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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金融大事回顧 
  

  美國經濟成長前景優異及未來可能的通膨風險，導致上周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揚致 3.2328%，較前一周收盤水平 3.0612%

強勁上升，並創下 7 周高點。至於歐洲，則是英國脫歐以及經濟表現蒙塵，以跌勢作收；另一方面，市場持續偏好美元資產，再加

上貿易衝突未解，新興市場同樣承襲賣壓。 

成熟國家 

– 美國公債殖利率上升至多年高點，這導致美股上周主要指數皆以下跌作收。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週五跌 0.68%，從而拖

累該股指一周跌 0.04%。S&P 500 週五跌 0.55%，一周跌 0.97%。科技納斯達克指數(Nasdaq)週五跌 1.16%，一周跌 3.21%，

收報 7,788.40 點。 

– 加拿大與美國、墨西哥達成了一項新的貿易協議以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此項美墨加新協議(USMCA)包括對墨西

哥和加拿大對美貿易汽車訂定上限及禁止匯率操縱，且如果三方中的一方與「非市場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其他兩方

有權終止 USMCA。後一項條款明顯針對中國，實際上終結了加拿大與中國達成此類協議的可能性。美國總統川普希望將該

協議作為與歐盟及日本貿易協議的樣版。 

– 科技公司超微(Super Micro)股價上週四跌逾 40%，因彭博社報導中國代工廠在其設備上植入了微型間諜芯片，而這些設備用

於蘋果(Apple)及亞馬遜(Amazon)等營運的許多數據中心。超微否認了這一報導，然而蘋果及亞馬遜確表示曾在其數據中心

使用的許多組件中發現過這種間諜芯片。 

– 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宣佈已與特斯拉(Tesla)CEO 馬斯克(Elon Musk)達成和解，也激勵了特斯拉股價週一大幅上升。

未來，馬斯克將辭去董事長一職，且三年內不得再任，但仍將擔任 CEO，且馬斯克及特斯拉還將支付 2,000 萬美元的罰金，

這筆罰金將通過法院批准的程序分發給受到傷害的投資者。 

– 由於英國脫歐憂慮持續，上周倫敦股市下跌。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日本銀行野村(Nomura)正就英國脫歐後將部分倫敦

業務遷至巴黎進行深入談判。 

– 軟銀集團即將向新加坡 Grab 這家叫車服務公司再投資 5 億美元。今年迄今 Grab 已籌資 20 億美元，其中包括 6 月份豐田汽

車宣佈投資的 10 億美元。此筆軟銀投資將使 Grab 融資總額達 65 億美元，令該公司估值為約 120 億美元。 

新興市場 

– 在周日總統大選前，巴西股市週五下跌 0.76%，但一周仍上升 3.75%。 

– 在政府上週四意外宣佈擬下調汽油及柴油價格而有損能源公司盈餘前景後，印度股市週五下跌 2.25%。孟買敏感 30 指數一

周跌 5.11%，收報 34,376.99 點，為連續第 5 周下跌，並創 2016 年 2 月 11 日當周以來最大單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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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1-1005 全球市場行情 
  Last Price 1D (%) 5D (%) 1M (%) 6M (%) 1Y (%) YTD (%) 
美國股票指數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26447.05 -0.68 -0.04 2.05 10.51 16.13 6.99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2885.57 -0.55 -0.97 0.48 10.79 13.19 7.93 
那斯達克綜合指數 7788.45 -1.16 -3.21 -1.44 12.63 18.18 12.82 
費城半導體指數 1315.84 -2.32 -3.72 -3.30 4.00 10.44 5.01 
羅素 2000 指數 1632.11 -0.90 -3.80 -4.73 7.85 8.07 6.29 
VIX 恐慌指數 14.82 4.22 22.28 -0.40 -31.04 53.58 34.24 
歐洲股票指數        
英國富時 100 指數 7318.54 -1.35 -2.55 0.56 1.88 -2.72 -4.80 
法國 CAC 40 指數 5359.36 -0.95 -2.44 2.04 1.92 -0.01 0.88 
德國 DAX 30 指數 12111.90 -1.08 -2.60 1.27 -1.06 -6.51 -6.24 
道瓊歐洲 600 指數 376.41 -0.86 -1.77 0.71 0.42 -3.35 -3.28 
MSCI 歐洲小型股指數 406.18 -1.21 -3.25 -2.49 -6.98 -2.83 -7.19 
日本股票指數        
日經 225 指數 23783.72 -0.80 -1.39 6.62 10.28 14.95 4.48 
日本東證股價指數 1792.65 -0.47 -1.35 6.43 4.27 6.25 -1.37 
新興亞洲股票指數        
台灣加權指數 10424.19 -0.88 -5.68 -3.90 -3.67 -1.03 -2.05 
香港恆生指數 26428.21 -0.54 -4.90 -2.02 -11.45 -7.13 -11.67 
恆生國企股指數 10503.77 -0.25 -4.67 -0.53 -12.23 -8.34 -10.30 
南韓綜合指數 2263.41 -0.18 -3.40 -0.80 -6.84 -5.47 -8.27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3191.11 -0.58 -1.98 1.81 -7.30 -3.04 -6.22 
馬來西亞綜合指數(KLSI) 1774.73 -0.14 -0.99 -1.36 -3.39 0.61 -1.23 
印度孟買指數 34376.99 -2.25 -5.36 -10.45 2.23 8.06 0.94 
澳洲 All Ordinaries 6125.20 -0.97 -0.76 -0.30 5.81 7.26 0.99 
上海證交所綜合指數 2751.26 -2.48 -1.65 0.95 -13.18 -17.85 -16.81 
深圳證交所綜合指數 1406.29 -2.45 -2.69 -3.11 -24.14 -29.28 -25.96 
MSCI 亞太指數(不含日本) 500.79 -0.90 -4.56 -2.98 -10.68 -7.07 -12.08 
MSCI 新興亞洲指數 507.65 -1.14 -5.36 -4.09 -13.19 -8.68 -13.49 
新興拉美股票指數        
墨西哥 IPC 指數 48052.85 -1.29 -2.93 -1.88 0.26 -4.47 -2.64 
巴西指數(BOVESPA) 82321.52 -0.76 3.75 7.73 -2.95 8.24 7.75 
阿根廷指數(MERVAL) 30168.72 -2.46 -9.84 1.20 -4.95 12.58 0.34 
智利 IPSA40 指數 5260.00 -1.24 -0.45 0.80 -5.79 -4.11 -5.47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 2632.96 -0.19 2.19 7.31 -13.07 -10.86 -6.90 
新興歐洲股票指數        
俄羅斯 RTS 指數 1159.33 -0.12 -2.74 10.36 -6.24 2.21 0.42 
土耳其伊斯坦堡 100 指數 94883.47 0.41 -5.08 1.73 -17.30 -8.89 -17.73 
波蘭華沙 WIG 指數 2264.20 -0.50 -0.92 0.31 0.24 -8.68 -8.00 
MSCI 新興歐洲指數 302.70 -0.23 -3.10 6.28 -14.19 -8.24 -12.48 
全球產業指數        
MSCI 世界指數 2151.42 -0.65 -1.68 0.65 4.81 6.82 2.28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1000.76 -0.95 -4.36 -2.17 -13.87 -9.28 -13.61 
MSCI 世界資訊科技指數 252.75 -1.23 -2.83 0.14 13.56 22.12 14.55 
MSCI 世界能源指數 237.10 -0.62 -0.40 6.54 11.32 13.27 6.07 
債券市場指數        
美林美國公債指數 1553.00 -0.18 -0.82 -1.43 -1.34 -2.34 -2.67 
美林全球高收益債指數 377.55 -0.15 -0.56 0.51 -0.02 0.82 0.04 
美林美國投資級債指數 2814.96 -0.28 -0.92 -0.92 -1.09 -2.15 -3.24 
美林美國高收益債指數 1287.85 -0.17 -0.66 0.24 2.65 2.31 2.05 
巴克萊 全球企業債 215.50 -0.16 -0.52 -0.97 -0.67 0.66 -0.20 
巴克萊 全球公債 245.83 -0.17 -0.68 -0.68 -0.34 -0.48 -1.55 
巴克萊 全球高收益債 381.79 -0.17 -0.33 0.30 2.54 2.61 2.13 
JPM 新興市場美元債 769.08 -0.26 -1.40 1.00 -3.30 -4.51 -4.81 
JPM 新興市場 IG 企業債 187.37 -0.06 -0.36 -0.24 0.19 -0.98 -0.95 
JPM 新興市場當地債 266.40 0.13 -1.68 2.77 -13.34 -8.70 -9.70 
JACI 綜合債 210.42 -0.04 -0.59 -0.30 -0.58 -1.67 -1.99 
JACI 投資級債 187.83 -0.03 -0.65 -0.55 -0.25 -1.59 -1.83 
JACI 高收益債 280.22 -0.08 -0.39 0.54 -1.68 -1.89 -2.51 
商品 & 貨幣        
WTI 原油 73.76 -0.78 -2.05 8.87 18.85 49.64 22.08 
Brent 原油 83.26 -1.07 -2.02 8.37 24.06 49.69 24.51 
黃金 1195.96 -0.64 0.59 -0.03 -10.44 -6.67 -8.20 
歐元/美元 1.15 0.16 -0.80 -0.53 -6.17 -1.95 -3.87 
歐元/台幣 35.55 -0.18 -0.38 0.28 0.94 0.29 -0.04 
美元/台幣 30.87 -0.08 -1.12 -0.17 -5.34 -1.54 -3.69 
美元/日圓 113.85 -0.11 0.11 -2.39 -6.07 -1.03 -1.02 
美元/人民幣(境外) 6.90 -0.41 -0.41 -0.61 -8.56 -3.95 -5.66 
台幣/日圓 3.69 -0.04 1.26 -2.22 -0.77 0.51 2.78 
台幣/人民幣(境外) 0.22 -0.13 0.85 -0.36 -3.53 -2.68 -1.79 
澳幣/台幣 0.71 0.00 -2.30 -0.83 -8.49 -9.18 -9.69 
美元指數 95.68 0.06 0.40 0.33 6.18 2.00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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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社，統計至 2018 年 10 月 05 日。(*亞洲股市截到 10月 8 日早上 10 點 18 分) 

 

本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供，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翻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

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靠之來源，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誤或疏漏，本公

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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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秘書 APP 

 

YouTube 頻道 

 

施羅德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7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客服專線：

02-87236888）http://www.schroder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