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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资齐捧台股攀“万七”，财报周登场料随美股同进退
记者 詹静宜
路透台北 4 月 9 日 - 受惠于美债利空警报暂歇、美股频创
历史新高，带动短线台股维持惊惊涨格局，今日盘中一度
升破“万七”(指 17,000 点)再创历史新高；分析师表示，
随着美股频探历史新高，激励台股跟进攀高，后续进入超
级财报周将左右美股后市，牵动台股续涨动能。
台股今日再以 17,016 点刷新盘中历史高位。分析师指
出，由于美股探高翻转市场追价氛围，引领指数摆脱盘整
图片来源：路透 / PICHI CHUANG

基调，本周共涨 1.7%，周五创高后涨多拉回，中止连四
日收创历史新高走势，接下来美台进入超级财报周，仍须

果、特斯拉等则预计在 4 月底公布财报，届时将左右相关

紧盯美股表现及下周四重量级投资人说明会--台积电释出

台股供应链的投资情绪。

营运展望。
富兰克林华美高科技基金经理人郭修伸认为，目前指数已
“现在不都是产业涨价的消息，基本面应该都不错，外资

处高档，指数上档空间不大，以个股表现为主，预期指数

也都在回补，只是不要涨得太快、太急。”华南永昌投顾

在传产及电子类股轮涨下，让台股续呈高档整理格局。

董事长储祥生说。
他建议目前持股仍以晶圆代工、记忆体、被动元件、连接
他并称，随着美国指标 10 年期公债殖利率回落，“只要

器、IC 设计等为主，非电子类股则以电动车、汽车零组

没有升破 1.8%、1.9%，都会把美债这件事先搁在一

件、自行车材料相关类股为主。而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

边，”目前台股延续多头高档整理态势，内外资一起力拱

消费复苏，也推估食品、餐厅、户外活动、汽车、旅游等

台股创新高，“下周料挑战万七上方 200-300 点都有可

皆可望逐渐改善，将进一步布局。

能。”
分析师预估，下周台股加权指数区间在 16,800-17,200
证券交易所周四资料显示，外资及陆资在台股买超 10.94

点。

亿台币，连四个交易日共买超 374.65 亿台币；上日为买
超 64.60 亿台币。

**台币看美债与台积电脸色**

保德信高成长基金经理人叶献文表示，第二季台股持续类

展望下周台币，交易员认为，外部主要关注美债殖利率对

股轮动格局，配合之前回档的电子股回神，摆脱盘整格

于国际美元的牵动，至于本地则要留意台积电等主要企业

局，在科技与传产股同步走多带动，指数持续改写新高。

对于获利前景的预期，两大因素将影响外资的资金流向。

他指出，即将面对国内外重量级企业的 2021 年首季财报

交易员指出，近期美国 10 年期公债殖利率受美联储主席

数据，台股方面，本周由光学镜头大厂率先登场，下周则

鲍威尔鸽派发言等因素影响，回落至接近 1.60%，整体而

由晶圆代工龙头大厂接棒；美股方面，则由打头阵，苹

言，尚未突破 1.60-1.75%区间。短线美债殖利率料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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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变化以及大量新债标售等因素影响，美元也

示，尽管利率虽有向上风险，但终端买盘配置资金的意愿

将因此而上下震荡。

仍高。而美债亦有走稳迹象，令指标 10 年公债 110/3R
期殖利率跌至逾两周低位。

“美债影响美元，美元强弱也影响外资动向。”一银行交
易员说。

交易员认为，下周债市仍将跟随美债走势而定，不排除较
美债略为偏多。

他说，先前美国 10 年公债殖利率突破 1.60%，造成大量
资金自新兴市场抽离，相关货币走贬，但在弹升至 1.75%

“整体市场蛮缺券的，如果美债殖利率有下，下周台债会

后随即回落，之后即在此一区间震荡。因此这两个利率将

跟着下一点，如果向上的弹幅也有限。”一位大型证券商

是重要观察指标，一旦弹破 1.75%，将会引发新一波资金

交易主管说。

外流潮，但若是跌破 1.60%，反而有助于新兴市场货币升
值。

此外，下周四开始将有新的一期 10 年乙类公债 110-乙 1
期将上场发行前交易。市场认为，财政部虽已八年没有发

另一银行交易员则称，除了美债以外，则要关注以台积电

行自偿性的乙类公债，但以目前清淡的市场流动性而言，

为首的第一季业绩说明会内容。台积电才在上周对外表

预料乙类公债因流动性不如甲类公债增加的流动性风险，

示，在未来三年将投入 1,000 亿美元发展先进制程，且受

预料不会太大。

产能紧俏影响，取消今、明年两年给客户的折让。带动股
价落底反弹，外资也回头买超股票，台币因而止贬回升。

“反正现在个个是指标券，也个个都是冷券。”一位大证
券商交易员表示。

他认为，台积电若在 15 日释出更多好消息，像是提高现
金股息的配发，或是接获来自英特尔的代工订单等，才能

交易员普遍预估，110 乙-1 期 10 年公债殖利率预料将较

推动外资继续汇入买进股票，否则要提防利多出尽后的获

110/3 期指标公债殖利率上加 0.5 至 2 基点以内。

利了结汇出需求。
10 年期乙类公债 110 乙-1 期公债将于 5 月 4 日标售，7
汇银人士预估，下周台币兑美元交易区间在 28.350-

日发行，金额 300 亿台币，下周四(15 日)首日发行前交

28.480。

易。

**观察下周乙类公债上场表现**

交易员预估，下周 110/3R 发行前交易殖利率交易区间将
介在 0.40-0.43%。(完)

台债方面，债市交易员指出，110/3R 公债标债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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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资料与事件一览（4 月 12 日－4 月 16 日）
(以下均为 GMT 时间)
日期

数据名称

日本 3 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CGPI)
4/12
周一

0900

美国 3 月联邦预算

1800

英国 3 月 BRC 零售销售

2301

中国 3 月进出口和贸易收支
澳洲 3 月 NAB 企业现况和信心指数
英国 2 月国内生产总值(GDP)

-0130

韩国 3 月失业率

约 2300

日本 2 月核心机械订单

2350

澳洲 4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0030

英国第四季劳动生产率

约 0830

欧元区 2 月工业生产

0900

美国一周抵押贷款市场指数

1100

美国 3 月进出口物价

约 1230

韩国 3 月进出口和贸易收支修正值

约 2355

澳洲 3 月就业数据

台湾金管会主委赴立法院备询(0100)；新西兰央行公布利
率决议(0200)；新加坡金管局发布货币政策声明；欧洲央
行副总裁德金多斯陈述该央行 2020 年度报告(0700)，央
行执委帕内塔报告有关央行数字货币征询公众意见的结果
(1145)，执委施纳贝尔参加一个在线研讨会(1700)；英国
央行货币委员哈斯克尔讲话(1430)；美联储发布经济状况
褐皮书(1800)；纽约联储总裁威廉姆斯讲话(1830)；达拉
斯联储总裁柯普朗参与经济议题讨论(2205)。

0130

美国 2 月整体资本流动

-韩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约 0100)；
约 0600 -日本央行举行地方分行经理季度会议，央行总裁黑田东
约 0600 彦将致开幕词；
-台积电投资人说明会(0600)；
0645
-瑞典央行总裁英韦斯就未来的货币与支付体系发表谈话
1230
(0700)；
约 1230 -土耳其央行货币政策会议(1100)；
-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戴利就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发
约 1315 表讲话(1800)；
约 1400 -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就经济包容性发表线
上谈话(2000)。
2000

中国 3 月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约 0130

德国 3 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终值
德国 3 月批发物价
法国 3 月 HICP 终值
美国 4 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美国一周初请失业金人数、3 月零售销售
美国 3 月工业生产和制造业产出
美国 2 月企业库存、4 月 NAHB 房屋市场指数

4/16
周五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邓雷罗就经济冲击和贸易问
题发表谈话(1300)；波士顿联储总裁罗森格伦就经济前景
发表讲话(1700)；欧洲央行管委德科斯和森特诺参加银行
业会议；瑞典央行副总裁沃尔森参加有关当前货币政策分
布效应的研讨会(1300)。

美国 3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德国 4 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
美国 3 月 NFIB 小企业信心指数

4/15
周四

12-19 日

重要事件

约 0600 -明尼亚波利斯联储主办题为“种族主义和经济：专注于经
约 0830 济学界”的线上活动，旧金山联储总裁戴利主持。发言者
包括亚特兰大联储总裁博斯蒂克、堪萨斯城联储总裁乔
0900
治、克利夫兰联储总裁梅斯特和波士顿联储总裁罗森格伦
1000
(1600)；
约 1230 -费城联储总裁哈克在一场线上活动发表讲话(1600)。

英国 2 月商品贸易收支

4/14
周三

11 日 2350

欧元区 2 月零售销售

中国 3 月社融规模增量、M2、新增人民币贷款

4/13
周二

时间

中国一季度 GDP、3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

0200

欧元区 2 月贸易收支、3 月 HICP 终值

0900

美国 3 月建筑许可和房屋开工年率
美国 4 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约 1230

-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欧元集团会议；
-欧元区财长会议(13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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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要消息回顾
▪

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周三公布，外资 2021 年 3 月净汇出约 3.31 亿美元，连续两个月
净汇出；至 3 月底累计外资净汇入约 2,130.58 亿美元。

▪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三表示，改革台铁势在必行，将彻底解决台铁组织文化问题，全面检讨
施工的安全意识与标准，以及解决长期亏损的财务问题。

▪

渣打集团周三发布经济展望报告表示，全球经济强劲复苏，上调今年台湾 GDP 成长率预估
至 4.4%，且对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也由原先的 4.8%调升至 5.7%，主要考量美国财政刺激
措施与疫苗施打进度，皆有助提振全球经济动能。

▪

星展银行周三预估台湾第一季成长率为 6%左右，并调高全年 GDP 成长率由 4.2%至 5%；
此外亦将今年通膨率预估由 1%调高至 1.5%；至于台湾央行可能以“非升息”方式紧缩市
场流动性，且预估央行升息时点可能早于目前预估的 2022 年第四季。

▪

台湾央行周三公布，3 月末外汇存底为 5,390.44 亿美元，较上月减少 42.82 亿美元或月减
0.788%。前次减少为 2019 年 5 月底的月减 0.085%。

▪

台湾央行周四表示，财政部委托标售的 10 年公债 110/3 增额发行公债 110/3R 得标利率为
0.422%，符合路透调查预估的 0.42-0.44%，较上次标售利率 0.374%走高 4.8 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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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主计总处周四公布， 3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增 1.26%，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40%，为连两月上扬；主因上年同期受油料费及疫情冲击的低基期影响，但现在台湾物
价仍平稳，没有全面或持续的通膨现象，并预期第二季 CPI 年增幅较大。

监制：屈桂娟
电话：+852-3462-7764
guijuan.qu1@t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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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中文新闻部简介
路透中文新闻部于 1992 年成立，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高速成长及客户群的扩大，中文新闻依托路透全
球新闻的强大平台，迅速成为路透财经服务的重要一环，提供中文即时消息及深入报导，以助大中华区
客户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路透中文新闻部同仁分驻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及多伦多五地，新闻内容涵盖宏观经济及政策监管、
外汇及固定收益市场、股市和企业新闻、大宗商品及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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