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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上週波動劇烈，S&P500指數連五週下跌
國際油價因歐盟提議6個月內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Brent上週續漲2.8%

 美國股市上週一度因FOMC會議淡化

激進升息可能性而大幅反彈，但隨後

因美國勞工統計局報告，美國為應對

激增的確診人數，勞動力成本飆升，

2022年第1季衡量產出與工作時間的

非農勞工生產率下降 7.5%，為近75年

來的最快速度；投資人因而再度將焦

點集中在停滯性通膨和經濟衰退的擔

憂，股市下跌，全週波動劇烈。S&P

500指數週跌0.2%，為連續第五週下

跌。

 歐盟提議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

該計畫將於6個月內生效，但仍須獲得

歐盟全體成員國的核准；此外，美國

最晚將於2023年開始回補戰備儲油，

國際油價上週續漲，WTI週漲4.9%，

Brent週漲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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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全球股市 643.7 -1.0% -1.5% -8.5% -10.4% -14.7% -8.6%

成熟市場 2762.2 -0.8% -1.2% -8.3% -9.8% -14.5% -6.4%

新興市場 1031.5 -2.6% -4.2% -9.7% -15.5% -16.3% -23.1%

亞太不含日 536.9 -2.9% -4.1% -9.4% -12.7% -14.8% -22.3%

新興歐 83.5 -0.9% -4.2% -11.1% -73.7% -75.2% -74.4%

拉美 2238.2 -0.8% -3.3% -16.0% -1.3% 5.1% -9.0%

S&P 500 4123.3 -0.6% -0.2% -8.0% -8.4% -13.5% -1.9%

DJIA 32899.4 -0.3% -0.2% -4.6% -6.2% -9.5% -4.8%

NASDAQ 12144.7 -1.4% -1.5% -12.6% -13.9% -22.4% -10.9%

道瓊歐洲 429.9 -1.9% -4.5% -5.7% -7.0% -11.9% -2.5%

德國DAX 13674.3 -1.6% -3.0% -3.4% -9.4% -13.9% -10.0%

法國CAC 6258.4 -1.7% -4.2% -3.7% -10.0% -12.5% -1.6%

英國富時 7387.9 -1.5% -2.1% -2.6% -1.7% 0.0% 4.4%

日本日經225 27003.6 0.7% 0.6% -1.3% -1.6% -6.2% -7.9%

中國上證 3001.6 -2.2% -1.5% -8.6% -10.7% -17.5% -12.8%

中國滬深300 3908.8 -2.5% -2.7% -8.3% -14.4% -20.9% -22.8%

香港恆生 20002.0 -3.8% -5.2% -9.4% -18.6% -14.5% -30.2%

台灣 16408.2 -1.7% -1.1% -6.4% -7.2% -9.9% -3.4%

印度 54835.6 -1.6% -3.9% -8.0% -6.5% -5.9% 12.0%

巴西 105134.7 -0.2% -2.5% -11.1% -6.3% 0.3% -12.3%

俄羅斯 1088.0 -2.8% 0.6% 5.1% -24.2% -31.8% -29.8%

全球REITs 1296.9 -1.3% -4.2% -10.0% -4.7% -13.6% 3.0%

美國REITs 1368.9 -1.5% -4.5% -10.3% -5.3% -13.2% 5.2%

全球基礎建設 1977.2 0.2% 1.0% -4.2% 1.3% 0.8% -0.7%

Brent 112.4 1.3% 2.8% 11.2% 20.5% 44.5% 65.1%

WTI 109.8 1.4% 4.9% 14.1% 18.9% 46.0% 69.6%

黃金 1883.8 0.4% -0.7% -2.2% 4.2% 3.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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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5月FOMC決議升息2碼符預期且激進升息可能性下降
美10年公債殖利率升至2018/11月以來高點；美元指數維持強勢，債市續跌

 美國聯準會5月FOMC會議決議，調高聯

邦基準利率2碼至0.75%~1%，並於6月

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此外，Fed主席鮑

爾淡化更激進升息的可能性，對於未來繼

續升息2碼已有共識，而未積極考慮升息

3碼。但在非農就業數據後，投資人重新

評估聯準會的終端利率水準，美國10年

公債殖利率週升19bps達3.13%；2年公

債殖利率週升2bps達2.73%；債市續跌。

 美國勞工部上週五(5/6)公布非農就業報

告憂喜參半，4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加42.8

萬人，高於預期的38萬人，但略低於前

期的43.1萬人。4月失業率為3.6%，略高

於預期的3.5%，但與前月持平。Fed亦表

示希望緩和對勞工的需求，以減緩薪資增

長和通膨壓力。美元指數維持強勢，續漲

0.7%。英鎊則受英國央行暗示未來幾個

月將謹慎升息，上週貶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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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103.66 -0.1% 0.7% 4.1% 8.6% 8.4% 14.0%

歐元 1.06 0.1% 0.1% -3.2% -7.8% -7.2% -12.5%

英鎊 1.23 -0.1% -1.8% -5.5% -8.7% -8.7% -11.1%

日圓 130.56 -0.3% -0.7% -5.5% -13.3% -13.5% -19.7%

澳幣 0.71 -0.5% 0.2% -5.8% 0.1% -2.6% -9.1%

人民幣 6.72 -0.5% -1.2% -5.6% -5.6% -5.7% -3.9%

台幣 29.67 -0.6% -0.7% -3.2% -6.6% -7.2% -6.0%

印度盧比 76.93 -0.9% -0.7% -1.5% -3.0% -3.5% -4.3%

巴西里爾 5.08 -1.0% -2.2% -7.7% 4.6% 8.9% 3.8%

俄羅斯盧布 118.69 0.0% 0.0% 0.0% -56.5% -58.9% -59.9%

全球複合債 466.30 -0.5% -1.3% -5.0% -10.3% -12.4% -14.0%

全球投資債 303.65 -0.4% -1.4% -5.5% -10.8% -14.0% -14.5%

全球高收益 403.10 -0.6% -1.3% -4.7% -8.7% -11.3% -11.5%

美國高收益 1434.33 -0.7% -1.2% -3.9% -6.2% -9.2% -6.3%

Crossover 603.42 -0.7% -1.3% -5.1% -14.1% -16.7% -16.0%

新興債 1086.26 -0.7% -1.3% -4.8% -11.5% -14.3% -14.1%

亞債 230.67 -0.7% -0.9% -2.9% -8.3% -10.3% -10.1%

美國2年期公債 2.73 3 2 26 142 200 258

美國10年期公債 3.13 9 19 53 122 162 156

10年-2年公債利差 39.57 6 18 27 -20 -38 -102

歐洲10年期公債 1.13 9 19 48 93 131 136

日本10年期公債 0.24 1 2 0 4 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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