

中國 3.52% 1.37% -4.04% -2.58% -3.79%

台灣 -0.24% 2.90% 1.52% 7.50% 18.61%

新興歐洲 -0.85% 3.37% 2.31% 12.36% 18.17%

俄羅斯 -0.51% 3.53% 2.78% 13.54% 24.35%

新興拉美 -2.65% -3.90% -9.42% 3.93% -2.24%

巴西 -2.05% -5.70% -11.71% 0.11% -3.98%

生技 -1.72% 1.89% 5.36% 10.32% 12.76%

健康護理 -2.72% -0.37% 5.55% 15.64% 14.30%

科技 -1.41% 1.97% 7.44% 13.48% 17.28%

能源 -2.35% -3.75% -13.85% -10.93% 24.48%

貴金屬 -3.35% -4.60% -20.87% -10.28% -18.83%

全球債 -0.22% -0.09% -0.11% 1.51% -2.30%

投資級債 -0.12% 0.33% 1.88% 6.07% -0.40%

美高收 0.10% 1.19% 1.55% 4.00% 4.15%

全高收 0.01% 0.99% 0.53% 3.80% 3.09%

歐高收 0.07% 0.24% 0.74% 2.29% 3.59%

新興美元主權債 -0.03% 1.36% 1.35% 6.24% 0.59%

新興當地貨幣債 -0.55% 1.62% -2.26% 2.16% -3.47%

亞洲債券 -0.03% 0.42% 0.44% 1.94% 0.00%

美元指數 0.39% -0.51% 2.78% 0.83% 2.94%

歐元 -0.56% 0.80% -2.93% -0.96% -3.29%

日圓 -0.21% 0.57% -0.55% -1.42% -6.09%

人民幣 -0.07% 0.69% -0.88% 0.80% 0.93%

澳幣 -1.39% 0.08% -5.13% -4.91% -4.39%

南非幣 0.73% 4.17% -4.21% 6.09% 3.42%

台幣 0.05% 0.55% 0.01% 2.31% 2.28%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盤勢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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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就業數據爆冷門 多空看法拉扯

資料來源 :美國勞工部

疫情干擾 經濟、就業放緩 資金面仍寬鬆
適度提高風險意識可採定期定額或分批佈局 適度降低波動風險

 非農就業人口變動
8月實際值 : 235k  預估值 : 787k  前值 : 1053k

結果 : 低於預期

 失業率
8月實際值 : 5.2%  預估值 : 5.2%  前值 : 5.4%

結果 : 與預期相符

 平均時薪年增率
8月實際值 : 4.3%  預估值 : 4.0% 前值 : 4.0%

結果 : 高於預期

多方解讀 空方解讀

 非農新增就業人數大幅
縮小，擔心美國景氣復
甦腳步放緩。

 顯示Delta變種病毒引發
的疫情反撲，已拖累美
國就業市場。

 擔心美國停滯性通膨(失
業、通膨同步竄高)風險。

 雖Fed年底前仍可能開
始縮減購債，但有利縮
減的時機、步調和規模。

 幾乎排除Fed會在9/21-
9/22會議上宣布縮減購
債的可能性，目光轉向
11月例行會議。

 就業成長減速是近期變
種病毒造成的短暫現象。

當日市場反應(9/3)

 讓市場幾乎確定聯準會(Fed)將推遲削減購債的時間點，
也帶動那斯達克指數再創歷史新高。道瓊、S&P 500指
數則小幅下跌。

 美元下跌、黃金上漲、十年期美債殖利率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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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轉向?】追蹤主要央行動態

資料來源 :鉅亨網、財管部彙整

啟動升息 寬鬆退場

新興歐洲:

 俄羅斯（5次、共10碼）

 土耳其

拉丁美洲:

 巴西 (4次、共13碼)

 墨西哥、智利、祕魯

新興亞洲:

 南韓(亞洲央行第一槍)

 加拿大

 澳洲、紐西蘭

啟動縮減購債

計畫縮減購債

 聯準會(Fed)

 歐洲央行(ECB)

 英國

日本:

 仍受疫情困擾，央行必

須維持超寬鬆政策，避

免過早收緊貨幣政策。

中國:

 自7/15起下調金融機構

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

分點，近期經濟趨緩，

年底前可望再降準。

維持寬鬆、降準

新興市場掀升息風!

何時吹進成熟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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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憂心】Delta變種病毒肆虐、通膨增溫 !

圖片來源：Eurostat、鉅亨網

全球新冠疫情危機仍在：截至9/7，全球確診病例超過2.2億人，死亡人數
超過450萬人，全球目前疫情仍十分嚴峻。美國因新冠變種病毒使疫情持
續惡化，總統拜登宣布推出新防疫措施，加強打擊變種病毒的傳播，以及
增加美國疫苗接種率，並擬召開全球峰會以應對全球疫情。
全球通膨疑慮未除：美國7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年增5.4%，創下2008年
8月以來的最大漲幅，Fed和許多經濟學家堅持認為，近期通膨飆升是「暫
時」性質。8 月歐元區CPI初值年增3%，寫下2011年11月來新高。許多新
興國家為控制高漲的通膨，已啟動升息政策。

美國、歐元區通膨增溫美國新增確診、死亡人數同步竄升

截至9/7，美國累積確診
病例超過4000萬人

截至9/7，美國累積死亡
人數超過6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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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重點結論】

圖片來源： pressreader.com、shutterstock..com

觀察重點：美國8月非農就業數據不如預期，新冠變種疫情、通膨仍具不確
定性，投資人擔心美國景氣復甦腳步放緩。另美國可能提高公司稅率，Fed

將縮減購債計畫，加上美中關係持續緊繃等因素，不時干擾短期金融市場的
波動。不過，因就業數據不佳、新冠變種疫情威脅仍在，聯準會(Fed)宣布
的縮減購債計畫可望以較為寬鬆的姿態退場，仍有利資金行情。隨著疫苗的
持續擴大接種，預期經濟活動的恢復將帶動全球景氣在持續復甦的軌道上。

操作建議：雖目前全球股市大致仍為多頭走勢格局，惟多國股市均位於歷史
高檔區，可適度提高風險意識。建議採波段操作的投資人，可適時獲利調節
做好風險控管，空手者可趁市場回檔，採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布局。股
市部份建議優先配置美、歐、台灣、俄羅斯、科技及能源等相關基金標的，
債市部分建議優先配置高收益債等相關基金標的。

新冠變種病毒威脅全球經濟

美國8月就業數據明顯
轉弱，Fed將更謹慎面
對「縮減購債計畫」。



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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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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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
勢

美

股

雖然美勞工部發表截至9/4當週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降至31萬人，再創疫情爆
發以來新低，但高盛將今年美GDP成長率預估值由6%下調至5.7%，加上投資
人仍擔憂新冠Delta變種病毒威脅經濟復甦，且聯準會(Fed)聖路易斯、紐約等
分行官員不約而同釋出Fed應儘早啟動縮減購債(QE Taper)的鷹派言論，以及
蘋果(Apple)在遊戲開發商Epic Games的反壟斷訴訟案中失利，S&P 500指數最
大成分股蘋果股價跌3.3%，市場情緒轉為謹慎，拖累美股收黑。考量日前公
布的非農等就業數據疲軟，預期本月Fed利率決策會議宣布啟動縮減購債機率
降低，預測11月或12月Fed才會發布QE Taper細節，且採謹慎、溫和步調，看
好市場流動性依舊偏向寬鬆，美股仍有上漲機會。建議投資人可在S&P 500指
數回檔時，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13

股市總評
新冠變種疫情、通膨仍具不確定性，投資人擔心美國景氣復甦腳步放緩。另Fed將

縮減購債計畫，加上美中關係持續緊繃等因素，不時干擾短期金融市場的波動。

不過，因就業數據不佳、新冠變種疫情威脅仍在，聯準會(Fed)宣布的縮減購債計

畫可望以較為寬鬆的姿態退場，仍有利資金行情。隨著疫苗的持續擴大接種，預

期經濟活動的恢復將帶動全球景氣在持續復甦的軌道上。建議優先配置美、歐、

台灣、俄羅斯、科技及能源等相關股票基金標的。

成 熟 市 場

S&P 500指數

指數最高:4,545

最低:3,723

9/9:4,493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歐

股

本週英國公布七月GDP年增率為7%，歐元區第二季GDP年增率
則達14.3%，不但優於估值13.6%，亦遠優於前期負增長1.2%。
另歐元區第二季就業增長年率由前期負成長1.8%轉為正增長
1.8%。顯示歐洲整體景氣不但持續復甦且非常強勁，並在企業獲
利持續亮眼下，推動歐股屢創歷史高點。此外，本週ECB將今年
歐元區GDP估值從4.6%上調到5%，並為避免景氣過於火熱情況，
決定緩步PEPP每月800億歐元的購債速度，市場估計減少至
600~700億歐元之間，主席加拉德則表示此舉不是縮債，而是藉
此維持有利的融資條件，並保持政策靈活性以達到長期2%通膨
目標。ECB決議後歐股僅微幅回檔。考量歐洲基本面強勁，企業
獲利佳，ECB保留施政靈活度，且疫苗高覆蓋率維持消費動能，
加上歐洲計劃追加第三劑疫苗施打，預估復甦腳步將不停歇，歐
股多頭不變。

日

股

在日府持續管制措施下，每日確診人數逐步降低，單日確診人數
由高峰期超過26,000人降至近期10,000人左右。另疫苗接種率迎
頭趕上歐美主要經濟體，截至9月9日，超過五成人口完整接種兩
劑疫苗。加上菅首相發布不續任轉為專心抗疫聲明。日股深跌後
大幅反彈。惟七月家戶支出較六月衰退0.9%，不如預期增長
1.1%，另對比去年七月僅增長0.7%，亦遠不如預期增長2.9%。
顯示佔日本GDP五成的消費仍受疫情壓抑。考量新任首相將於10

月17日產生，未來經濟政策不確定仍大，加上各種變種病毒持續
入侵日本，且目前單日確診人數仍偏高，後續疫情能否持續降溫
仍需觀察。

成 熟 市 場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4,246

最低:3,819

9/9:3,008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30,381

最低:27,013

9/9:30,008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中
國

隨著新冠疫情獲得控制，許多防疫措施獲得鬆綁，娛樂和其他
服務業重新開放，加上公布的中國8月進出口數據優於預期，8
月出口金額2943億美元，年增率25.6%(前期18.9%)，8月進口
額2359億美元(年增33.1％)，陸股因此受到激勵，滬深300指
數過去一週呈震盪上漲走勢。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9/10通過電話進行「廣泛的戰略討論」，旨在處理兩大國
間日益加劇的競爭，這也是自今年2月以來首度通話，一位白
宮高級官員透露，拜登還呼籲確保兩國之間的「競爭」不會演
變成「衝突」。另外消息傳出，拜登政府考慮對中國大陸補貼
產業的行為以及對美國經濟造成的相關損害，啟動調查。8月
CPI由7月的1.0%下滑至0.8%(預期1.0%)，主因為豬肉價格下
跌與終端消費需求較疲弱，PPI年增率由9.0%上升至9.5%(預期
9.0%)，主因為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致工業品價格續升。
中國持續加強監管，約談騰訊與網易等遊戲業者，消息指出官
方短期內將暫停新網路遊戲審批，且騰訊亦將延後英雄聯盟手
遊推出時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近期力推「共同富裕」，擬透
過「三次分配」等方式，對大企業、富裕階層收入進行重分配，
近來中國科技鉅子紛紛配合政策捐款慈善機構或推動社會責任
計畫，包括騰訊(1000億人民幣)、阿里巴巴(1000億人民幣)、
拼多多(100億人民幣)、美團創辦人(20億美)、小米執行長(22
億美元)等，其他中國企業也可能被迫無奈捐款。由於中國當局
持續加強審查目標，近期內尚無停歇跡象，故建議先行觀望。

新 興 市 場

15

滬深300指數

指數最高: 5454

最低: 4663

9/9：4970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台

股

台股指數自8/20近期的波段收盤低點(16,341)反彈以來，急漲超過
千點，近期受新北市幼兒園群聚疫情擴大，市場一度擔心疫情再
度增溫而使台股承壓，不過因台積電調漲晶圓代工價格，股價上
漲使大盤指數獲得支撐，台股指數過去一週呈震盪區間走勢。政
策方面，「五倍券振興方案」有助於刺激內需消費，另外當沖降
稅優惠延長三年，有利提升台股交易動能。財政部(9/7)公布8月
出口值達395.5億美元，刷新歷年單月新高(年率26.9%)，進口達
360.8億美元(年率46.3%)，首次破新台幣兆元，雙雙改寫紀錄。
並預估9月出口仍將呈雙位數成長，且在旺季效應及聯電、台積
電晶圓代工報價皆提高下，Q4有機會見到單月出口值達到400億
美元的新紀錄。本土疫情明顯降溫，已陸續放寬防疫措施，今年
經濟成長率可望「坐五望六」，若台股短線出現技術性回檔，可
望形成布局良機。

新
興
亞
洲

本區域的新冠疫情仍相當嚴峻，稍早因跌深後出現反彈，但近期
賣壓又再度湧現，使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過去一週呈現
震盪下跌的走勢。印度公布的Q2經濟年增率20.1%(去年基期低)，
創歷史單季最佳紀錄，投資人對其經濟前景看法更趨樂觀，推升
印度股市(截至9/9)再創下收盤歷史新高。越南因新冠疫情嚴峻，
包括胡志明市等，迄今仍處於嚴格的防疫管制，不過因越南享有
各項自由貿易協定，預估仍會持續吸引投資資金。南韓因央行啟
動升息政策，加上對新冠疫情的擔憂，壓抑了近期韓股的盤勢。
由於封鎖措施以及相關財政和貨幣支持不足，亞洲開發銀行將東
南亞今年經濟成長預測，從4.4%下調至4%。由於此區域的經濟
復甦不如預期，建議待經濟復甦態勢更趨明朗後再行布局。不過
因新冠疫情衝擊導致短線超跌的越南股市，建議可分批逢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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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台灣加權指數

指數最高: 18034

最低: 15159

9/9：17304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953

最低: 790

9/9：834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新

興

歐

洲

俄羅斯是全球前兩大天然氣及石油出口國，天然氣近期價格持
續走高，不過公布的8月通膨年率再度走高至6.68%，市場對國
內通膨高漲的擔憂仍在，過去一週俄股呈震盪區間格局。央行
9/10再度升息1碼，今年來已5度升息(共10碼)，然而8月份通膨
年率6.68%仍遠高於央行4%的目標，預估還有升息空間。本土
新冠變種疫情仍相當嚴峻，不過已有自高峰期趨緩跡象。公布7
月出口年增100.7%，達到494.9億美元，為歷史第二高水準，
今年Q2的GDP年增10.5%(初值10.3%)，這是自2000年Q3以來
最強勁的增長，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反彈的推動下，央行表示
經濟已恢復到去年疫情爆發前的水準，今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達
到 4.0-4.5% 。由於今年能源價格大漲，預測經濟可望明顯成長，
將有利俄股行情。

拉

丁

美

洲

巴西總統波索納洛9/7在獨立日慶祝活動上稱大法官莫萊斯沒有
條件繼續待在最高法院，強調自己不會再遵行大法官的判決，
此激烈言論使投資人對明年大選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的擔憂加
深，股市於9/8暴跌3.8%，來到今年3/24來最低，雖總統後來
發表致國家宣言，表示無意攻擊任何權力機關並願意保持對話，
稍微舒緩市場擔憂，但過去一週巴西股市仍呈明顯下跌走勢。
巴西8月的年通膨率持續攀高到9.68%(月增0.87%、前期8.99%、
預測9.5%)，這是自2016年2月以來的最高，主要是因為經濟重
新開放、全球供應問題、貨幣走軟及持續的嚴重乾旱對價格造
成壓力，市場預測央行於9月例會將再次升息一個百分點(4碼)
以抑制通膨。雖然新冠疫情已有減緩跡象，但由於近期巴西股
市出現相對偏弱態勢，央行恐持續升息不利資金行情，鐵礦砂
價格疲弱，近期經濟數據有轉弱跡象，故建議先行觀望。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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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俄羅斯RTSI$指數

指數最高:1,742

最低:1,406

9/9 :1,726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30,526

最低:106,023

9/9 :115,360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
六個月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近日受投資人擔憂Delta變種病毒擴散不利油市需求、沙烏地阿拉伯因
應能源供應充足，大幅調降亞洲原油價格等利空消息干擾，導致近期
油價走弱。儘管全球新冠變種病毒持續肆虐，但考量美、歐等國正推
動民眾接種第3劑疫苗加強針計畫，盡全力避免新冠病毒影響經濟活
動，有助油市需求穩步復甦，再加上颶風艾達肆虐，導致佔美國石油
產量近2成的墨西哥灣海上油井將停產數週，以及沙烏地阿拉伯與俄
羅斯主導的OPEC+仍以每日增產40萬桶的速度溫和供應原油，供給面
並無大幅增產疑慮，油價後市不看淡。建議投資人可在布蘭特油價回
檔時，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生

技
/
科

技

儘管新冠疫苗製藥廠莫德納(Moderna)已向FDA提交第3劑疫苗加強針
的初步數據，甚至宣佈正研發可同時對抗新冠和流感病毒二合一的疫
苗加強針，且美生技公司Kadmon Holdings被法國賽諾菲藥廠(Sanofi)

併購，但受百健(Biogen)阿茲海默症藥物上市後銷售不如預期，再加
上默克藥廠、嬌生及美國基因遭摩根士丹利下修投資評級至中立、治
療囊腫纖維化療法的福泰製藥(Vertex)被下調至減碼，以及FDA暫停研
發罕見疾病療法BioMarin的旗下苯丙酮尿症臨床基因療法試驗，利空
消息壓抑NBI指數收黑。考慮輝瑞(Pfizer)與BioNTech的新冠疫苗已取
得FDA全面使用授權，年底前亦有機會獲FDA授予幼童族群的緊急使
用授權，有利各國加快民眾接種速度，且各國政府為防堵疫情擴散，
勢必將增購疫苗，預估生技股將重啟漲勢。建議投資人可在NBI指數
回檔時，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產 業

18

NBI指數

指數最高:5,517

最低:4,475

9/9:5,394

布蘭特油價

指數最高:75.87

最低:58.99

9/9:71.39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亞

債

中國人行公布8月份的社融報告，整體社會融資規模
較上月回升至2.96兆人民幣(前月1.06兆)，但代表資金
動能的M2年增卻持續走緩至8.2%(前月8.3%)，顯示人
行全面調降存款準備率的貨幣政策，讓近幾個月緊
縮的信貸市場開始止穩，但因市場風險偏好轉弱，
整體市場投放資金的意願仍低落。全球最大的地產
商中國恆大依舊身陷信貸違約的泥淖中，債券價格
持續崩跌，甚至連帶影響到其他地產公司美元債券，
另一家中國地產商富力地產，因財務數據惡化，導
致未能符合中國官方三紅線規範，在信評公司示警
的推波助瀾下，美元債價格一周跌逾2成。由於亞債
中包含超過五成的中國企業債，而一連串的中資地
產企業違約風波，亦將連帶影響其他企業之債券表
現。儘管目前亞洲高收益債殖利率相對高，但因亞
洲信貸利差收斂不易，債券價格表現將承壓。積極
者短期在亞洲高收益債基金部位不宜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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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總評

債 市

巴克萊亞洲高收益指數

美國公布8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依舊持續攀高，市場反而開始擔憂是否會連動到消費者

上，儘管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有轉向疑慮，但因企業前景仍看佳，信用利差表現仍相對穩

定，歐美公司債價格仍有表現機會，在股市牛市格局未變下，與股市連動性較高的的美國

高收益債基金可作為佈局核心，惟因近期中國基本面有轉弱疑慮，積極者曝險於亞洲高收

益債部位不宜過大。另保守投資人則可透過含投資等級債之基金或整體信評較佳之波灣美

元債基金作為佈局核心。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投
資
等
級
債
/
高
收
益
債

由於持續受到供應鏈短缺影響，推動商品生產成本上
揚，美國8月份的生產者物價指數年增率達8.3%，不
僅較上月的7.8%上升，更是創下近10年的最大漲幅。
雖8月份的非農就業報告不如市場預期，稍稍減緩市
場對於聯準會貨幣政策轉向緊縮的壓力，但目前通膨
的環境仍尚未完全舒緩，市場資金緊盯關注本周即將
公布的消費者物價報告。近期在美國30年期公債標
售狀況良好帶動下，10年期美債殖利率於1.4%以下
狹幅震盪，與公債連動性較強的投資等級債走勢轉為
區間整理。此外，美國企業的成長前景仍佳，市場追
逐風險的意願仍高，持續給予高收益債走勢支持。保
守者可開始布局含投資等級債之基金，積極者亦持續
佈局高收益債基金。

新

興

市

場

債

歐洲經濟復甦優於預期，歐洲央行調升今年經濟展望，
同時放緩「疫情緊急購債計畫(PEPP)」購債速度，導
致上週德國公債殖利率彈升，泰德價差(3個月美國國庫券

利率-3個月德國公債利率)收窄，市場轉為偏好美元，引發
美元短線轉強，恐讓8月份一度回流新興市場的資金，
9月過後再度流出。由於全球商品價格在供需失衡下，
依舊位處相對高位，助長多數新興國家的通膨上升，
本月以來東歐兩大國俄羅斯及烏克蘭依舊透過升息政
策抑制通膨，今年以來除了亞洲外，東歐以及拉美國
家均已進入升息循環，其中通膨狀況較為嚴重的拉美
地區，其主權債表現也相對較差，反而受惠原油需求
提振，加上國家財政紀律較為良好的波灣國家，債券
表現相較穩健。核心配置建議以波灣債基金為主。

債 市

巴克萊美國高收益債指數

巴克萊新興市場美元債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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