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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數據推升公債殖利率，美股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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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股市：就業數據強化 12 月升息預期，公債殖利率攀升拖累史坦普 500 指數連續第二天下跌。九月非農就業人
口增加 13.4 萬人，不如預期，但八月份數據上修至成長 27 萬人，九月平均時薪年增 2.8%，符合預估，失業
率意外降至 3.7%之 48 年低點，八月貿易逆差擴大 6.4%至 532 億美元，為六個月新高，其中，對中國貿易逆
差達到創紀錄水平。科技及通訊服務類股下跌超過 1%，領跌大盤，FAANG，即臉書、亞馬遜、蘋果、Netflix
及 Alphabet 股價走低，反觀市場情緒謹慎支撐防禦型的公用事業類股逆勢上漲 1.57%，為史坦普 500 十一大
類股中唯一收紅者。終場道瓊工業指數下跌 0.68%至 26447.05 點，史坦普 500 指數下跌 0.55%至 2885.57 點，
那斯達克指數下跌 1.16%至 7788.45 點，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 2.32%至 1315.84 點。(10/6 8:00AM)。 
債市：儘管美國九月非農就業新增數弱於預期，惟薪資增速仍穩健，十年期美債殖利率盤中回落，惟隨後止
穩，收盤上升 4.57 點，至 3.2328%。(10/6 8:00AM) 

歐
洲 

歐股收黑。美國副總統彭斯嚴厲批評中國引發中美關係交惡的擔憂，加上美國九月非農就業人口不如預期，
原物料及科技類股領跌大盤。礦業巨擘力拓及 Antofagasta 跌幅均逾 4%，丹麥丹斯克銀行因旗下愛沙尼亞分
行涉及 2,000 億美元洗錢醜聞而面臨美國調查，並遭瑞士信貸調降投資評等，跌幅超過 6%，消費品大廠聯合
利華因英國股東反對而放棄將總部遷往荷蘭，股價滑落 0.61%。終場英國富時 100 指數下跌 1.35%，法股 CAC
指數下跌 0.95%，德股 DAX 指數下跌 1.08%。(10/6 8:00AM)      

亞
洲 

美債殖利率攀揚加以美中關係緊繃壓抑亞股續挫。日圓匯價回升拖累日股由半導體設備商東京威力科創、機
械設備商發那科等出口類股領跌收黑。韓股由營建、水泥與製藥醫療類股領跌收黑，權值股三星電子第三季
營業利益初估較去年同期成長 20.4%至歷史新高，三星股價收於平盤，樂金電子營益成長 44.4%，樂金股價走
強。泰股由能源與電子零組件類股領跌收黑。相較市場預期的升息一碼，印度央行利率會議意外維持基準附
買回利率於 6.5%不變，但將貨幣政策立場由中性改為校準型緊縮，態度較市場預期鷹派，衝擊印股由印度石
油天然氣等能源股與印度國家銀行等金融股領跌下挫。終場日經 225 指數下跌 0.80%，韓國 KOSPI 指數下跌
0.31%，泰國 SET 指數下跌 0.51%，印度 SENSEX 指數下跌 2.25%。(10/5 8:00PM) 

中
港
台 

美國副總統彭斯抨擊中國干預美國期中選舉，美中關係緊張壓抑港股盤勢，尤其聯想、中興通訊、舜宇光學
等科技類股受駭客晶片報導的衝擊跌勢最重。台股受光電、零組件、半導體等電子權值股跌勢拖累收黑。終
場香港恆生指數下跌 0.19%，恆生國企股指數下跌 0.16%，台灣加權股價指數下跌 1.88%。陸股休市。(10/5 
8:00PM) 

拉
美
東
歐 

巴西：巴西 9 月通膨年增率增至 4.53%，高於預期；美元回檔、提振巴西里拉走揚，然大選將近、投資情緒謹
慎，在原物料、工業與金融類股領跌下，巴西聖保羅指數終場下跌 0.76%。(10/6 8:00AM)  
俄羅斯：油價持續從高位回檔，能源、礦業與電信類股下跌，惟俄國盧布反彈，RTS 美元指數收盤下跌 0.12%。
(10/6 8:00AM) 

黃
金 

美國九月就業數據好壞不一，美元走弱提振金價走勢，終場近月黃金期貨上漲 4.0 美元至 1205.6 美元/盎司。
10/6 8: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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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指數 漲跌點數 漲跌幅%
年初迄今

漲跌幅%
股市指數 漲跌點數 漲跌幅%

年初迄今

漲跌幅%

美國Dow Jones (10/5) 26447.05 -180.43 -0.68 +8.83 日本日經225 (10/5) 23783.72 -191.90 -0.80 +6.18

美國S&P 500 (10/5) 2885.57 -16.04 -0.55 +9.52 東證一部指數 (10/5) 1792.65 -8.54 -0.47 +0.48

美國Nasdaq (10/5) 7788.45 -91.06 -1.16 +13.75 韓國KOSPI (10/5) 2267.52 -6.97 -0.31 -7.73

費城半導體指數 (10/5) 1315.84 -31.32 -2.32 +6.46 上海綜證指數 (10/5) 休市 -12.63

美國小型股Russell 2000 (10/5) 1632.11 -14.80 -0.90 +7.30 滬深300指數 (10/5) 休市 -12.82

道瓊歐洲600指數 (10/5) 376.41 -3.27 -0.86 -0.35 深圳創業板指數 (10/5) 休市 -19.01

NBI生技指數 (10/5) 3667.29 -35.66 -0.96 +9.66 香港恆生 (10/5) 26572.57 -51.30 -0.19 -8.29

MSCI世界醫療保健指數 (10/5) 254.65 -0.65 -0.25 +11.62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10/5) 10530.32 -17.32 -0.16 -6.41

史坦普500公用事業指數 (10/5) 272.24 +4.20 +1.57 +4.62 台灣加權指數 (10/5) 10517.12 -201.79 -1.88 +2.76

標普北美天然資源類股指數 (10/5) 322.28 -0.94 -0.29 +4.60 櫃買中心加權股價指數 (10/5) 126.80 -4.82 -3.66 -12.12

富時黃金礦脈指數 (10/5) 1183.45 -7.42 -0.62 -21.75 泰國曼谷指數 (10/5) 1720.52 -8.88 -0.51 +0.74

富時已開發不動產指數 (10/5) 4858.60 -8.85 -0.18 -2.53 富時海峽指數 (10/5) 3209.79 -21.80 -0.67 -2.46

MSCI世界指數 (10/5) 2151.42 -14.01 -0.65 +4.34 印尼雅加達指數 (10/5) 5731.94 -24.68 -0.43 -7.92

MSCI世界小型股指數 (10/5) 423.51 -3.78 -0.88 +1.97 印度孟買SENSEX30指數 (10/5) 34376.99 -792.17 -2.25 +1.95

MSCI新興市場指數 (10/5) 1000.76 -9.62 -0.95 -11.64 越南證交所指數 (10/5) 1008.39 -15.23 -1.49 +4.12

MSCI新興市場小型企業指數 (10/5) 985.50 -14.32 -1.43 -15.96 英國富時100指數 (10/5) 7318.54 -99.80 -1.35 -1.56

MSCI新興亞洲指數 (10/5) 507.65 -5.88 -1.15 -13.49 法國CAC (10/5) 5359.36 -51.49 -0.95 +3.67

MSCI亞洲不含日本小型企業指數 (10/5) 996.82 -17.09 -1.69 -15.50 德國DAX Xetra (10/5) 12111.90 -132.24 -1.08 -6.24

MSCI拉丁美洲指數 (10/5) 2632.96 -5.02 -0.19 -6.90 巴西BOVESPA (10/5) 82321.52 -631.29 -0.76 +7.75

MSCI東歐指數 (10/5) 5451.08 -31.16 -0.57 +1.21 墨西哥BOLSA (10/5) 48052.85 -630.41 -1.29 -1.13

MSCI中國指數 (10/5) 75.63 -0.57 -0.75 -13.63 俄羅斯RTS (10/5) 1159.33 -1.43 -0.12 +5.13

MSCI邊境市場指數 (10/5) 533.53 -2.02 -0.38 -13.71 土耳其 (10/5) 94883.47 +386.67 +0.41 -14.60

美國高收益債 (10/5) 1991.31 -0.19 +2.12 政府債GNMA利差 (10/5) 23 +2 19

歐洲高收益債 (10/5) 382.44 -0.05 +0.27 投資等級公司債利差 (10/5) 105 +0 93

全球債券 (10/5) 211.11 -0.18 -3.49 美國高收益債利差 (10/5) 320 +4 343

新興國家美元主權債 (10/5) 352.85 -0.26 -4.84 歐洲高收益債利差 (10/5) 345 +2 294

新興國家當地債 (10/5) 126.67 +0.02 -7.12 新興國家美元主權債利差 (10/5) 324 +2 255

中國公司債 (10/5) 206.69 +0.01 +6.62 新興亞洲美元主權債利差 (10/5) 172 +2 140

中國公司債(境外) (10/5) 138.88 +0.01 +3.87 中國公司債(境外)利差 (10/5) 194 -1 65

投資等級公司債 (10/5) 2803.94 -0.22 -3.37

美國政府GNMA (10/5) 2016.34 -0.20 -1.88

註：除歐洲高收益及中國公司債為當地貨幣計價外，其餘均換算為美元計價 註:各類債券指數殖利率－美(歐)公債殖利率之後的差值，單位為基本點(1bp=0.01%) 

美國二年期短債 (10/5) 2.8850 0.017 1.883 美元DXY指數 (10/5) 95.6240 -0.1270 +3.80

美國十年期長債 (10/5) 3.2328 0.046 2.405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 (9/21) 92.6600 -0.3900 -2.31

美國三十年期長債 (10/5) 3.4036 0.056 2.740 美元兌台幣 (10/5) 30.8400 -0.0480 -3.22

歐元區二年期短債 (10/5) -0.5140 0.003 -0.627 歐元兌台幣 (10/5) 35.4866 -0.0998 +0.13

歐元區十年期長債 (10/5) 0.5730 0.042 0.427 美元兌日幣 (10/5) 113.7200 +0.1900 -0.91

歐元兌美元* (10/5) 1.1524 +0.0010 -4.01

英鎊兌美元* (10/5) 1.3120 +0.0099 -2.91

澳幣兌美元* (10/5) 0.7052 -0.0024 -9.69

美元兌加幣 (10/5) 1.2939 -0.0015 -2.84

黃金(紐約商交所期貨價） (10/5) 1205.60 +4.00 -7.92 美元兌韓元 (10/5) 1130.5000 -0.6800 -5.58

原油(紐約商交所期貨價) (10/5) 74.34 +0.01 +23.04 美元兌印度盧比 (10/5) 73.7675 -0.1837 -13.41

農產品指數 (10/5) 286.91 +2.31 +1.69 美元兌印尼盾 (10/5) 15183.0000 -4.0000 -10.72

CRB指數 (10/5) 199.04 +0.25 +2.67 美元兌馬來西亞幣 (10/5) 4.1497 -0.0032 -2.49

美元兌人民幣 (10/5) 休市

美元兌港幣 (10/5) 7.8354 -0.0002 -0.27

美元兌南非蘭德 (10/5) 14.7685 +0.0999 -16.15

美元兌巴西里拉 (10/5) 3.8398 +0.0354 -13.73

美元兌墨西哥披索 (10/5) 18.8246 +0.2878 +4.43

美元兌阿根廷披索 (10/5) 37.8522 +0.4961 -50.80

註：股價指數年初迄今漲跌幅含股利變動。 註：除*外，A貨幣兌B貨幣之升貶，係衡量B貨幣之幣值變動。

黃金與原油 漲跌
年初迄今

漲跌幅%

全球主要貨幣 升貶
年初迄今升

貶幅度%

基本點(bp) 漲跌 去年底

主要債券市場殖利率(%) 漲跌 去年底

彭博巴克萊債券指數利差彭博巴克萊債券指數 漲跌幅%
年初迄今

漲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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