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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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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數據 

新興市場 

個別產業 

突發事件 

市場議題 

美、日、歐製造業PMI(1) 
澳洲AIG製造業(1) 
美非農就業(2) 
日股財報季 

澳洲零售銷售(6) 
澳洲央行會議(6) 
美貿易收支(6) 
美債務上限到期(8) 
德貿易收支(8) 
紐西蘭央行會議(8) 
 

日本核心機械訂單(12) 
英國CPI (13) 
日本4Q17GDP(14) 
美國CPI (14) 
澳洲就業數據(15) 
美消費者信心 (16) 

巴西央行會議(7) 
俄羅斯央行會議(9) 
 

巴西下議院表決
退休金改革(19) 

印度新財年預算(1) 

聯準會會議紀錄(21) 
德國IFO (22) 
 
 

歐元區CPI(28) 
 

美國10年期公債 
殖利率衝破2.7% 

Here we are 

FOMC傾向前瞻指
引之升息步調，全

年3碼 

中俄巴貨幣政策，
EM行情可延燒？ 

美債殖利率彈升，
引發股債閃崩 

金狗年投資展望 
股匯波動結束嗎? 

歐洲財報季登場 
歐股弱勢整理 

修正後..台韓東
協投資價值漸現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02/22。 

三大投資主題  回顧及展望 v.s. 對股、債、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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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投資主題 股票市場 債券市場 外匯市場 

: 符合本行預測 : 該議題仍在進行中 : 不符本行預測 

主題1  
上半年景氣無虞，然市場因政策而
擾動 

主題2  
政策陸續步入中庸之道，資金往寬
鬆區域前進 

主題3 
成長與價值拉扯，價格進入檢視期 財報季表現優預期，具備豐厚股

利保護的下檔支撐…p14 

義大利風險猶存 歐股弱勢整理 

修正過後 基本面無礙的台韓投資

價值漸浮現 

美股：正向 日圓：盤整偏貶 

黑田東彥續任行長，期貨投
機部位並未空單快速回補，
預期日圓可望回歸盤整小貶
格局…p7 

台股：正向 

內需復甦可期，預估本益比已觸
及投資勝算高的價位…p14 

韓股：正向 

外需傳導至內需之東協正向循環 
外貿復甦進而改善東協內需，相
關金融&消費產業獲利轉佳…p13 

東協：正向 

經濟展望不看淡，但義大利政治
風險猶存…p12 

歐洲：盤整 

美十年債殖利率挑戰3%後將轉趨

穩定 股市短線等待止穩 

日央行長續任 貨幣政策延續 

美經濟前景樂觀，但市場對於聯
準會的政策動向仍有不確定感，
短線美股波動大…p5 



Part I 、重要議題回顧 

Part II 、熱門議題前瞻 

Part III 、基金售後服務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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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債殖利率挑戰3%後將轉趨穩定 股市企穩還需觀察 

 2/21聯準會會議紀錄重點透露貨幣政策展望(下右圖): 會議記錄支持緩步升息看法，官員對通膨回到2%展望

更加確立，對經濟成長看法亦樂觀，預計3/22季度會議上修全年經濟及通膨預期，年底利率期貨隱含升息機

率升息3碼的機率再度升至38%(藍)，升息4碼的機率回到19%(黃)，基於通膨上行的預期尚未對聯準會帶來壓

力，經濟成長未過熱，本行維持全年升息3碼看法不變(3月升息，6或9月升息，12月升息)。 

 利率展望: 稅改提前過關推升發債量、兩黨達成取消債務上限協議、QE退場、通膨高預期、監管寬鬆、上修

經濟成長，上述原因為公債殖利率趨勢向上的因素，惟目前中長期通膨溫和，貨幣政策正常化同時令利率正

常化，預計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挑戰3%後將轉趨穩定，中長期趨勢向上。 

 美股展望:短線市場擔心聯準會升息速度將加快，對股市評價造成衝擊，本行認為美國經濟前景樂觀，企業獲

利普遍良好，基本面並沒有惡化，反倒為空手投資人創造買點。由於市場對於聯準會的政策動向仍有不確定

感，2/28聯準會新任主席鮑威爾將赴國會報告，市場如何解讀將是此波修正止跌的關鍵訊號。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17/5/15-2018/2/22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3/2/25-2018/2/22 

+1碼  8% 

+4碼19% 

+2碼30% 

+3碼38% 

2018年12月升息機率(%)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本周回顧:觀察指標-利率與美股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17/11/30~2018/2/21 

 強勢半導體產業V型反彈，然外部干擾因子尚未消弭：過年期間成長型產業表現穩健，強勢產業科技

近5日上漲約2%，收復月季年三均線，其中半導體表現尤其強勁，APPLIED MATERIALS近5日上漲

14%、NVIDIA近5日上漲9%，由於2月以來所公布的財報以及營運展望皆帶來佳音，同時半導體產業

於3月初將再進入傳統旺季，今年(2018年)重要的發展項目人工智慧也以此為核心，本行認為在本波

震盪止穩後出現反彈顯示基本面無虞，然3月以後金融事件干擾增加，短期仍有震盪風險。 

 弱勢公用事業持續受殖利率拖累：2017年底長天期殖利率站上2.4%以後，公用事業即一蹶不振，

2018年2月中旬公用事業雖曾短暫反彈3.6%，但在美國景氣續擴張、全球通膨續增溫下，長天期利率

也步步近逼3%，由於市場仍聚焦在美升息速度及全球通膨加速的不確定性上，與殖利率仍高度負相

關的弱勢公用事業仍未脫離險境。 

殖利率走升仍高度影響弱勢產業(公用事業) 

美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全球公用事業 

科技強勢反彈 然公用事業續弱 本波仍未見止穩 

強勢產業已收復月季年三均線(費城半導體) 

本周回顧:觀察指標-產業 

月線 
季線 

年線 



預期日圓可回歸盤整小貶格局 下半年留意日圓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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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2018/2/21 

 日圓近期一度升破2017年來的盤整區間：美國2/14公布通膨數據優於預期，但美元指數卻一度跌破前

低，加以日本財政部長麻生太郎一席「目前不須干預匯市」的言論，使得日圓一度升值至105.55，為

2016年11月以來新高，也打破2017年以來的區間整理格局。 

 預期日圓將回歸盤整小貶格局：不過美元隨後出現快速的反彈，加以股市回穩，VIX指數略有回落，日

圓也回貶至原先的盤整區間內。黑田東彥確定續任日本央行行長，也釋出將維持目前寬鬆政策的訊號，

短期內應不致改變殖利率目標政策。另外，就期貨投機部位觀察，本次股市修正也並未如同2015年時

一樣有空單快速回補的情況，顯示市場短期看法仍偏空，預期日圓可望回歸盤整小貶格局。 

 下半年可留意日圓的行情：不過日圓為最被低估的貨幣之一，目前日圓名目有效匯率在主要貨幣中處在

最低的位置，但日本央行的極度寬鬆政策得以讓日圓維持在弱勢格局。近期市場開始猜想日本央行改變

政策訊號的時間點是否提前，任何日本央行政策改變的訊號，都可能引發日圓的快速升值趨勢，下半年

可留意日圓的行情。未來一季日圓若如預期回貶則提供伺機布局時機。 

日圓一度升破2017年以來的盤整區間 截至2/13，日圓空單沒有明顯回補情況 

2015年股市修正造成日圓快速空單回補 

美元兌日圓 

VIX 

本周回顧:觀察指標-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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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02/22。 

FX操作策略 

台對外：中長期累積部位 

日圓強升後恐轉貶，可伺機兌入有息或中長期看好貨幣 

貨幣對(Currency Pair) 操作策略 價位建議 說明 

澳幣兌台幣 買進澳幣 23.0以下 
短線受到美元反彈及澳洲央行暫不升息影響，澳幣出現較明顯回貶，台
幣依舊相對穩健，目前對價回到23.0附近，然本行對澳幣中長期展望仍
樂觀，因此可留意進場機會。 

美元兌台幣 買入美元 29.5以下 
美元兌台幣波動度極低，短線也尚未見到台幣有急貶理由，有美元需求
者仍可持續兌換。 

外對外操作(未來三個月) 

貨幣對(Currency Pair) 操作策略 價位建議 說明 

美元兌日圓 
減碼日圓 
兌入美元 

107.5以下 
買入美元 

美債殖利率反彈引發股市修正的短期恐慌，美元兌日圓一度跌破107，
目前回到107.5附近，除非市場風險升溫，否則美日利差將使日圓轉貶，
可伺機兌入美元，上方壓力先看110。 

歐元兌日圓 
減碼日圓 
兌入歐元 

131.5下方 
買入歐元 

歐洲景氣佳，市場預期歐洲央行政策態度可能轉趨偏鷹，歐日利差效
應將可推升歐元，故可伺機由日圓兌入歐元，尋求匯兌收益。 

澳幣兌日圓 
減碼日圓 
兌入澳幣 

83.5下方 
買入澳幣 

澳幣央行態度偏鴿造成短期澳幣回落，一旦市場轉而追逐風險，澳幣
兌日圓將有機會反彈，收斂與月季線乖離。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17/2/22~2018/2/22 

短期四項市場指標反應整體盤勢尚未穩定 

指標4：美元VS日圓走勢是否同向回貶 指標3：強勢與弱勢產業指數是否止跌/反彈 

指標2：美股指數是否出現止跌訊號 

美元指數-小升 

日圓-趨貶 

指標1：美國10年債殖利率短線是否轉趨整理 

全球公用事業指數 
是否轉趨整理 
仍偏弱勢 

 

費城半導體指數 
反彈訊號(長紅)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趨勢向上測試3% 

本週回顧：金融市場企穩與否四訊號 

等待美股技術面 
打底第二隻腳後站穩 



短線因應策略因持股水位高低而不同 

 結論暨因應策略： 

1. 春節期間及過後，全球股市似跌勢趨緩，世界指數及新興指數走勢多呈反彈格局，然本行
觀察的市場四指標尚未完全企穩(美股尚需觀察第二隻腳是否打底完成、公用事業走勢仍未
脫離險境、美元呈小幅升值) ，短線風險性資產仍需打底確認。 

2. 但不要忘記2018年年報所論述的四股景氣力量(產業升級、經貿變革、財政換檔、貨幣政策
正常化)並未勢微，全球景氣同步擴張仍是市場中長期回復多頭行情的最佳屏障，短線待指
數震盪過後仍可望重返多頭走勢。 

3. 另從股災中也觀察到二個重要趨勢：(1)美10年期公債殖利率突破30年下降趨勢；(2)美股波
動度指數(VIX)突破近3年下降趨勢。這象徵著全球經濟歷經多年的冰凍後，現在已確定回溫
，所以債市殖利率才能突破長期的弱勢走勢，而利率環境的「改變」同時也會引發市場波
動性。但央行利率正常化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終究是一件好事，這也是市場回歸常態的必經
之路，所以雖然未來的道路將變得顛簸許多，但上行應仍是大概率的方向。 

4. 短期因應策略:由於短線指數恐仍波動加大，建議高水位投資人可適當降低部位，除實現部
分獲利確保戰果外，亦可轉往低/抗波動多元資產，以因應短線震盪。水位不高的投資人則
可直接增持低/抗波動多元資產。 

5. 而未來3個月的資產評等持續正向，除原看多標的外，3月新增如東協、台韓等市場標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02/22。 
 
 

本週回顧：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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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2018年企業獲利下修，義大利風險猶存，歐股弱勢整理 

 歐洲4Q17企業獲利優於預期比重貼近歷史水準：截至2/16，近50%道瓊歐洲600企業財報開出，其中

54%企業獲利優於預期，貼近歷史中位數水準，整體EPS年增率17%，主要由能源等循環性產業及金融類

股帶動獲利成長 (左下圖)。 

 德國工會贏得加薪減時權利，恐壓縮未來企業獲利：涵蓋390萬勞工的德國金屬工會(IG Metall)贏得每周

工時由35小時縮短至28小時、2018年４月起加薪4.3%的權利，金屬業工會達成的協議被視為整個德國

工業的基準，預計該協議將被其他行業參照，未來德國的通膨將升高，企業利潤恐遭壓縮，近期歐洲(不

含英國)企業2018年獲利展望遭下修(右下圖)。 

 歐股操作策略：近期歐洲企業獲利遭下修，義大利政治風險猶存，ECB資金將不再充裕，惟經濟展望仍樂

觀，將對股市有撐，歐股此波修正的反彈極為弱勢，本行對歐元區及德國看法轉趨中立。 

資料來源：I/B/E/S,JPM 2018/2/16 

歐洲4Q17獲利優於預期比重貼近歷史水準 歐洲(不含英國)企業2018年獲利展望遭下修 

道瓊歐洲600指數 
藍線-營收優於預期比例 
黑線-EPS優於預期比例 

下修 

上修 

(企業盈餘上修家數-下修家數)/總預估企業 

歐洲不含英國 

美國 

主題一 : 上半年景氣無虞，然市場因政策而擾動 



13 

外需傳導至內需之正向循環有望引領整體東協股市回升 

 美擴大資本支出帶動外部需求：美稅改&後續川普

推動的基建政策可望擴大企業資本支出，有利於亞

洲貿易出口，其中貿易佔比較高的東協有望受惠。 

 外需改善逐步傳導至內需：觀察2018星馬泰經常帳

佔GDP比重多下滑，主要反映2017年貿易回升正面

效應已逐步傳導至內需，意謂後續內需可望回溫。 

 內需改善帶動金融&消費產業獲利：東協國家金融

業獲利持續升溫，甚至比整體亞洲表現更佳。此外

，東協近1季必需&非必需消費產業獲利亦上修

12%&14%，顯示內需類股有望成股市成長動力。 

資料來源：JP Morgan(左下、右上)，HSBC(右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02/22 

美擴大資本支出有望帶動亞洲出口 

東協金融產業獲利回升程度優於整體亞洲 

經常帳盈餘回落顯示外需動能已逐步傳導至內需 

主題一 : 上半年景氣無虞，然市場因政策而擾動 



修正過後 基本面無礙的台韓投資價值漸浮現 

 台股企業獲利亮眼 同時具備豐厚股利有望吸引資金進駐：台股值獲利公佈季，第四季獲利成績不俗，近

期為亞洲國家上調獲利比例最高國家。本行認為進入2018年後，多數標的面臨高獲利基期，2018年獲利

增速難繳出超高成長表現，研判資金除更關注資本報酬外，穩定豐厚的股利發放將是重要擇股依據。 

 韓股企業評價太委屈 不要忽略內需的復甦也值得期待：韓國2017年11月宣布逾6年來首度升息，率先為

亞洲央行升息開第一槍，市場也不排除經濟動能持續改善下，2018年韓國加速升息的可能，利差緩步回

升，對韓金融股帶來長線利多。但近期的國際股市波動、地緣風險卻拖累韓股拉回整理，預估本益比不僅

全球最便宜，同時還跌回觸及下方一個標準差，回顧過去此時佈局可望帶來可觀的投資報酬率。 

台股_長線投資首選 豐厚的股利保護 

14 

資料來源：(左上、下)高盛，2018/02/16。Bloomberg ，2018/02/21。(右上、下) J.P. Morgan，2003/01~2018/02。 J.P. 
Morgan， 2013~2019(預估) 

韓股_物美價廉 勝算最高的投資標的                                                          

主題三 : 成長與價值的拉扯，資產價格進入檢視期 

韓金融股淨息差可望改善 

台股為亞洲國家上調獲利比例最高國家 

台股傲視全球的最豐厚股利 

韓股預估本益比已觸及投資勝算高的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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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家 市場分析 

美國 

市場依然擔心利率升高的威脅，美股近一週震盪小幅走跌，過去領漲大盤的FAANG(臉書、亞馬遜、蘋果、網飛、

谷歌)科技類股展現強於市場的韌性。聯準會公佈1月會議紀錄顯示中期內通膨可望回升至2%，支持聯準會今年

升息三次的想法，市場預期3月再次升息機率高，投資人將關注2/28聯準會新任主席鮑威爾將赴國會報告，藉以

確認聯準會立場，市場如何解讀將是此波修正止跌的關鍵訊號。 

歐洲 

歐股在此波全球股市修正中極為弱勢，由於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加碼放空歐洲股票高達220億歐元，令歐股賣

壓沉重。２月歐元區綜合PMI較上月下跌且低於預期，但仍處在景氣擴張的相對高點，歐洲經濟暢旺對股市有撐。

義大利3/4大選，由貝魯斯柯尼主導的右派聯盟民調領先，令市場擔心法西斯主義恐再度興起，義大利十年期公

債殖利率突破2%，自去年12月低檔漲升近50個基點，成為希臘以外，利率最高的國家，反映大選風險升溫，本

行對歐元區及德國看法為中立。 

泛太平洋 

【日本】農曆新年至今全球股市依然低檔震盪，日股通週小漲1.3%收21,734。此波2月跌幅以去年第四季漲多的

成長類股(科技、工業、能源)領跌，近日日幣升值壓抑出口類股及企業獲利展望，2月份製造業PMI小幅回落，企

業對未來薪資及油價上漲壓縮獲利，以及日幣升值下影響出口而轉趨保守。黑田東彥確立出任下屆央行行長，也

無法阻升日幣。本行認為全球復甦及產業升級持續，日本企業獲利應當安全有撐。然避險情緒推升日幣，市場又

大幅反映日央今年縮減寬鬆政策，3月份尚有眾多事件恐讓市場風險猶存下，日股及經濟數據展望難免轉保守。

本行認為短線3月左右指數受壓，季線或為壓力區，然長線經濟復甦不轉悲觀，靜待打底後找機會布局。 

【澳洲】農曆新年至今股市依然低檔震盪，澳洲小漲0.8%。去年漲幅落後的澳洲股市這波跌幅相對較小。澳洲

景氣狀況與全球同步，製造業、營建業、服務業企業信心指數維持樂觀水位。市場觀注內需消費及就業復甦動能

稍弱，整體對企業獲利成長看待。隨全球成長強勁，反映到利率上升，資金對投資評價及成長要求也變高，雖然

澳股有高股利率特性，但在利率上升環境下不受惠，今明年獲利成長看法又都較其他市場小，需要更穩健強勁復

甦力道，才有利澳股提供更高報酬率。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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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市場分析 

新興亞洲 

【中國】 

先前國際股市動盪與對中國資金面、金融監管的擔憂，上證指數跌破年線支撐，不過春節過後隨國際股

市止穩，同時傳出國家隊增持中國股市投資部位及人行重啟逆回購增加節後流動性，市場或對3月兩會召

開前的維穩行情有所期待。本行研判上證指數或在年線反覆震盪，不過兩會後需面臨先前因春節未公布

的經濟數據檢驗，同時本行也不排除資金面可能重返緊縮，以及相關金融監管政策的出臺。但中期來看，

中國企業營利趨勢向上依舊，同時尚有A股正式納入MSCI與下半年象徵改革主軸的三中全會登場，相較

其他市場不貴的價值面，本行對中國股市中長期看法依舊維持正向。 

【韓國】 

韓股面臨財報季的檢驗，現階段看來低預期者較多，強勢匯率是其中因素，2月出口年增速恐因假期而表

現不佳，韓央行利率會議預計維持利率不變。展望後市，中長期在全球經濟復甦背景下，外貿出口導向

的韓景氣自然也將受惠。同時本行也看到韓金融股因漸進式升息改善淨息差，金融股可望成另一撐盤要

角。三星也將發表科技新品年度旗艦機 Galaxy S9 / S9+，半導體臨淡季尾聲。搭配韓股評價最具優勢，

預估本益比不僅全球最便宜，同時還跌回觸及下方一個標準差，回顧過去此時佈局或帶來可觀的投資報

酬率。 

【東南亞】 

東南亞市場近期受到國際氛圍波動加大影響而表現相對承壓。然隨美國稅改&後續川普將推動的基建政

策可望擴大企業資本支出，貿易佔比較高的東協有望受惠該動能並逐步將其傳導至內需成長。此外，雙

印政府陸續推出相關擴大基建&提升社會福利等政策，對於後續內需消費與金融類股之帶動可望逐步發

酵。儘管短線市場波動難免造成震盪，但中期相關政策支撐力道有望展開，對於後市正面效應將逐步顯

現，本行上調東協至買進評等並維持雙印股市之買進評等。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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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市場分析 

新興歐洲 

近期布蘭特油價反彈，激勵俄羅斯能源類股回升。此外，傳言S&P可能於本週調升俄羅斯主權信評之

消息亦激勵了投資人，帶動銀行類股走強。整體看來，本月初股市承壓主要受到外部市場波動影響，

加上今年以來指數快速反彈難免出現震盪。然若S&P確實將俄羅斯主權信評調回投資等級，更加顯示

俄羅斯自身內需回溫&央行持續降息已明確改善投資人信心，料此效應後續有望繼續發酵，以此角度

觀之，本行持續對俄羅斯股市後市給予買進評等。 

拉丁美洲 

儘管巴西政府宣布放棄2/19之退休金改革國會投票，然因市場期待不高，如本行預期該結果對指數幾

無影響，市場焦點再度回到基本面。近期公布之數據與企業財報表現良好，帶動了巴西指數從先前低

點反彈。考量巴西基本面仍位於改善軌道中，復以央行2月如預期降息1碼並有望於年底前將政策利率

維持在歷史低點，有助提振後續經濟動能。此外，若國際美元指數能維持低檔，有助提振市場風險偏

好而造成資金流入，本行維持對巴西買進觀點。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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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市場分析 

成長型產業 

【總評】科技/工業/非核心消費Buy 

科技 過年期間成長型產業表現穩健，強勢產業科技自2月低點反彈約7%，收復月季年三均線，其中半

導體表現尤其強勁，APPLIED MATERIALS近5日上漲14%、NVIDIA近5日上漲9%，由於2月以來所公

布的財報以及營運展望皆帶來佳音，同時半導體於3月初將再進入傳統旺季，今年(2018年)重要的發展

項目人工智慧也以此兩產業為核心，本行認為在本波震盪止穩後將出現反彈，科技產業仍具有持續成長

動能，包含因子如下:  1). 半導體支出持續創高、2). 新技術與新應用接軌，包含人工智慧與5G時代來臨、

3). 即使整體產業獲利與資本支出收斂，科技產業仍將優於其他各產業，長線來看仍是穩健的優異標的，

維持正向看待。 

天然資源產業 

【總評】能源/原物料Buy 

能源 過年期間能源產業逆勢下跌0.4%，布蘭特原油則從2月低點約62美元回升到66美元，由於目前市

場對本波跌幅是否止穩仍存疑慮，且進入3月金融事件干擾增多，景氣連動高且波動大的天然資源族群

近期仍相對有壓，然本行預估今年景氣仍將溫和成長，能源產業本身於2014年下跌到2016年才落底，

之後又再歷經兩年的盤整，不論上中下游產業都已進行一波體質調整，2018年整體將走出谷底復甦，

本行仍維持未來三個月油價區間將在55-70美元看法不變，隨著油價回落類股急跌反將提供更好的進場

點，則建議於本波止穩後維持正向看待。 

原物料 過年期間原物料族群小幅走揚，黃金從2月低點約1320美元一度上漲突破1350美元，目前回到

1330美元附近，短期可留意有三:（1）既有子族群基本面營運與財報展望仍有助市場正面看待;（2）全

球景氣維持成長、已實現的財報獲利陸續提供券商維持正面評等與重新評價;（3）日前美股連續重挫下，

波動較大的原物料股價跌幅僅與大盤相同，足見市場維持正面看待不變，故基於前述與評價後續仍具表

現空間下，本行維持正面看法。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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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市場分析 

利率型產業 

【總評】金融Buy、地產Hold 

金融，受惠升息環境的金融股充滿著新舊機會，既有的機會有美國銀行凈利息收益率持續由3Q17的

3.15%上升至4Q17的3.17%，顯示金融業的利息面收益持續增加中，貸放款的拖欠率(含工商業貸款

&房屋抵押貸款)也持續下滑中，顯示貸放市場仍無虞，加上升息政策無懸念，近期的新機會則有指

數修正帶來的合理評價，以及市場波動度上升，反而帶動頻繁交易，讓市場期待金融業的非利息收入

(交易面)可望出現轉機，疊加上述利基下，令本行仍持續中性偏樂觀看待金融產業。 

地產，景氣擴張環境雖有利地產股(屬景氣循環股)，但長天期利率短期間攀升速度過快，讓地產股近

期壓力倍增。考量全球景氣仍在擴張，通膨預期升溫所引發的殖利率衝擊也已陸續反應，短期應會逐

漸轉為中性。但若時間拉長，本行預估利率趨勢上行不變下，地產股仍會面臨著利率上升風險。 

防禦型產業 

【總評】核心消費、健護Buy、公用事業、電信Sell 

健護，正當全球市場仍聚焦在殖利率變化上時，健護產業也從2/8的低點反彈3.5%。展望健護產業，

2018年各季預估獲利成長性仍佳，加上近期指數的修正帶來了合理的評價，令本行仍持續中性偏樂

觀看待健護產業。 

公用事業，2017年底長天期殖利率站上2.4%以後，公用事業即一蹶不振，2018年2月中旬公用事業

雖曾短暫反彈3.6%，但在美國景氣續擴張、全球通膨續增溫下，長天期利率也步步近逼3%，由於市

場仍聚焦在美升息速度及全球通膨加速的不確定性上，與殖利率仍高度負相關的弱勢公用事業仍未脫

離險境。展望公用事業中長期表現，殖利率全年上行趨勢研判不變下，公用事業受惠景氣支撐有限，

弊(利率)多於利(景氣)，短線或有跌深反彈機會但中長期看法仍悲觀。 

【附錄】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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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分析 

公債 

美國本週發債總額2580億美元，創美國發債量歷史第二高，下週發債量降至1180億美元，短線供給

方利空有所舒緩。歐洲方面，德國公布IFO經濟研究院企業信心指數不如預期抵銷穆迪上調希臘公債

評等的利多，同時，義大利歐洲懷疑派北方聯盟領導人表示，歐元是一個錯誤的實驗，如果歐盟條

約無法滿足義大利的需求，該黨仍有可能放棄歐元貨幣，目前北方聯盟與前總理貝魯斯柯尼所領導

的中右翼聯盟為合作關係，最新民調顯示中右翼聯盟支持度高達37.5%，高於左派之25.9%，3月4日

義大利選舉風險升溫將對為債市帶來買盤，成為歐債短線利多，後續觀察是否出現擴散效應。 

南非政局走向穩定，且財政前景好轉，對於債券價格有撐，正面看待短天期券種的價格走勢。春節

假期之後，中國人行重啟逆回購，整體流動性偏寬鬆，春節前後的資金緊張也因人行已事前實施跨

季操作等而未發生，接著是二月的增值稅與所得稅等申報，預估資金需求雖加大，但不至於有緊張

的缺口出現。 

市場分析 

成熟市場債 

近期受到聯準會會議紀錄偏鷹派、新任聯準會總裁態度不明確及川普新版預算案的影響，導致美國
十年債券利率再度飆升至2.90%以上水位，導致風險性資產再度出現回落走勢，美元計價信用債券易
受到影響而下跌，吞噬上半週的漲幅。截至周四為止，近五日美國投資級債券下挫0.7%，美國高收
益債券則維持平盤；歐洲信用債券則逆向受惠德法公債利率向下的走勢影響，導致投資級債券逆勢
上揚0.1%，歐洲高收益債則小幅下挫0.4%。 

新興市場債 

主要貨幣債券方面，近期美元公債利率向上彈升亦對美元計價的新興市場債券造成負向影響，其中
年期幾乎與成熟市場投資等級債券同樣長的新興市場主權債券跌幅最重、企業債券次之。截至周四
為止，近五日主要貨幣新興主權債下挫0.7%，企業債券則小跌0.4%，其中新歐及新亞企業債分別下
挫0.4%，拉美企業債券則下跌0.6%。當地貨幣債券方面，即使美元利率看上，第一季新興市場貨幣
仍看回不回，帶動當地貨幣債券走勢整體偏強，俄羅斯幣下跌0.1%、土耳其幣下跌0.9%，新亞貨幣
下跌0.6%，拉美貨幣下跌0.5%，整體新興當地債指數近五日下挫0.3%。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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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家 市場分析 

美元 

歐系貨幣 

 

本(2)月月初美國就業報告中，薪資成長高於預期，引發市場對通膨的疑慮，使得美國長天期利率快速

走高，也使得美國通膨的數據格外受市場重視。2/14美國公布通膨率年增率達2.1%，高於市場預期的

1.9%，不過零售數據表現意外不如預期，美元指數雖在通膨數據發布後一度小漲，其後卻快速下跌，

2/15至2/16早盤跌幅加大，最低跌至88.25，再破前低來到近三年的低點。不過隨後美元買盤逢低進

場，美元指數開始出現明顯反彈。本行維持美元全年向下趨勢看法不變，不過美國經濟數據維持穩健成

長，若短線貶值速度過快也將帶來不小的反彈。 

日圓 

美國2/14公布通膨數據優於預期，但美元指數卻一度跌破前低，加以日本財政部長麻生太郎一席「目前

不須干預匯市」的言論，使得日圓一度升值至105.55，為2016年11月以來新高，也打破2017年以來的

區間整理格局。不過美元隨後出現快速的反彈，加以股市回穩，VIX指數略有回落，日圓也回貶至原先

的盤整區間內。黑田東彥確定續任日本央行行長，也釋出將維持目前寬鬆政策的訊號，短期內應不致改

變殖利率目標政策。另外，就期貨投機部位觀察，本次股市修正也並未如同2015年時一樣有空單快速

回補的情況，顯示市場短期看法仍偏空，預期日圓可望回歸盤整小貶格局。 

商品貨幣 

加拿大公布12月零售銷售數據意外不如預期，數據公布後加幣貶值逾50點，不過隨美元回落，加幣跌

幅也收斂。雖加拿大央行於1月進行升息，但加幣近一個月貶值2.3%，表現相對不佳，主要受到美元反

彈以及油價震盪的影響。不過本行認為美元2至3月雖有機會反彈，全年趨勢仍向下，加以加拿大央行仍

在升息循環中，油價區間較過去兩年墊高，因此對加幣全年走勢不看淡。 

其它 

(新興市場貨幣) 

南非總統祖馬發表演說，雖然不同意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將他召回解職的理由，但願意辭職下台，副總

統拉馬福薩將暫代總統一職，而市場對拉馬福薩重整財政紀律較有信心。南非財政部長宣布上調增值稅

(VAT)計畫，為逾20年來首次上調，這是新總統拉馬福薩領導下削減赤字和債務的一部分。預計至2020

年，預算赤字對GDP的比重將自2017/18財政年度的4.3%下滑至3.5%，總債務對GDP的比重將由先前

中期預算聲明中的60%下滑至56%，財政問題的前景略有改善，使南非幣近期表現強勁。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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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際現貨金價之資料來源為彭博社，資料期間為

2017/02/09~2018/02/22。 

國際金價走勢圖(近半年)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7/08/22~2018/02/22 

近六個交易日價格變化暨下週操作策略 

國際現貨金價(US$/oz) 

開盤價 1318.15 

最高價 1361.85 

最低價 1311.11 

收盤價 1332.20 

建議買進 1,310以下 

建議賣出 1,380以上 

下週趨勢 
美元短線具備潛在彈漲可能，短期操作宜

適度留意 

【市場短評】 

過年期間黃金價格反彈，從2月低點約1320美元一度上漲突

破1350美元，目前最新收盤價維持在1,330美元/盎司價位附

近，其中主因來自國際美元於過年期間走弱推升金價，然市

場預期美國聯準會將增加升息次數再壓抑金價，對照本行研

判國際美元中長期將續處弱勢，中長線應仍有助支撐國際金

價，短期則將待另一影響因素，市場既有對美國聯準會加速

升息的恐慌能否進行消化褪去，將成為再度推升國際金價走

揚的關鍵，而目前因既有研判基礎暫未出現重大改變下，仍

維持對國際金價的區間預估至1,300-1,370美元/盎司，且提

醒短期國際金價或仍將具潛在波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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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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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18/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