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週報

財報季見真章

油價帶動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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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事件總結

成熟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再下修全球經濟成
長預測，但指出德法義等先進國
家可能會稍稍復甦，歐洲央行上
週維持利率決策不變，歐洲央行
正再延就採取何種措施可以降低
負利率帶來的副作用；歐盟同意
英國再次延後脫歐；歐洲股市維
持平盤，小漲0.01%。

•美國新公布3月份消費者核心物價
指數(CPI)創一年來新低，為聯準會
暫停升息的決策提供空間，標準
500指數上漲0.51%。

新興市場

•中國週三公布第一季工業利潤率
大幅衰退， 但3月份PMI、出口年
增率及貨幣供給M1年增率大幅改
善，中國股市仍上漲0.60%；

•上週，拉丁美洲股市下跌2.58%，
主要是受到前週大漲3.19%後回調，
且巴西警方指控眾議院議長收受
賄絡，加上巴西石油因總統壓力
而取消調升柴油價格，巴西股市
領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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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19/04/15(圖中顯示數據
為週漲跌幅結果,資料截至2019/04/12)



一週事件總結

債券市場

•全球投資情緒轉佳，美國公債長
短期利差再度從上禮拜擴大，避
險買盤消退，美國政府公債指數
下跌0.25%；

•風險性債券互有表現，全球高收
益債券上漲0.43%，美元新興債下
跌0.29%，但當幣貨幣新興債受益
於匯率升值，上漲0.51%。

原物料、匯率

•美國核心通膨數據降至一年低點，
美元指數貶值0.43%，受益於英國
不確定性推遲，歐元升值0.74%，
新興市場貨幣同時也上漲0.31%；

•在利比亞內戰及OPEC減產的狀況
下，儘管美國上週原油庫存增加，
油價依舊走高，布蘭特原油上漲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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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19/04/15(圖中顯示數據
為週漲跌幅結果,資料截至2019/04/12)



一週市場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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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19/04/15(圖中顯示數據
為週漲跌幅結果,資料截至2019/04/12)

股市 一週 一個月

MSCI世界指數 0.43 2.47

MSCI新興市場指數 0.36 3.01

MSCI新興亞洲 0.51 3.61

MSCI拉丁美洲市場指數 (2.58) (3.16)

MSCI東協指數 0.01 1.86

MSCI新興東歐市場指數 2.25 3.84

MSCI中國指數 0.60 4.51

標普500指數 0.51 3.01

羅素2000指數 0.14 2.01

道瓊歐盟50指數 0.01 1.82

日本NIKKEI 225指數 0.29 3.29

台灣加權指數 0.58 4.06

印度孟買股市指數 (0.24) 1.95

俄羅斯RTS美元指數 2.25 4.74

產業 一週 一個月

NBI生技指數 (3.51) (2.79)

NASDAQ指數 0.57 3.85

MSCI能源 0.25 1.82

MSCI金融 1.55 1.51

MSCI原物料 0.55 4.90

金融時報全球金礦指數 (0.41) 0.88



一週市場總結

5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19/04/15(圖中顯示數據
為週漲跌幅結果,資料截至2019/04/12)

債市 一週 一個月

美國政府債券指數 (0.25) 0.46

全球高收益債券指數 0.43 1.46

美國投資級債券指數 0.16 1.47

美國高收益債 0.73 1.78

新興市場主權債指數 (0.29) 0.48

當地貨幣計價新興市場債 0.51 1.10

新興市場公司債指數 0.02 0.96

新興亞洲高收益債 0.01 0.99

新興亞洲投資級債 0.01 1.08

歐洲高收益債 0.81 1.30

匯率 一週 一個月

美元指數 (0.43) 0.32

歐元/美元 0.74 (0.20)

美元/台幣 (0.06) 0.08

美元/日圓 0.26 (0.46)

美元/人民幣 (0.06) 0.07

澳幣/台幣 1.17 1.01

紐幣/台幣 0.60 (1.25)

南非幣/台幣 1.12 2.90

新興市場貨幣 0.31 0.10

原物料 一週 一個月

黃金 (0.11) (1.03)

布蘭特原油 1.54 6.06

西德州原油 1.28 12.34



焦點圖表

1. 解讀金融穩定報告

2. 引領期盼財報結果

3. 聯準會會議紀要剖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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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企業端風
險高

• IMF發佈金融穩定報告，存在影子銀
行風險國家數目增加最多，企業面
臨債務風險國家之絕對數量則最多。

7資料來源：IMF，「鉅亨買基金」整理，
2019/4/11。

企業端債務風險最高

全球股市走勢與基本面分歧

MSCI世界指數

預估每股盈餘年增率(右軸)



全球獲利預估

持續下修中

•美國將再度進入財報公佈期，近期
全球企業預估盈餘年增率持續下修，
最終公佈結果與未來展望是觀察重
點。

8
資料來源：Bloomberg，「鉅亨買基金」整理，

採Bloomberg世界指數，201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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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失去方向

•聯準會會議紀錄顯示，委員們對未
來看法不一，因此選擇停止升息，
並將未來升息寄託於經濟數據能否
快速反彈中。

9資料來源：Bloomberg，「鉅亨買基金」整理，
201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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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關鍵數據
行事曆

10資料來源: Bloomberg, 2019/4/11。

日期 國家 事件／數據公佈
資料
時間

市場
預估值

前次
公佈值

4/16 美國
NAHB 房屋市場

指數
Apr 63 62

4/18 美國
先期零售銷售(月

比)
Mar 0.9% -0.2%

4/18 美國 費城聯準企業展望 Apr 10 13.7

4/18 美國
Markit美國製造業
採購經理人指數

Apr P -- 52.4

4/18 美國 領先指數 Mar 0.4% 0.2%

4/19 美國 新屋開工 Mar 1234k 1162k

4/19 美國 營建許可 Mar 1300k 1291k

4/16 歐元區 ZEW調查預期 Apr -- -2.5

4/18 歐元區
Markit歐元區綜合
採購經理人指數

Apr P -- 51.6

4/17 日本 出口(年比) Mar -2.7% -1.2%

4/17 日本 進口(年比) Mar 3.3% -6.6%

4/15 中國 社會融資(人民幣) Mar
1850.0

b
703.0

b

4/17 中國
固定資產農村除外

年至今(年比)
Mar 6.3% 6.1%

4/17 中國
工業生產 年至今

(年比)
Mar 5.6% 5.3%

4/17 中國
零售銷售年至今

(年比)
Mar 8.3% 8.2%

4/17 中國 GDP年比 1Q 6.3% 6.4%

4/15 印度 進口(年比) Mar -- -5.4%

4/15 印度 出口(年比) Mar -- 2.4%



【精選基金相關補充說明】
本資訊中所選擇基金，主要根據鉅亨網投顧所
代理銷售之境外基金中，於同類型基金組別
中，具有晨星較高星級評等，或理柏基金評級
中總回報、穩定回報與保本能力綜合衡量後，
取得相對高評級較多者；或者根據該基金最新
月報中之投資組合，能符合對應投資市場之投
資趨勢者。

【警語】
鉅亨投顧獨立經營管理
本資料僅供參考，鉅亨網投顧已盡力就可靠之
資料來源提供正確之意見與消息，但無法保證
該等資料之完整性。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
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度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
經濟情勢穩定度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
使資產價值受不同程度之影響，匯率走勢亦可
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應
依其本身之判斷投資，若有損益或因使用本資
料所生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應由投資人自行負
責，本公司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
效，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
資人須知。
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
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
金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
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
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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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警語

【警語】

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
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
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
站(http://www.fundclear.com.tw/)中查詢。

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
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
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高收益債
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
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基金可能會因
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
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投
資人應審慎評估，該等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
關風險之投資人。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
效不保證基金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
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
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

投資於Rule 144A債券，境內高收益債券基金最
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30%;境內以投資新興市場
國家為主之債券型基金及平衡型基金最高可投
資基金總資產15%;境外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有
部分投資於美國Rule 144A債券，該債券屬私募
性質，較可能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
不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

不動產證券化型基金得投資於高收益債券，其
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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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警語】

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
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
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
而上下波動。

基金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
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
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
額減損。

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以掛牌上市有
價證券為限，基金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基金
淨資產價值10%(各基金實際可投資大陸地區之
限額應視個別基金信託契約之規範)；境內基金
則依各基金實際可投資大陸地區之限額，應視
個別基金信託契約之規範。

anuefund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官網網址： www.anuefund.com

客服信箱：cs@anuegroup.com.tw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89號2樓A-2室

服務專線：(02)2720-8126 │ 服務時間：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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