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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續跌，道瓊創1980年以來最長連跌週數紀錄
美國汽油期貨再創歷史新高，惟歐盟或推遲制裁俄油，WTI/Brent漲跌不一

 美國股市上週五因Fed主席鮑爾受訪時

表示6月和7月或各升息2碼，淡化通

膨數據後投資人對更緊縮升息的擔憂，

使市場風險偏好增加，股市自熊市邊

緣反彈，但全週三大股市仍下跌2~

3%，DJIA指數連七週下跌，創1980

年以來最長連續下跌週數紀錄。上週

五(5/13)公佈美國5月密西根大學消費

者信心指數為59.1，創2013年以來的

新低，低於前月的65.2和預期的64.0。

S&P500指數週跌2.4%，NASDAQ指

數週跌2.8%，皆為連六週下跌。

 俄烏戰爭持續，歐盟或推遲制裁俄羅

斯石油，主因歐盟無法爭取匈牙利支

持禁運。美國汽油期貨上週五(5/13)

收盤再創歷史新高，提振WTI週漲

0.7%，連續第三週上漲，Brent則下

跌0.7%。

上週市場掃描 金融市場亮點 本週市場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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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NIC整理，20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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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全球股市 629.2 2.3% -2.2% -9.6% -12.1% -16.6% -8.6%

成熟市場 2701.3 2.3% -2.2% -9.5% -11.1% -16.4% -6.6%

新興市場 1004.5 1.7% -2.6% -10.3% -19.0% -18.5% -22.3%

亞太不含日 522.4 1.9% -2.7% -9.6% -16.4% -17.1% -21.4%

新興歐 81.2 2.3% -2.8% -15.3% -75.0% -75.9% -75.2%

拉美 2244.0 1.6% 0.3% -14.8% -5.8% 5.4% -8.9%

S&P 500 4023.9 2.4% -2.4% -9.5% -8.9% -15.6% -2.2%

DJIA 32196.7 1.5% -2.1% -6.9% -7.3% -11.4% -5.4%

NASDAQ 11805.0 3.8% -2.8% -13.5% -14.4% -24.5% -10.1%

道瓊歐洲 433.5 2.1% 0.8% -5.1% -7.7% -11.1% -0.9%

德國DAX 14027.9 2.1% 2.6% -0.3% -9.1% -11.7% -7.7%

法國CAC 6362.7 2.5% 1.7% -2.7% -9.3% -11.0% 1.2%

英國富時 7418.2 2.6% 0.4% -2.1% -3.2% 0.5% 6.5%

日本日經225 26427.7 2.6% -2.1% -1.5% -4.6% -8.2% -3.7%

中國上證 3084.3 1.0% 2.8% -3.2% -10.9% -15.3% -10.1%

中國滬深300 3988.6 0.8% 2.0% -3.7% -13.3% -19.3% -20.1%

香港恆生 19898.8 2.7% -0.5% -6.9% -20.1% -15.0% -28.2%

台灣 15832.5 1.4% -3.5% -8.5% -13.5% -13.1% 1.0%

印度 52793.6 -0.3% -3.7% -9.5% -9.2% -9.4% 8.4%

巴西 106924.2 1.2% 1.7% -8.4% -5.9% 2.0% -11.4%

俄羅斯 1132.2 -0.7% 4.1% 13.6% -23.0% -29.0% -26.8%

全球REITs 1253.2 2.6% -3.4% -11.5% -6.0% -16.5% 0.7%

美國REITs 1325.8 2.5% -3.1% -12.2% -6.9% -15.9% 3.3%

全球基礎建設 1951.8 1.3% -1.3% -5.7% 0.2% -0.5% -0.8%

Brent 111.6 3.8% -0.7% 2.5% 18.1% 43.4% 66.4%

WTI 110.5 4.1% 0.7% 6.0% 18.7% 46.9% 73.1%

黃金 1811.8 -0.6% -3.8% -8.4% -2.5% -1.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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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重申升息兩碼為目前較適選項
美10年公債殖利率回落至3%以下；美元指數連六週上漲，債市漲跌互見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雖於上週四(12日)重

申，下兩次利率會議各升息2碼是合適的，

但坦言要實現美國經濟軟著陸極具挑戰；

最新公布美國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

增8.3%，如預期低於前值8.5%，但高於

預期的8.1%，仍居近40年來相對高點；

Fed能否控制通膨同時維持就業市場穩健

仍須觀察。美國10年公債殖利率上週回

落21bps至2.92%；2年公債殖利率回落

15bps達2.58%；債市漲跌互見。

 美元指數連續六週上漲，因對經濟成長前

景的擔憂、俄烏戰爭和中國封控影響的不

確定性使市場風險情緒仍高。美元指數週

漲0.9%。歐元則連六週收低，即使市場

對歐洲央行(ECB)7月開始升息的預期升溫，

但緊縮程度預期將不及美國，且因強勢美

元壓抑，歐元週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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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104.56 -0.3% 0.9% 4.7% 8.8% 9.3% 15.2%

歐元 1.04 0.3% -1.3% -4.4% -8.3% -8.4% -13.8%

英鎊 1.23 0.5% -0.7% -6.5% -9.6% -9.4% -12.7%

日圓 129.22 -0.7% 1.0% -2.9% -12.0% -12.3% -18.0%

澳幣 0.69 1.2% -1.9% -6.9% -2.8% -4.4% -10.2%

人民幣 6.80 0.4% -1.2% -6.6% -6.8% -7.0% -5.5%

台幣 29.80 0.1% -0.5% -2.5% -7.0% -7.7% -6.5%

印度盧比 77.45 0.0% -0.7% -1.7% -2.7% -4.2% -5.5%

巴西里爾 5.06 1.4% 0.4% -7.9% 3.6% 9.2% 4.7%

俄羅斯盧布 118.69 0.0% 0.0% 0.0% -53.8% -58.9% -60.3%

全球複合債 467.68 -0.4% 0.3% -3.8% -9.4% -12.2% -13.3%

全球投資債 303.96 -0.6% 0.1% -4.2% -10.1% -13.9% -13.9%

全球高收益 398.19 0.1% -1.2% -4.8% -9.2% -12.4% -12.5%

美國高收益 1418.12 0.2% -1.1% -4.1% -6.5% -10.2% -7.1%

Crossover 599.85 -0.1% -0.6% -4.5% -13.9% -17.2% -16.2%

新興債 1082.37 -0.1% -0.4% -3.9% -11.3% -14.6% -14.1%

亞債 229.68 -0.2% -0.4% -2.3% -7.6% -10.7% -10.0%

美國2年期公債 2.58 2 -15 23 108 185 243

美國10年期公債 2.92 7 -21 22 98 141 126

10年-2年公債利差 34.05 5 -6 -1 -10 -44 -116

歐洲10年期公債 0.94 11 -19 18 65 113 107

日本10年期公債 0.24 0 0 0 1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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