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週金融大事回顧 
 

  上週全球股市幾乎都以下跌作收。因貿易衝突，加上科技業財報不佳，使得上週美股三大指數皆修正，為近 8 年來單月最

差。英國脫歐談判因內閣存在分歧被擱置、歐元區又因為義大利與歐盟對政府預算產生衝突，歐洲股市亦因此下跌。 

成熟國家 

 ・市場憂慮全球貿易衝突對歐洲和中國經濟成長的影響，加上科技企業財報表現疲弱，上週美股大幅下跌。在本月尚餘 3

個交易日之際，三大指數均接近創 8 年來單月最差表現。隨著上週五下跌，標普 500 指數和道瓊工業指數今年亦均下跌。 

 ・由於投資人尋求規避股市震盪風險，上週美國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收 3.0755%，較前一週收盤水平 3.1921%大幅下跌。

上週 5 個交易日中，美國公債殖利率有 4 日為下跌。 

 ・《華爾街日報》報導，川普政府拒絕恢復與中國的貿易談判，除非北京拿出具體方案，而這一要求，很可能會破壞美國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11 月底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 G20 領導人高峰會的會面。 

 ・由於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內閣中存在分歧，英國與歐盟之間脫歐談判已被擱置，使得英國定於明年 3 月正式脫歐

前就過渡協議達成一致的時間、正在消耗殆盡。 

 ・市場憂慮義大利與歐盟委員會間預算衝突、英國脫歐前景及全球股市疲弱，使得上週歐洲股市下跌。歐盟委員會上週二

否決了義大利政府預算(包括大幅增加赤字以支付更多社會項目)，並要求其修改。該預算估計赤字占 GDP 比例達 2.4%，遠

高於歐盟預算規則中 0.8%的上限，並違反了義大利繼續削減預算赤字的承諾。 

  

新興市場 

 ・受到全球股市的影響，中國股市上週五跌 0.19%，收 2,598.85 點，但上證綜指一週仍上升 2.12%，因中國政府從上週所

創 4 年低點支持股市的努力取得成功。 

 ・貿易憂慮持續不斷、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台股表現同樣受到壓抑。台股加權平均指數上週五跌 0.33%，一週跌 4.34%，

收 9,489.18 點。而憂慮 iPhone 獲利及美中貿易戰影響，Apple 供應商鴻海精密的股價甚至跌至 4 年來新低。 

 ・南韓股市上週五跌 1.75%，追隨其他亞洲股市下跌，且一週跌 5.99%，收 2,027.15 點。現代汽車(Hyundai)第三季營利

下降 76%，並將此歸因於美國召回成本及新興市場貨幣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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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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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88.31 -1.19 -2.97 -6.69 1.55 5.35 -0.13 
標準普爾 500 指數 2658.69 -1.73 -3.94 -8.76 -0.42 3.01 -0.56 
那斯達克綜合指數 7167.21 -2.07 -3.78 -10.93 0.67 6.95 3.82 
費城半導體指數 1153.00 -1.72 -5.95 -15.64 -8.35 -8.75 -7.98 
羅素 2000 指數 1483.82 -1.10 -3.78 -12.54 -4.65 -1.62 -3.37 
VIX 恐慌指數 24.16 -0.25 21.47 99.34 56.78 146.53 118.84 
歐洲股票指數        
英國富時 100 指數 6939.56 -0.92 -1.56 -7.60 -7.50 -7.53 -9.73 
法國 CAC 40 指數 4967.37 -1.29 -2.31 -9.58 -9.41 -9.59 -6.50 
德國 DAX 30 指數 11200.62 -0.94 -3.06 -8.54 -10.97 -15.26 -13.29 
道瓊歐洲 600 指數 352.34 -0.77 -2.46 -8.05 -8.40 -10.44 -9.47 
MSCI 歐洲小型股指數 365.81 -0.80 -3.99 -12.61 -17.43 -12.22 -16.41 
日本股票指數        
日經 225 指數 21282.89 0.46 -5.89 -11.76 -5.27 -3.30 -6.51 
日本東證股價指數 1601.50 0.34 -5.53 -11.87 -9.89 -9.57 -11.89 
新興亞洲股票指數        
台灣加權指數 9480.79 -0.09 -4.95 -13.86 -10.16 -11.47 -10.92 
香港恆生指數 24701.22 -0.07 -5.55 -11.11 -18.43 -13.14 -17.44 
恆生國企股指數 10020.23 -0.38 -4.48 -9.05 -16.96 -13.94 -14.43 
南韓綜合指數 2019.64 -0.37 -6.57 -13.80 -18.97 -19.11 -18.15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 2992.95 0.70 -2.77 -8.11 -16.33 -11.62 -12.05 
馬來西亞綜合指數(KLSI) 1683.12 0.00 -2.28 -6.14 -9.68 -3.61 -6.33 
印度孟買指數 33349.31 -1.01 -2.82 -7.94 -4.63 0.58 -2.08 
澳洲 All Ordinaries 5723.60 1.03 -3.07 -7.80 -3.86 -3.04 -5.63 
上海證交所綜合指數 2578.28 -0.79 -2.89 -8.62 -16.35 -24.54 -22.04 
深圳證交所綜合指數 1279.55 -0.86 -3.48 -11.24 -27.96 -36.77 -32.63 
MSCI 亞太指數(不含日本) 462.11 -0.86 -4.82 -12.13 -17.95 -15.47 -18.87 
MSCI 新興亞洲指數 468.00 -1.09 -5.02 -12.82 -19.89 -17.13 -20.25 
新興拉美股票指數        
墨西哥 IPC 指數 45803.33 -1.02 -3.44 -7.48 -5.14 -6.92 -7.20 
巴西指數(BOVESPA) 85719.87 1.95 1.78 8.04 -0.84 12.83 12.20 
阿根廷指數(MERVAL) 29369.87 0.12 2.43 -12.23 -2.12 6.88 -2.31 
智利 IPSA40 指數 5124.10 -0.34 0.10 -3.02 -9.95 -7.11 -7.92 
MSCI 新興市場拉丁美洲 2687.59 0.84 -0.55 4.31 -10.76 -5.75 -4.97 
新興歐洲股票指數        
俄羅斯 RTS 指數 1098.31 -2.00 -2.54 -7.86 -5.65 -1.82 -4.86 
土耳其伊斯坦堡 100 指數 90541.53 -3.42 -6.13 -9.42 -15.86 -16.08 -21.50 
波蘭華沙 WIG 指數 2082.77 -2.80 -5.20 -8.85 -8.51 -16.30 -15.38 
MSCI 新興歐洲指數 287.15 -2.39 -2.93 -8.35 -15.11 -12.15 -16.98 
全球產業指數        
MSCI 世界指數 1981.89 -1.21 -3.48 -9.25 -5.45 -2.59 -5.78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939.55 -0.99 -4.41 -10.34 -18.74 -15.37 -18.90 
MSCI 世界資訊科技指數 231.95 -1.88 -3.91 -10.56 1.49 6.92 5.12 
MSCI 世界能源指數 207.94 -0.64 -5.33 -11.55 -9.36 -0.33 -6.98 
債券市場指數        
美林美國公債指數 1566.81 0.30 0.63 -0.05 0.36 -1.28 -1.80 
美林全球高收益債指數 372.82 -0.20 -0.79 -1.68 -1.06 -0.54 -1.21 
美林美國投資級債指數 2822.34 0.21 0.30 -0.81 0.15 -1.98 -2.99 
美林美國高收益債指數 1271.82 -0.25 -0.72 -1.68 1.04 0.86 0.78 
巴克萊 全球企業債 217.51 0.22 0.59 0.28 0.55 1.38 0.73 
巴克萊 全球公債 246.85 0.18 0.29 -0.33 0.68 -0.38 -1.14 
巴克萊 全球高收益債 377.19 -0.25 -0.66 -1.46 0.90 1.00 0.90 
JPM 新興市場美元債 766.67 0.09 -0.16 -1.21 -2.06 -4.18 -5.11 
JPM 新興市場 IG 企業債 187.72 0.14 0.18 0.07 0.95 -0.67 -0.77 
JPM 新興市場當地債 268.00 -0.03 -0.83 -0.48 -10.25 -5.84 -9.15 
JACI 綜合債 210.20 0.14 0.03 -0.41 0.05 -1.98 -2.10 
JACI 投資級債 188.19 0.16 0.19 -0.19 0.63 -1.49 -1.64 
JACI 高收益債 277.11 0.07 -0.54 -1.15 -1.88 -3.58 -3.60 
商品 & 貨幣        
WTI 原油 67.69 0.15 -2.14 -7.59 -0.60 25.58 12.03 
Brent 原油 77.76 0.18 -2.59 -6.00 4.18 28.66 16.29 
黃金 1235.25 0.14 1.06 3.89 -6.22 -3.25 -5.19 
歐元/美元 1.14 0.39 -0.94 -1.85 -5.80 -2.10 -4.89 
歐元/台幣 35.30 -0.11 0.99 0.31 1.63 -0.61 0.65 
美元/台幣 30.99 0.00 -0.27 -1.49 -4.46 -2.55 -4.05 
美元/日圓 111.80 0.10 0.81 1.95 -2.40 1.21 0.80 
美元/人民幣(境外) 6.95 -0.06 -0.01 -1.14 -8.86 -4.34 -6.35 
台幣/日圓 3.61 0.08 1.08 3.49 2.12 3.86 5.05 
台幣/人民幣(境外) 0.22 0.04 0.00 0.40 -5.12 -1.96 -2.23 
澳幣/台幣 0.71 -0.03 0.07 -1.80 -6.08 -7.65 -9.23 
美元指數 96.46 0.11 0.47 1.40 5.37 1.63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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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社，統計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亞洲股市截到 10月 29 日早上 10 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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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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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