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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干擾再來襲的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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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未來市場動能排序 動能變化 近2m走勢 1W% 30D% YTD%

金融 (0.13) -0.5% 0% 18%
工業 (0.12) -0.5% 1% 12%
科技 0.28 -0.7% 5% 15%

非核心消費 0.03 -1.1% 2% 10%
地產 0.00 -0.1% 2% 19%
健護 0.17 0.2% 3% 11%

通訊服務 0.00 -1.1% 2% 16%
核心消費 (0.07) -0.5% 1% 5%
能源 (0.07) -3.5% -8% 21%
原物料 (0.32) -1.9% 0% 9%
公用事業 (0.28) -0.8% -1% 0%

預估未來市場動能排序 動能變化 近2m走勢 1W% 30D% YTD%

新興歐洲 0.00 -4.2% -4% 7%

歐洲 0.00 -2.9% -2% 11%

美國 (0.01) -1.1% 4% 15%

拉丁美洲 (0.02) -2.7% -4% 2%

新興亞洲 (0.01) -2.7% -3% 0%

泛太平洋 0.23 -2.1% -4% 0%

東協 (0.32) -2.1% -5% -7%

中國A 0.33 -0.8% 0% 2%

0101

美歐近期短線重挫後快速回彈，儘管動能展望略顯鈍化，但顯然仍保有

相當的動能底蘊。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版塊歷經回檔修正的淬鍊後，儘

管新歐、拉美動能展望續顯平淡，惟仍可留意中國短線動能展望已連兩

週增溫，已為未來潛在資本利得的拓展蓄積相當能量。東協近期受到疫

情控管失利的負面衝擊，動能展望支撐力道稍嫌薄弱進而再度降溫。

面對變種病毒疫情延續的肆虐，科技、健護等疫後相關題材產業之短線

動能展望依舊強韌有撐；金融雖面對近期殖利率滑落令動能展望有所消

退且連帶回檔修正，然整體排序依舊居前，顯見通膨預期的走揚仍為其

未來潛在資本利得醞釀期待。非核心消費歷經波段回檔修正後，動能展

望較上週明顯上調且翻正，可稍加留意。此外，能源、原物料、公用事

業動能流失幅度仍未見止穩，建議勿重倉博弈。

美歐短線動能展望續顯疲態，中國泛太經修正淬鍊漸露曙光

科技、健護動能強勁；非核心消費動能翻正，機會漸顯

圖表標題圖表標題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圖表標題美歐動能雖鈍化 但仍有撐

科技、健護依舊當道 強韌有撐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21、下圖- Bloomberg，截至2021/7/21。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科技、健護強勢當道 非核心消費緊追在後

泛太、中國動能展望回溫
成熟國家

新興國家

非循環

成長型

利率型

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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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動能排序 動能變化 近2m走勢 1W% 30D% YTD%

美元指數 0.33 0.2% 0.8% 3.4%
境內人民幣兌美元 (0.61) -0.3% -0.5% 0.6%

台幣兌美元 (0.80) -0.2% -1.1% 0.1%
南非幣兌美元 (1.21) 0.8% -1.8% 0.6%
英鎊兌美元 (1.04) -1.3% -1.3% -0.3%
加幣兌美元 (0.97) -1.3% -1.7% 0.4%
紐幣兌美元 (0.82) -0.4% -0.3% -3.7%
澳幣兌美元 (0.36) -1.6% -2.0% -4.7%
瑞朗兌美元 (0.05) -0.3% 0.2% -4.0%
歐元兌美元 (0.04) 0.0% -0.7% -3.6%
日幣兌美元 0.87 0.7% 0.3% -6.0%

0102

基於對通膨增溫將迫使美聯準會提前收緊購債規模的擔憂，美元動能持

續獲得挹注，非美貨幣陣營動能再遭壓抑，惟非美貨幣動能表現略顯分

歧。同樣兼具避險功能的日幣續獲資金青睞，動能再獲推升助力。南非

幣動能散逸幅度收斂，對美元呈現短線反彈。台幣、人民幣與歐元之動

能降幅與對美元貶值幅度再度小幅收斂，惟面對強勢美元的大軍壓境，

澳紐加等商品貨幣對美貶值幅度相對沉重。

美元動能雖續獲推升，然日幣動能揚升幅度亦不惶多讓

擔憂疫情惡化衝擊能源需求，高收益債利差大幅擴大

圖表標題圖表標題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圖表標題日幣動能再度回溫 非美貨幣走弱

擔憂疫情惡化 高收益債利差擴大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21、下圖-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

截至2021/7/21，及Eikon OAS(Option Adjusted Spread) ，2021/7/21，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擔憂疫情拖累經濟復甦 風險債種利差擴大

美日等避險貨幣動能續揚

Delta變種病毒旋風式橫掃歐美，增添市場對疫情拖累復甦以及能源需求

放緩的擔憂，高收益債表現遭受重創，利差明顯擴大。全球債暨美投資

級債等高評等債受惠市場風險趨避情緒增溫，儘管利差小幅放大，通週

仍收正報酬。此外，市場再度回頭關注飆高的通膨數據或將提高美聯準

會提早收緊寬鬆政策，美長債殖利率自1.15%附近反彈且重新站回1.2%，

再度令信用債市利差進一步擴大。後續需持續關注美元動向與美聯準會

對貨幣政策風向的轉變時程，料將為信用債市波動的關鍵因子。

成熟債券

新興債券

商品貨幣

成熟貨幣

新興貨幣

資產類別 近2m走勢 1W%
OAS

△5D

OAS

△30D

OAS

△YTD

全球債 0.1% 2 3 (10)
美國投資級債 0.3% 4 6 (10)
全球高收益債 -0.3% 14 18 (42)
美國高收益債 -0.2% 14 10 (63)
歐洲投資級債 0.0% 2 1 (7)
歐洲高收益債 -0.3% 8 17 (42)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0.3% 4 19 2
新興市場企業債 0.1% 6 12 (26)

人民幣債 -0.1% 0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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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成熟留意動能過熱壓力；新興留心通膨與景氣放緩等隱患

圖表標題圖表標題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圖表標題新興市場之景氣偏空壓力尚存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21/7/21；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截至

2021/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通膨、動能過熱、景氣放緩等壓力仍為隱憂

市場回檔風險再度回溫

【註】累積規避虧損=統計2020/2~至今，紅燈警示響起至關閉期間所規避之累積下跌損失幅度
紅燈=預期未來40天(股市)/未來60天(債市)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機率為「高」
黃燈=預期未來40天(股市)/未來60天(債市)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機率為「中」
綠燈=預期未來40天(股市)/未來60天(債市)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機率為「低」
:美銀美林新興市場主權債指數IGOV之景氣多空風險概率(右軸)

世界
指數

美國 歐洲 泛太
平洋

新興
市場

新興
亞洲

新興
拉美

新興
歐洲

全球
高收債

新興
主權債

警示訊號觸發之
累積規避虧損

5.9% 9.3% -2.8% 7.8% 13.1% 2.1% 29.0% 23.3% 10.6% 9.3%

High

Low

美國通膨壓力再度墊高，疊加指數揚升帶來動能過熱疑慮亦同步增溫，

回檔風險概率走揚。歐洲因經回檔修正且指數位階較低，動能過熱壓力

趨緩，疊加市場情緒波動降溫，回檔風險續降。新興市場因近期回檔修

正幅度較大，趨勢過熱壓力明顯降溫，然通膨壓力依舊嚴峻且新興股債

之景氣放緩與市場情緒波幅擴大等壓力仍未有顯著緩解跡象，故仍須緊

盯美國聯準會對縮減購債的立場變化時程，料將攸關全球股債景氣擴張

放緩風險來臨的節奏快慢。

通膨壓力 趨勢動能 景氣多空 市場情緒 流動性

7/21 7/14 ΔPr (商品價格) (技術指標) (經濟數據) (市場波動) (貨幣市場)

新興主權債

新興拉美

泛太平洋

新興歐洲

美國

新興亞洲

歐洲

全球高收益債

整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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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上圖- JHU，2021/7/1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下圖- JP

Morgan，2021/6/2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新冠變種病毒全球蔓延
市場關注疫苗覆蓋率能否緩解疫情衝擊

疫苗取得不均及成熟國家解封，助長Delta變種病毒擴散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變種病毒使部分國家確診人數攀升

受疫苗取得不均及成熟國家陸續解封，助長Delta變種病毒全球蔓延，

近期包括美國、英國、俄羅斯、巴西等國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再度攀升。

先前G7國家已承諾向全世界分享至少10億劑疫苗，雖仍無法填補龐大

的疫苗缺口，然隨Delta變體病毒的高感染率致全面疫苗接種（即兩劑）

需求上升，廠商上調產量，加快供給速度，G20國家也大聲疾呼加快全

球疫苗公平分配運送，以遏阻病毒傳播。

疫苗大規模接種可對沖升溫的疫情

從多國數據看來病例數與住院/死亡之間的聯繫已顯著減弱，顯示受疫苗

大規模接種對沖疫情升溫，預期以全面疫苗接種（即兩劑）較高的地區如

美歐經濟活動與解封步伐大概率不受影響，然受疫苗覆蓋率不同，成熟國

家平均疫苗覆蓋率預估秋季可望達五成，領先新興市場，其中英國更高達

80%，美國達55%左右，預估下半年成熟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經濟表現將

持續分歧。

全面接種疫苗比率提升，成熟國家領先新興國家

施打疫苗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           近期 90天後預估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新增確診人數(七日平均)

全球 成熟國家 新興國家 新興亞洲 拉丁美洲 新興歐洲

─ 印尼
─ 俄羅斯
─ 伊朗
─ 巴西

─ 西班牙
─ 英國
─ 哥倫比亞
─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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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需求可期短線受疫情壓抑

美國2021年零售成長幅度大幅上修至雙位數

民眾信心滑落然銷售預期仍在上修

7月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滑落，然仍處一年高水位

7月美國消費者信心相對滑落

美零售協會大幅上調全年銷售預測

密西根大學美國消費者信心調查指數

資料來源:上圖- NRF，2021/7/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下圖-

Bloomberg，2021/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美國全國零售協會零售銷售年增率%(2021年為預測)

美國密西根大學公布的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意外下滑至80.8，雖仍是近

一年的相對高水位，顯示民眾對於通膨上升以及疫情再次干擾景氣復甦

的擔憂。然而機構仍上修今年銷售預期，同時美國6月零售銷售額月增

0.6%亦優於市場預期，市場多認為美歐下半年經濟活動不致再受到疫

情升溫而受重挫，需求回補的趨勢在全球基本面於疫後持續增長下仍不

至扭轉。

7月全美零售協會將2021年零售銷售年增率預估大幅上修至10.5%-

13.5%區間，不僅高於2月預估值6.5%，也遠高於2020年之7%，可見

大舉紓困以及消費習性加速轉向網路消費不僅抵銷疫情所導致的經濟活

動降低，甚至超出疫情前的消費量，展望後續，美國個人儲蓄率5月雖

降至12.4%，然而相較於疫情前平均7.4%仍有一大段距離，也意味下半

年的消費仍將成長，下半年零售展望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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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製造業瓶頸改善抑制物價

去年3月全球疫情大流行以來，製造業已經歷兩波供應鏈瓶頸，第一波

起於中國疫情爆發，第二波始於去年10月美歐疫情惡化之時，至今已維

持9個月。不過經濟學家與拜登政府看法仍保持樂觀，認為供應鏈瓶頸

僅為短期效應，預計年底前能逐季回到正常。過往製造業供應瓶頸平均

維持6-9個月，加上拜登政府已於6月初成立供應鏈調查小組，因此供給

瓶頸在下半年仍有望改善，供應鏈瓶頸帶動的通膨壓力也有機會降溫，

但要留意歐美Delta病毒擴散產生的變數。

供應鏈瓶頸改善有望抑制物價與通膨

商品價格走緩可能降低補庫存急迫性

商品價格走弱可能影響補庫存急迫性，有待時間確認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全球商品價格(CRB指數)已連2個月月增率(3個月移動平均)放緩，與此同

時中國新出口訂單PMI連2個月低於50。目前市場對中國官方新出口訂

單放緩看法仍分歧，一方認為與商品價格走跌有關，另一方認為與美歐

製造業狀況逐漸改善，因此減少海外進口依賴。從歷史數據來看，中國

新出口訂單與商品價格變動有一定相關性。若客戶認為商品價格短期有

機會下跌，的確可能觀望下單，或降低提前補庫存的急迫性。至於製造

業新出口訂單走弱為暫時性，或下跌趨勢的開始仍需時間確認。 資料來源:上下圖- Bloomberg，2021/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商品價格走緩可能降低補庫存急迫性

企業仍持續上修2Q21獲利預期

美國ISM製造業PMI供應商交貨指數(往上=交貨時間較長)

製造業供應商瓶頸嚴峻但有望改善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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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4+22+20+18+16+14+12+10+8+6+4+20-2-4-6

供應商交貨指數突破60之前與之後的月份變化

2020至今

歷史平均

中國疫情爆發
美歐疫情爆發

中國製造業新出口訂單PMI(左) 商品價格指數月增率(3個月移動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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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全球央行政策現轉向跡象

歐洲央行最新貨幣政策戰略審查報告中，除了將原先接近但低於2%的

通膨目標更改為對稱於2%，也表明逐步將自住住房成本納入通膨指標，

以反映更真實的物價。儘管近期歐元區通膨壓力亦有所增溫且一旦納入

自住住房成本後可能推升核心通膨增速，但仍與歐洲央行2%的通膨目

標有一段距離。加上通膨目標調整後可容忍通膨有限度的超標，也意味

即使通膨具上行風險，但歐洲央行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政策寬鬆。

歐洲央行調整通膨目標，持續維持寬鬆政策立場不變

唯歐洲央行仍持續展現寬鬆立場

成熟國家啟動縮減購債，亞洲國家有望加入升息行列
不同於歐洲央行仍維持既有寬鬆政策，近期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

央行陸續皆採取縮減購債。而市場也預估有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在實質利

率普遍皆為負值，避免資金過度外流導致貨幣貶值下，將加入升息的行列，

其中不僅在今年以來無論升息速度與幅度均居新興市場前段的新歐、拉美，

近期亞洲國家也陸續釋放政策緊縮信號，下半年韓國有機會成為亞洲第一

個升息的國家。

資料來源:上圖- JP Morgan，2021/7/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下圖-

Barclays，2020/7/1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越來越多新興國家將加入升息行列

歐洲核心通膨增速仍不及央行目標

歐元區核心通膨年增率%: 現狀 加入自住住房成本後

新興國家: 年底前利率變動預估 年底前利率變動預估(一個月前)

實質利率(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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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全球市場顯著出現震盪，除反映近月全球經濟數據動能由強轉弱，

疫情在歐美解封後有快速攀升趨勢及包含油價在內的商品價格在供應鏈

瓶頸舒緩下而持續下滑，增添市場對於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擔憂。由於

目前正當2Q21財報公布之際，截至7/16日標普500大企業獲利打敗市

場預期比例雖仍超過8成，但從近期VIX指數明顯高於實際經濟數據表

現反映的水位，顯示市場樂觀情緒明顯消退，預料短線在風險因子消弭

前市場震盪加劇的機率仍高。

0101

疫情升溫與商品價格滑落衝擊，市場過度反應增長擔憂

景氣交替的過渡階段引來震盪，加強平衡配置降波動

強化平衡配置降低過渡期的震盪

市場似過度反應增長擔憂

然回顧過往，當景氣自衰退後快速復甦，並逐漸邁入擴張初期，值此過

渡階段，隨著經濟數據表現趨於平緩，未如復甦期般亮麗，股市多半會

經歷一段盤整期，後續在穩健的基本面支持下再度走高。隨著疫苗持續

施打，復甦軌道可望持續維持正向，成長趨勢強勁的族群可留意布局契

機，如科技、消費等產業。然短線上則提醒因應市場樂觀情緒消退造成

的震盪，適度搭配兼具股息或降波動資產以平衡配置，包含如健護、地

產、高評等新興企業債，以及具有避險性質的美元、日圓等。 資料來源: 上圖- Goldman Sachs，2021/7/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下

圖- ClearBridge，2021/6/3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市場似過度反應經濟增長擔憂

股市多在景氣進入過渡階段而盤整

標普500指數歷經熊市後表現%: 2020年3月以來 過去平均*

VIX指數 美經濟數據隱含之VIX指數

週數

*1966, 1970, 1974, 1982, 1987, 1997, 2003, 2009, 2018年平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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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評企業槓桿較低及獲利能力穩定，加上融資管道相較低信評企業多

元化，較不受當地貨幣政策影響，且在美債殖利率走升的環境下，由於

多半代表經濟復甦動能改善，企業獲利增長緩衝利率上升對財務槓桿的

負面影響，這一類的企業擁有相對較佳的財務槓桿彈性。新興企業債雖

然獲流入規模仍低於主權債，但今年以來也有近1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

其中又以投資級企業債相對穩定，顯示在全球低利率的環境下，投資人

持續發掘利息相對較高的產品以獲得穩定孳息。

0102

大型投資級新興企業債財務彈性佳，較不受利率波動影響

BB級以上新興企業債不論就評價面或基本面均具優勢
與成熟國家相比，新興美元企業債利差仍具相對優勢，存續期間調整後

之評價面並未如美信用債市緊繃，且與同地區同等級的主權債相比約有

40~80個基點的利差。觀察(1)在不同的評級當中，BB及BBB等級企業

債較同等級主權債平均利差約高出70個基點左右，部分準主權債甚至

高達100個基點之上，A級企業債利差收斂空間則相對有限；(2)在全球

債市利差來到低檔之際，仍不得不將未來美債利率上行壓力納入考量，

擁有較高利差的企業債可望在利率上行時擁有較大的緩衝力，BB級以

上新興企業債不論就評價面或基本面均具優勢。

資料來源：上圖- ICE Data Indices，BofA，2021/6/2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1/7/23，下圖- JP Morgan，2021/7/1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企業獲利改善高評等企業財務體質

BB及BBB級企業債利差高於整體

新興企業債利差具吸引力
高評等新興企業債仍為投資首選

新興企業債槓桿率與美公債殖利率關係

y = 0.6775x + 1.8177

y = -0.2456x + 2.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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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金融市場將焦點放在美國通膨數據和全球Delta病毒的演變情況。

理論上，太高的通膨會減損貨幣的購買力將不利匯率價格，但美元近期

走勢卻是偏強，主要是因為惡性通膨發生的可能性並不高。此外，目前

的通膨升溫，央行具備足夠的能力進行控管，而央行寬鬆貨幣政策的退

場，反而將帶動匯率走強。美國之外的成熟國家，歐元區通膨雖亦有升

溫但仍不到2%，日本通膨甚至還沒轉正，顯示歐日央行皆沒有退出寬

鬆政策的急迫性。美國和歐日央行的相對貨幣趨勢，對美元是正向因素。

0103

美經濟復甦而寬鬆政策緩步退場，2H21正向看待美元

日圓價位仍具空間且兼顧避險性質，2H21亦正向看待

貨幣政策相對趨勢仍有利美元走揚

避險考量的美日貨幣配置

新冠變種Delta病毒，再度造成市場對下半年經濟復甦是否可延續的疑

慮，7月下旬股市波動加大，原油價格和能源類股領跌，對具有避險性

質的美元和日圓而言是利多。此外，日本央行仍然維持目前的政策利率

和購債計畫不變，對匯率的影響性也相對小，加以日圓價位相對低，在

外幣配置中可適時加入日圓。

資料來源:上下圖- Bloomberg，2021/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美歐相對貨幣政策有利美元走揚

日圓通常於股市震盪時具避險性質

美元指數(右軸) 央行資產負債表: 聯準會/歐洲央行

美元兌日圓 美股VIX波動度指數(右軸)



13

下

期

觀

察

13

01

圖表標題近期重要行事曆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23，下圖-WIND，中泰證券，2021/7/19，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市場流動性氾濫現象是否出現轉變

美債務上限恢復期限逼近

美TGA餘額縮減釋出大量流動性

美債務於上限暫停期間大幅上升

資料來源: Goldman Sachs，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美財政部現金帳戶(TGA)餘額 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餘額(右
軸)

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兆美元) 法定債務上限 債務上限暫停

億美元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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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參考報告

http://cskssp.ctbcbank.com/

相關報告索引

**登入Sales Portal後點選該篇報告標題即可直接連結報告位置

2021/7/20【市場日報】策略觀點

三大風險因子升溫，動態配置降波動與息收
資產

關鍵字: #美 #歐 #財報 #Delta #能源 #原物料 #
金融 #油價 #科技 #消費 #新亞 #美元 #
日圓 #新興主要貨幣債

2021/7/16【新興市場債市攻略】

美利率揚升風險不可不防，以短天期主權債與企業債因應

關鍵字: #新興債 #新興主權債 #新興企業債 #高收債 #投資級債
#新當債 #亞當債 #中國 #降準 #地產 #疫情 #利差

2021/7/22【市場月報】

2021年8月金融市場投資趨勢與策略

關鍵字: #聯準會 #貨幣政策 #退場 #縮減購債 #通膨 #就業 #成
熟市場 #新興市場 #科技 #供應鏈 #美元 #利率 #債信
#亞洲 #中國 #新經濟 #降準

2021/7/23【市場日報】總匯觀點

市場波動加大有利避險貨幣

關鍵字: #美國通膨 #Delta病毒 #美元 #歐日央行 #
日圓 #債務上限 #消費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419&ft_sid=239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383&ft_sid=809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471&ft_sid=242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474&ft_sid=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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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國領先指標6月份較上個月增加0.7%，符合市場預期，然上升動能開始逐

步減緩。細項數據顯示，就業數據持續改善，製造業訂單亦有所回升，然而

工業生產活動小幅下降，可能受到缺料以及港口塞港所延誤，但整體領先指

標持續維持向上的趨勢。展望後續，上週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意外創下

3月以來最大增幅，就業數據周間波動仍大，但從每月新增非農數據觀察，

整體就業環境有加速改善的跡象。本周初請失業救濟人數意外增加反映了密

西根州、德克薩斯州、肯塔基州和密蘇里州四個州申請人數的大幅成長，

Delta變種病毒的迅速傳播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造成數據上的波動。

巴西

巴西本週公布經濟數據相對清淡，市場目前預期2021年經濟成長較一個月

前小幅上修0.27%至5.27%，然通膨數據亦有上修的跡象，目前市場預期年

底前央行基準利率將由目前4.25%升至6.75%，且前次央行已暗示接下來的

幾個會議仍將升息，政策緊縮循環延續到下半年。

3Q21市場策略

總體經濟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美國聯邦基準
利率(上緣)

0.25 0.25 0.25

美國2年期
公債殖利率

0.20 0.20 0.20

美國10年期
公債殖利率

1.28 1.60 2.00

美洲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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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
歐洲央行拉加德表示，央行已從過去危機中吸取教訓，不會提前結束量化寬

鬆政策，以免破壞目前經濟復甦軌道。市場目前預期歐洲央行9月再度擴大

資產購買規模來進一步提振經濟，預計寬鬆政策至少延續到明年1Q22。

新歐
俄羅斯疫情再度升溫，下周預定公布的6月零售銷售增速恐受拖累較前月下

滑，但觀察俄羅斯物價與景氣數據，研判俄羅斯央行升息周期尚未結束，年

內預計俄央將調升基準利率至6.5%，下半年延續升息趨勢。

3Q21市場策略

總體經濟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歐洲央行
再融資利率

0.00 0.00 0.00

德國10年期
公債殖利率

-0.43 -0.15 -0.10

歐洲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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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21市場策略

總體經濟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日本央行利率 -0.10 -0.10 -0.10

日本10年期
公債殖利率

0.02 0.08 0.12

澳洲央行利率 0.10 0.10 0.10

澳洲10年期
公債殖利率

1.19 1.70 1.85

中國存準率 12.0 12.0 11.5

中國2年期
公債殖利率

2.47 2.70 2.65

台灣央行利率 1.125 1.125 1.125

亞洲

成熟

亞洲

疫情再度升溫，日多地再度啟動緊急狀態，預計下周公布的7月製造業與服

務業PMI可能有再度拉回壓力，6月零售月增速可望較前月改善。儘管市場

又因疫情下修日本第三季度GDP表現，但對第四季景氣反彈看法依舊，主要

基於屆時疫情完整施打率可望超越五成、政府將再推動旅遊補助刺激消費，

本行維持偏升看待日十年公債殖利率走勢。

新興
亞洲

恆大事件再度引發對中國債務違約的擔憂，本行維持先前看法官方將依風險

程度等級不同進行債務清理，可確定的是全面剛性兌付已不復存在。目前觀

察官方對房地產政策仍持續收緊，加上景氣有下行風險，年內尚有大量

MLF(中期借貸便利)到期，本行維持中國年內仍有0.5%存準率下調空間。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亞洲



18

附

錄

18

03

美國 正向

近五日美股震盪收平，經濟數據喜憂參半，對經濟敏感度高的價值循

環股表現弱勢，投資人偏好獲利確定性較高的成長股，包括IBM、英

特爾、推特2Q21財報表現亮眼，在財報公布初始階段，88%企業獲

利超過預期，穩健的財報轉移投資人對經濟復甦的擔憂，但從最新就

業數據來看，美國短線復甦的不確性仍存，疊加進入八月淡季，美股

震盪將加劇。

拉美 中立

拉美指數近期下跌，週初受到全球股市恐慌情緒拖累，權值產業全線

走低，尤以能源、原物料類股為甚，儘管後續小幅反彈仍未能完全收

斂跌幅。所幸近期巴西疫情似乎出現緩和跡象，內需類股相對有撐。

但隨美元維持強勢，資金外流壓力仍在，預料指數表現仍將受限。

3Q21市場策略

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成熟市場股 3,047 2,800 3,200 

美國 4,367 4,000 4,400 

拉丁美洲 2,538 2,000 2,030

巴西 126,147 118,000 120,000

美洲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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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歐洲 正向

近五日歐股震盪走跌，歐股投資信心目前受疫情擴散及德國大洪水的

破壞，影響該地區的投資情緒，所幸，企業財報強勁以及礦商發布新

的擴產資料，以及ECB(歐洲央行)堅持鴿派立場，為歐股帶來支撐，

下半年歐洲基本面持續上行，維持正向看待歐股。

新歐 中立

新歐指數下跌，除了跟隨全球對於變種病毒的恐慌情緒之外，

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及其盟友)達成增產共識也共同令油價一度

大跌，雖然後續出現反彈也未能回到原先水準。另傳出美國將不再阻

止北溪天然氣管道建設，料可降低部分美俄地緣壓力，預料短期新歐

指數仍將跟隨油價而區間震盪。

3Q21市場策略

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歐洲 3,514 3,500 3,800

新興歐洲 338 310 315

俄羅斯 1,600 1,490 1,520

歐洲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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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3Q21市場策略

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亞洲

泛太平洋 中立

中國股市並未跟隨國際股市走低，表現相對抗跌，反映宏觀數據

穩健所帶來的支撐。但金融&地產類股則是相對疲弱，代表降準

對於地產公司債務壓力的緩解效果仍然有限，預料政府若能加大

寬鬆力道，方有利整體指數後續表現。台股則是相對較弱，反映

航運股走疲的壓力，所幸大型電子股表現有撐，令跌幅未有擴大。

後續隨著旺季來臨，料電子股有望重返主流支撐台股表現。

新興亞洲 中立

中國A 中立

東協 中立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泛太平洋 203 170 215

日本 27,548 28,000 29,000

新興市場 1,326 1,340 1,360

新興亞洲 722 740 755

中國A 3,575 3,300 3,350

香港 27,724 28,400 28,600

台灣 17,572 17,820 18,200

東協 687 700 710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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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3Q21市場策略

產業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成長及利率型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科技 516 500 545

非核心消費 418 428 462

工業 342 340 369

金融 141 143 155

地產 254 230 258

科技 正向

科技股進入密集財報公布期，鑑於終端市場(汽車、工業、運算、

5G、遊戲、網路)的需求依然強勁，並且之前疲軟的終端市場(雲/

超大規模和企業)回暖，預計企業對下半年積極的獲利修正可期。

非核心

消費
正向

近日歐盟提案，2035年全面禁止搭載內燃機的新車銷售，也就是

油電混合車也將只剩下15年壽命，此行動魄力為純電動車市場帶來

積極訊號，高盛因此將未來20年的電動車銷售預測上調20%左右。

工業 正向

儘管仍有懸而未決和時間不確定性，但全球航空旅行正在迅速恢復，

新的訂單週期似乎正在積聚動力，也特別期待窄體飛機需求比市場

預期的恢復得更快。

金融 正向

疫情風險壓抑近期美債殖利率表現，令金融股表現遜於大盤，然全

球貨幣政策趨緊的軌道不變，對金融股仍是潛在動力，此外，景氣

背景改善下，手續費業務、投資銀行、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等業務，

仍舊會是獲利主力。

地產 正向

美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持續在歷史低點附近徘徊，有利的借貸成本

讓全球地產股指數近期表現格外突出，加上供不應求的穩定基本面

讓房價以其增速來到歷史新高紀錄。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成長及利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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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3Q21市場策略

產業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天然資源型與原物料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能源 155 170 178

原物料 348 342 375

布蘭特原油 73 71 72

黃金 1,807 1800 1,870

能源 正向

預期在OPEC+控制供給下，油價仍維持高檔，而能源廠如埃克森

美孚、雪弗龍將陸續公布財報，預期對未來展望仍偏樂觀。受能源

廠資本紀律，現金流回升，類股可望重啟回購，對能源產業持正向。

原物料 正向

雖中國將釋放儲備金屬，恐壓抑商品價格，然受綠電、儲能需求增

加，相關礦產供給仍緊，且西歐、中國暴雨災後重建需求增，將支

撐原物料價格，類股獲利仍佳，持正向。

布蘭特
原油

正向

市場消化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及其盟友)達成逐月增產協議及

原油需求復甦狀況，近五日油價先跌後漲。雖OPEC+每月依市況

檢討產出，預期仍可維持供需吃緊，然中國釋放2,200萬桶戰備儲

油給煉油廠將降低進口需求，短期油價上檔仍有壓。

黃金 中立

預期市場將觀望美聯儲動向，且美元呈強勢，短線金價上檔仍承壓，

然因市場過度反應升息預期、負利率債券規模增加、地緣政經動盪

及印度實體黃金需求回升，預期金價以1,700~1,850美元/盎司區間

震盪機率較高。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天然資源型與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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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3Q21市場策略

產業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非循環型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公用事業 154 150 158

核心消費 275 260 280

健護 349 320 345

通訊服務 110 104 110

公用
事業

中立
美十年期債殖利率表現弱勢及疫情擴散，公用事業短線將有表現機

會，然極端氣候風險上升，恐影響電網安全，持中性。

核心
消費

中立

可口可樂財報獲利優於預期，上調年度獲利預估，然下半年居家冷

凍食品消費偏弱，且類股須漲價以轉嫁成本上揚，持中性，較看好

飲料類。

健護 正向

嬌生財報優預期上調年度獲利。下週輝瑞將公布財報，預估將優於

預期。就產業來說受疫苗需求優於預期、藥品銷售持續、美國診療

數量和患者組合已恢復到COVID-19前，且醫療科技支出指數成長，

對類股持正向。

通訊
服務

正向

網飛3Q21展望雖低於預期，然隨新影音陸續上線，將走出低谷，

訂閱戶數逐季成長。下週臉書、谷歌將公布財報，預期通訊服務類

股受歐美景氣擴張，獲利成長，持正向。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非循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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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3Q21市場策略

信用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全球投資級債 1.49 1.68 1.72

美國投資級債 1.97 2.25 2.30

歐洲投資級債 0.19 0.35 0.35

全球高收益債 4.16 4.41 4.40

美國高收益債 4.04 4.65 4.65

歐洲高收益債 2.39 2.90 2.80

成熟市場

全球

投資級債
中立

檢視美投資級債市：(1)當前美投資級債利差高於200點者占比僅

2.2%且利差離散程度低於2019年，目前僅信評A級10至15年期與

AA級以上15至20年期債券與公用事業、運輸及金融產業債利差離

散高於疫情前水準，(2)今年第2季美投資級債信評調升數達1170億

美元佔美非金融投資級債比例約2.5%，而明日之星(信評調升至投

資級)以能源、零售、汽車及原物料業信評調升量較高，企業獲利持

續挹注預期下半年信評調升數仍大於降評數。考量過往利差離散程

度較高者具較多超額報酬空間且企業債信續改善，下半年債信選擇

重於選市並宜採取槓鈴與階梯式策略平衡風險。

全球

高收益債
中立

觀察美高收債市：(1)6月美高收債個別債券離指數利差正負100點

內集中度達6成，為金融海嘯後高點，此外，各信評價格離散程度

皆下滑且各產業價格離散度亦較疫情前下滑，且以運輸、科技及非

循環消費離散幅度較低，(2)6月美高收債信評調升企業數達40家且

降評數僅13家，今年上半年升評數以信評B級較多，而產業集中於

能源、不動產及原物料。考量美國經濟成長率與明日之星呈正相關

而與墮落天使(信評降至非投資級)呈負相關，預期明年企業債信仍

為持續改善趨勢然而價格離散度處相對低位，建議後續趁波動驟升

時以信評B級以上具潛在升評機會者進場鎖利。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成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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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

主要貨幣

主權債

正向

市場波動加大影響新興債利差走勢，除阿根廷因布宜諾艾利斯省債

權人對目前重組方案意見分歧表現較弱外，各國主權債利差擴大幅

度約10個基點內。下週市場聚焦聯準會利率會議，尤其美10年債

利率一度跌破1.2％，利率風險可能因聯準會談話而上升，所幸主

要貨幣主權債利差回到均值附近增添吸引力，不過考量貨幣政策正

常化應勢在必行，仍應降低15年期以上的主要貨幣主權債持有比重。

新興

主要貨幣

企業債

正向

中國恆大事件再度衝擊中國高收益債市，接下來中國企業即將進入

半年報密集揭露期，仍難避免因消息面帶來的波動。中國境內外債

券違約率還在上升，隨著政府監管致力提高信用債市場的自律性和

透明度，人行降準政策或可緩解部分企業再融資壓力，然B等級以

下高槓桿企業壓力仍大，資金可能因此轉進安全性高的資產，而過

去一段時間投資等級債表現穩健，預期獲外資青睞、政府強力支持、

財政穩健的地方債及政策性銀行則為風險相對低標的。

新興

當地

貨幣債

中立

新興市場貨幣普遍走貶壓抑新當債總報酬率多為負值，但人民幣走

勢穩定對亞幣帶來正面效應，表現較弱者仍集中於拉美及新歐，而

南非暴動事件對南非當地債市影響不大，雖然像俄羅斯或波蘭殖利

率跟隨美歐利率而走低，但南非當地債殖利率也未大幅彈升。考量

財政穩健度、貨幣波動性及貨幣政策動向，亞當債仍相對穩健。

05
3Q21市場策略

信用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新興主要貨幣
主權債

4.58 4.80 4.95 

新興主要貨幣
企業債

3.93 4.00 4.35 

新興投資級債 2.35 2.30 2.70 

新興高收益債 5.31 5.35 5.62 

新興當地貨幣債 5.01 4.80 5.60 

人民幣債 2.86 3.00 3.21 

亞洲當地貨幣債 3.48 3.50 3.90 

新興市場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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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正向

未來一周關注FOMC會議。雖一般認為本次會議不會有具體的行動或

新的規劃，但仍是影響短線美元走勢的重要因素。短線市場波動支持

具有避險性質的美元和日圓，惟後續仍須留意：(1)美國國會月底是

否能就債務上限達成共識；(2)目前的通膨是否影響下半年的消費動

能。以上兩點均可能反而使聯準會以較為鴿派的論調回應。

日圓 正向

日本央行下調今年經濟成長的預估，主要是因疫情影響仍在。不過日

本央行仍持續維持貨幣政策不動的態勢，日圓估值在主要貨幣當中相

對偏低(名目有效匯率z score處在近10年的區間下緣)，在外幣配置

中可適時加入日圓，亦可兼具避險效果。

歐元 中立

歐洲央行會議維持目前政策不變，重申第三季PEPP(疫情緊急購債計

畫)購債總量將顯著高於年初，但變更對通膨目標的指引，通膨目標

從接近但低於 2% 改為到達 2%，並且容忍短期通膨微幅高於目標，

大致與市場預期偏向鴿派的走向相符，料歐元將維持偏弱整理。

06
3Q21市場策略

匯率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美元指數 92.82 94 93

美元兌日圓 110.14 105 105

歐元兌美元 1.18 1.15 1.16

英鎊兌美元 1.38 1.36 1.38

美元兌台幣 28.01 28.5 28.0

主要貨幣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主要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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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美元兌人民幣 6.47 6.50 6.50

澳幣兌美元 0.74 0.79 0.80

紐幣兌美元 0.70 0.74 0.75 

美元兌加幣 1.26 1.22 1.20 

美元兌新幣 1.36 1.375 1.375

美元兌南非幣 14.69 14.8 15.5

人民
幣

中立

中國全面降準後，7月一年期和五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保持3.85%

及4.65%不變，且自去年4月以來均保持在此水準。意味央行貨幣政策基

調依然是穩字當頭。雖然近期非美貨幣表現偏弱但人民幣相較穩定。這也

符合本行一直強調的人民幣對美元區間震盪但對非美貨幣表現穩定的觀點。

澳幣 正向

澳央行7月會議紀要表示通膨和薪資增長仍處低迷，未來仍應根據經濟狀

況靈活增加或減少每週債券購買量，而不承諾特定購買規模。澳洲封鎖措

施延長，零售銷售弱於預期，促使市場消化第三季增長承壓。另中國加大

減產力度抑制需求前景，促使鐵礦砂價格走跌，推深澳幣自五月以來的跌

幅。然據以往經驗，一旦疫情獲得控制且政府放寬限制，澳洲景氣將呈現

強勁反彈力道。預計澳幣風險聚焦短線，升值動能尚未改變，中長線仍維

持正向展望。技術面觀察，預計澳幣短線於0.73至0.75區間震盪。

南非
幣

負向

南非央行本週如預期維持利率3.5%不變，並提出經濟的下行風險包括比

預期更長的封鎖，有限的能源供應，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緩慢的疫苗推

廣(後者由於最近的騷亂而加劇)。此次的會議比市場預期的鴿派且打消了

接下來升息的可能，因此南非幣在會議後的表現偏弱。另外，須留意發電

問題，再加上嚴寒天氣，Eskom將實施第二階段的減電供應。目前南非幣

面臨許多利空因素疊加風險溢價仍偏低，因此仍需保持謹慎。

06
3Q21市場策略

匯率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23

商品及新興貨幣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商品及新興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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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以來，長天期利率下行的力道有所減緩，然而5年期則明顯看到補漲行情，Bull-

Flattening的曲線變化(長率下行)多半反映經濟環境從擴張後的高原期陸續進入經濟放緩下行

的循環，且當循環確立後央行多半實施寬鬆政策因應。就目前觀察美國景氣位階仍在初步進入

升息循環的景氣擴張位階，近期利率下行的可能因素如下，(1)西德州原油價格因OPEC政策而

重挫10美元/桶，進一步帶動通膨預期下行，(2)Delta病毒擴散風險增溫，導致就業數據不如預

期的疑慮增加，(3)ECB表態已從過去危機中吸取教訓，不會提前結束量化寬鬆政策，以免破壞

目前經濟復甦軌道，市場對於ECB提前退場的預期落空，利差效應及歐元區流動性外溢效果帶

動美債利率下行。展望後續，下周關注7/29聯準會利率會議所釋出的退場資訊，預計利率跌深

反彈的機率相對較高。

07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22，下圖- ICE Data Indices，2021/7/21，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3

利率曲線與信用利差現況

重要觀察指標
長天期利率下行減緩

近週投資級債與高收債利差皆走升

指標一、美債殖利率曲線

指標二、投資級債與高收債利差
• 檢視美信用債市：(1)當前美投資級債利差高於200點者占整體比例僅2.2%且利差離散程度低於

2019年，目前僅信評A級10至15年期與AA級以上15至20年期債券與公用事業、運輸及金融產

業債利差離散高於疫情前水準，此外，6月美高收債個別債券離指數利差正負100點內集中度達

6成為金融海嘯後高點，各信評價格離散程度皆下滑且各產業價格離散度亦較疫情前下滑，且

以運輸、科技及非循環消費離散幅度較低，(2)今年第2季美投資級債信評調升數達1170億美元

佔美非金融投資級債比例約2.5%，而明日之星(信評調升至投資級)以能源、零售、汽車及原物

料業信評調升量較高，企業獲利持續挹注預期下半年信評調升數仍大於降評數。考量過往利差

離散程度較高者具較多超額報酬空間且企業債信續改善，下半年債信選擇重於選市並宜採取槓

鈴與階梯式策略平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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