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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黑色星期五受新冠新變種病毒引發恐慌大跌
國際油價因新冠新變種病毒擔憂或衝擊需求，WTI週五單日下跌13%破70美元

 美國股市上週表現主要受感恩節假期

後黑色星期五大跌拖累，主因WHO表

示將最早在南非發現的新冠新變種病

毒Omicron列為“需要關注的”變異

株引發金融市場恐慌；且可能需要數

週時間才能完全了解Omicron的突變

及疫苗是否對其有效；目前各國已陸

續公佈對於南非多國的旅行限制，主

由對疫情敏感的航空、旅遊相關類股

領跌，道瓊週五創2020年10月以來最

大單日跌幅，週跌2.0%；S&P 500週

跌2.2%、NASDAQ週跌3.5%。

 國際油價上週五亦受新冠新變種病毒

可能導致潛在的封鎖措施和其他針對

企業和消費者活動的限制而衝擊能源

需求而大跌；WTI跌破70美元，週跌

10.4%、Brent週跌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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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NIC整理，2021/11/26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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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市 733.5 -2.2% -2.8% -1.1% -0.5% 13.5% 18.1%

成熟市場 3132.0 -2.2% -2.7% -0.6% -0.1% 16.4% 20.9%

新興市場 1223.1 -2.5% -3.6% -4.7% -3.9% -5.3% -0.5%

亞太不含日 627.8 -2.4% -3.2% -4.3% -3.3% -5.2% -1.0%

新興歐 329.4 -4.4% -7.0% -15.0% -6.9% 6.8% 15.3%

拉美 2040.1 -3.5% -2.4% -6.0% -18.0% -16.8% -9.1%

S&P 500 4594.6 -2.3% -2.2% 0.9% 1.9% 22.3% 26.6%

DJIA 34899.3 -2.5% -2.0% -1.7% -1.6% 14.0% 16.8%

NASDAQ 15491.7 -2.2% -3.5% 1.7% 2.4% 20.2% 28.1%

道瓊歐洲 464.1 -3.7% -4.5% -2.1% -1.8% 16.3% 18.5%

德國DAX 15257.0 -4.2% -5.6% -2.9% -3.8% 11.2% 14.8%

法國CAC 6739.7 -4.8% -5.2% -0.2% 0.9% 21.4% 21.1%

英國富時 7044.0 -3.6% -2.5% -2.9% -1.5% 9.0% 10.7%

日本日經225 28751.6 -2.5% -3.3% -1.2% 4.0% 4.8% 8.3%

中國上證 3564.1 -0.6% 0.1% 0.1% 1.2% 2.6% 5.8%

中國滬深300 4860.1 -0.7% -0.6% -0.8% 0.7% -6.7% -1.2%

香港恆生 24080.5 -2.7% -3.9% -6.0% -5.2% -11.6% -10.2%

台灣 17369.4 -1.6% -2.5% 1.7% 0.9% 17.9% 25.5%

印度 57107.2 -2.9% -4.2% -6.6% 1.8% 19.6% 29.0%

巴西 102224.3 -3.4% -0.8% -3.9% -15.3% -14.1% -7.3%

俄羅斯 1589.4 -4.6% -7.8% -16.0% -4.5% 14.6% 21.6%

全球REITs 1395.8 -2.3% -0.8% -0.3% 0.8% 23.9% 25.0%

美國REITs 1473.0 -3.1% -1.6% 0.6% 2.9% 29.6% 30.4%

全球基礎建設 1891.6 -1.6% -0.6% -2.1% -4.0% 2.5% 3.0%

Brent 72.7 -11.6% -7.8% -14.0% 0.0% 40.4% 52.1%

WTI 68.2 -13.1% -10.4% -17.6% -0.9% 40.5% 49.1%

黃金 1802.6 0.8% -2.3% 0.3% -0.8% -5.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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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債殖利率受新冠變種病毒影響單日大幅下滑
美公債殖利率上週五創2020年3月疫情爆發以來最大降幅，信用債市全面下跌

 亞特蘭大Fed總裁Raphael Bostic (具

今年FOMC投票權)上週五表示，新變

種病毒Omicron可能延誤供應鏈恢復

的進度，但他仍支持以更快的速度縮

減資產購買，以控制通膨；惟市場更

加關注新變種病毒的影響，恐慌情緒

使美國公債殖利率大幅下滑，市場撤

回加速收緊貨幣政策的預期，原認為

Fed將在明年6月升息的共識也延後至

9月。美國長短債殖利率單日下滑達疫

情爆發以來單日最大降幅，全週除公

債外，信用債市普遍下跌。

 因擔憂變種病毒使避險情緒升溫，資

金湧入日圓和瑞郎避險，日圓週漲

0.5%；美元指數上週三曾觸及16個月

高位，因市場加大對Fed將於2022年

中開始升息以遏制通膨的預期，但週

五出現獲利了結賣壓，全週小漲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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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96.09 -0.7% 0.1% 2.4% 3.7% 6.8% 4.5%

歐元 1.13 1.0% 0.2% -2.5% -4.1% -7.4% -5.0%

英鎊 1.33 0.1% -0.8% -3.0% -3.1% -2.4% -0.2%

日圓 113.38 1.7% 0.5% 0.4% -3.2% -9.8% -8.7%

澳幣 0.71 -0.9% -1.5% -5.2% -2.6% -7.4% -3.2%

人民幣 6.40 -0.2% -0.1% -0.1% 1.0% 1.6% 2.6%

台幣 27.83 -0.1% -0.2% -0.1% 0.3% 1.7% 2.9%

印度盧比 74.87 -0.5% -0.9% 0.2% -1.6% -2.5% -1.3%

巴西里爾 5.60 -0.7% 0.1% -1.2% -7.7% -7.8% -5.1%

俄羅斯盧布 75.61 -1.2% -2.9% -7.0% -2.8% -1.6% 0.1%

全球複合債 533.26 1.0% 0.0% -0.6% -2.2% -4.6% -3.1%

全球投資債 352.13 0.7% -0.3% -1.2% -2.2% -3.2% -1.5%

全球高收益 447.05 -0.4% -1.2% -1.8% -2.9% -0.3% 2.4%

美國高收益 1546.06 -0.6% -1.2% -1.3% -1.2% 3.2% 5.3%

Crossover 713.82 -0.4% -1.5% -1.9% -3.2% -2.2% 0.0%

新興債 1254.71 -0.2% -1.0% -1.2% -2.9% -2.6% -1.0%

亞債 257.43 0.2% -0.1% 0.1% -1.2% -0.1% 0.6%

美國2年期公債 0.50 -14 -1 0 28 38 34

美國10年期公債 1.47 -16 -7 -7 17 56 59

10年-2年公債利差 97.51 -2 -6 -6 -12 18 25

歐洲10年期公債 -0.34 -9 1 -16 9 23 25

日本10年期公債 0.07 -1 0 -3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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