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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因通膨高企引持續激進升息擔憂，股市續跌
企業獲利遭通膨侵蝕前景不佳，本週OPEC+會議或因衰退風險升高決定減產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2/9/30

• 美國通膨居高不下，8月核心PCE物價指數高於預期，使

投資人擔憂聯準會持續積極升息抗通膨，恐衝擊經濟引

發衰退。美國三大指數上週持續下跌近3%，且皆跌至

2020年下半年以來低點。9月DJIA、S&P500、NASDAQ分

別下跌8.9%、9.3%、10.5%。

• 企業將在未來幾週陸續公布第三季(7-9月)財報。企業對

營運的示警跟衰退疑慮相符。Nike Inc.、嘉年華遊輪集

團(Carnival Corp.)都警告，通膨已開始對毛利率產生壓

力。分析師預測，標普500大企業Q3盈餘年增率僅將達

4.5%，低於之前預估的11.1%。

• 國際油價雖受經濟衰退風險升高，市場擔心油市需求前

景不佳而震盪，月線、季線皆下跌；但因本週OPEC+會

議或決定減產，WTI週漲1.0%、Brent週漲2.1%。

2022/9/30

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全球股市 553.4 -0.8% -2.6% -9.7% -7.6% -26.7% -22.0%

成熟市場 2378.7 -0.9% -2.5% -9.5% -7.1% -26.4% -20.9%

新興市場 875.8 0.3% -3.3% -11.9% -11.8% -28.9% -30.1%

亞太不含日 452.8 -0.1% -3.6% -12.9% -12.8% -28.1% -28.9%

新興歐 65.6 0.6% -4.6% -10.7% -12.5% -80.5% -82.2%

拉美 2054.6 1.3% -3.2% -3.4% 1.5% -3.5% -7.8%

S&P 500 3585.6 -1.5% -2.9% -9.3% -6.3% -24.8% -16.8%

DJIA 28725.5 -1.7% -2.9% -8.8% -7.6% -20.9% -15.1%

NASDAQ 10575.6 -1.5% -2.7% -10.5% -5.0% -32.4% -26.8%

道瓊歐洲 387.9 1.3% -0.7% -6.6% -4.7% -20.5% -14.7%

德國DAX 12114.4 1.2% -1.4% -5.6% -5.5% -23.7% -20.6%

法國CAC 5762.3 1.5% -0.4% -5.9% -2.8% -19.4% -11.6%

英國富時 6893.8 0.2% -1.8% -5.4% -3.8% -6.6% -2.7%

日本日經225 25937.2 -1.8% -4.5% -7.7% 0.0% -9.9% -11.9%

中國上證 3024.4 -0.6% -2.1% -5.6% -10.7% -16.9% -15.2%

中國滬深300 3804.9 -0.6% -1.3% -6.7% -14.8% -23.0% -21.8%

香港恆生 17222.8 0.3% -4.0% -13.7% -21.2% -26.4% -29.9%

台灣 13424.6 -0.8% -4.9% -11.1% -6.4% -26.3% -20.7%

印度 57426.9 1.8% -1.2% -3.5% 8.5% -1.4% -2.9%

巴西 110036.8 2.2% -1.5% 0.5% 11.2% 5.0% -0.8%

俄羅斯 1055.7 -1.5% -7.5% -16.1% -17.3% -33.8% -40.6%

全球REITs 1040.0 1.1% -4.2% -13.7% -13.6% -30.7% -20.7%

美國REITs 1100.5 1.3% -4.0% -12.8% -12.6% -30.2% -19.4%

全球基礎建設 1688.8 -1.2% -5.5% -11.3% -12.8% -13.9% -10.6%

Brent 88.0 -0.6% 2.1% -8.8% -21.2% 13.1% 12.0%

WTI 79.5 -2.1% 1.0% -11.2% -26.7% 5.7% 5.9%

黃金 1660.6 0.0% 1.0% -2.9% -8.3% -9.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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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商務部上週五公布數據顯示，美國8月PCE年增

6.2%，前值上修至6.4%；月增0.3%，皆高於預期；扣除

食品和能源，8月核心PCE物價指數年增4.9%，高於預

期的4.7%，為今年4月以來最大升幅，月增0.6%，也高

於預期的0.5%。美國2年期公債殖利率上週續升8bps至

4.28%；10年期公債殖利率週升14bps至3.83%。

• 美國聯準會延續調高利率步調，並暗示繼續激進升息。

Fed副主席Brainard強調壓制通膨的必要性，且將避免過

早收手。美國公債殖利率上週全線續揚，各年期創至少

25年來最大季增幅，債市全面下跌。

• 英國9/23公布減稅措施後，英國債匯皆大跌，但9/28英

國央行(BOE)介入英國長債市場維持金融穩定後，上週

英鎊止穩回升2.9%。美元指數自高點回落，週跌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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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8月核心PCE年增4.9%高於預期，達4個月高點
英鎊因英國央行介入長債市場後止穩回升，美元指數自高點回落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2/9/30

2022/9/30

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112.12 -0.1% -0.9% 3.1% 6.6% 17.2% 19.0%

歐元 0.98 -0.1% 1.2% -2.5% -5.9% -13.8% -15.4%

英鎊 1.12 0.5% 2.9% -3.9% -7.6% -17.5% -17.1%

日圓 144.74 -0.2% -1.0% -4.2% -7.0% -25.8% -30.1%

澳幣 0.64 -1.5% -2.0% -6.5% -6.1% -11.9% -11.4%

人民幣 7.14 -0.6% -0.1% -3.4% -6.6% -12.3% -10.7%

台幣 31.77 0.3% -0.3% -4.4% -6.7% -14.8% -14.1%

印度盧比 81.35 0.6% -0.4% -2.4% -2.9% -9.4% -9.6%

巴西里爾 5.42 -0.3% -2.9% -4.5% -1.6% 2.9% 0.5%

俄羅斯盧布 60.13 -4.5% -3.9% 1.4% -7.8% 20.0% 17.3%

全球複合債 426.52 0.2% -0.7% -5.1% -7.4% -19.9% -20.4%

全球投資債 278.95 0.1% -1.4% -5.6% -6.8% -21.0% -21.4%

全球高收益 368.52 0.3% -1.6% -4.9% -2.7% -18.9% -19.5%

美國高收益 1348.00 0.2% -1.3% -4.0% -0.9% -14.6% -14.1%

Crossover 552.03 0.1% -2.7% -6.0% -4.4% -23.8% -24.0%

新興債 1007.14 0.0% -2.4% -5.5% -4.6% -20.5% -20.9%

亞債 215.53 0.3% -1.2% -4.8% -4.0% -16.2% -16.4%

美國2年期公債 4.28 9 8 79 145 355 400

美國10年期公債 3.83 4 14 64 95 232 234

10年-2年公債利差 -45.01 -4 7 -15 -50 -123 -166

歐洲10年期公債 2.11 -7 9 57 88 229 231

日本10年期公債 0.24 -1 1 2 2 1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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