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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點 

資金再度出現輪動 
多頭格局未變 把握汰弱留強機會 

下期觀察 

熱門議題 
美股財報維持亮眼表現 
天然資源需求逐步回升 

盤勢回顧 
市場趨勢動能漸顯鈍化 
資金持續高收債勝過高評級債 

獲利 

科技帶動美股獲利增長強 
內憂外患干擾能源族群 

拜登民調上升添美股波動 
歐洲加碼紓困計畫通過 

八大市場皆為低度警示層級 

景氣回升或進入放緩期 

中國大型商銀資本適足率持續改善 

景氣 

顧體質 
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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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多數股市動能持續較上週轉弱 

健護、原物料、消費動能續揚 

資料來源：上下圖-Bloomberg，2020/7/2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3 

產業指數以MSCI全球十一大產業分類為主，MSCI是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 

全球央行超寬鬆貨幣政策堆疊出的指數漲幅在近期數週已有過熱跡象，

令金融市場趨勢動能出現鈍化轉弱跡象，僅美國連兩週勉強持平。歐洲

短期動能較上週縮減幅度比其他成熟國家大，令通週指數漲幅明顯受限。

另外，疫情控管能力較差的新歐、拉美動能表現則持續墊底。 

健護受惠歐美生技大廠在疫苗研發續傳捷報的激勵下，動能續揚。此外，

在多國央行寬鬆政策持續發酵令市場游資充沛的激勵下，產業板塊出現

資金類股輪動現象，順勢帶動原物料與消費板塊的動能持續回溫。惟因

短期升息機率渺茫，令金融、地產等產業板塊動能表現持續疲弱，潛在

資本利得的期待空間亦相對有限。 

寬鬆資金堆疊的指數點位漲幅已高，動能續顯疲態 

資金在板塊間類股輪動，健護動能續揚、原物料動能轉強 

成熟國家 

新興國家 

非循環 

成長型 

利率型 

原物料 

【註】右圖之動能指標係利用類似技術指標中的DMI+ 減去DMI-之數值來衡量，即股市一段期間內創新高的力
道(幅度)扣除創新低的力道(幅度)，亦即以股市追高或殺低多空雙方的能量來預判股市的動能方向。 

僅美國動能持平；健護、原物料動能續揚 

市場趨勢動能漸顯鈍化 
長期趨勢

( 高至低排列)

短期動能

變化
1W% 30D% YTD%

中國A -0.10 3.6% 12% 9%

新興亞洲 -0.13 3.1% 7% 4%

美國 0.30 0.6% 3% 0%

泛太平洋 -0.20 1.8% 3% -2%

日本 -0.35 -0.1% 1% -4%

歐洲 -0.53 -0.3% 0% -10%

澳洲 -0.07 1.5% 2% -9%

拉丁美洲 -0.13 4.4% 4% -29%

新興歐洲 -0.64 2.7% -2% -23%

東協 -0.30 0.9% 1% -18%

長期趨勢

( 高至低排列)

短期動能

變化
1W% 30D% YTD%

科技 -0.26 0.7% 3% 17%

非核心消費 0.10 0.5% 5% 8%

健護 1.17 1.4% 4% 6%

原物料 0.53 2.2% 8% 0%

通訊服務 -0.01 -1.0% 2% 2%

核心消費 0.84 1.9% 4% -2%

公用事業 0.94 2.3% 5% -4%

工業 0.14 1.1% 4% -9%

金融 -0.05 0.6% 2% -20%

地產 -0.43 0.8% -1% -15%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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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朗、人民幣、英鎊等部分非美貨幣短期動能轉強，其中尤以人民幣趨

勢動能最為強勁且連續六週動能轉強。歐元、澳幣、加幣短期動能相對

上週持平。台幣、紐幣、日幣因近期對美元匯價已有漲多壓力，動能出

現弱化跡象。美元指數在聯準會支持超寬鬆貨幣政策以及財政刺激政策

預期出台下，連三週動能轉弱。 

企業財報好壞不一、中美關係緊張並未對市場造成太大衝搫，疫苗研發

之期待普遍激勵風險性資產走揚，本週高收益債也在健護、科技與通訊

產業帶動下利差再度收斂逾50bps、表現領先成熟債市。此外，因美元

持續疲軟，資金持續轉入新興債市，激勵新興主權債與企業債利差聯袂

收斂。因市場風險偏好情緒高漲，對全球債與投資等級債偏好降低，利

差收斂幅度較小。 

部分非美貨幣動能翻揚；美元再度轉弱 

健護、科技等企業利多題材頻傳，高收益債利差再度收斂 

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非美元貨幣動能翻揚；美元續弱 

市場資金持續青睞高收益債 

商品貨幣 

資料來源：上圖-Bloomberg，2020/7/23、下圖-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

截至2020/7/22，以及 Eikon OAS(Option Adjusted Spread) ，2020/7/22，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3 

成熟貨幣 新興貨幣 

成熟債券 新興債券 

債市資金持續高收益債勝過高評級債 

非美貨幣動能轉強 
長期趨勢

( 高至低排列)

短期動能

變化
1W% 30D% YTD%

歐元兌美元 0.31 1.7% 2.4% 3.2%

瑞朗兌美元 0.53 1.8% 1.7% 4.2%

澳幣兌美元 0.18 2.5% 3.1% 1.7%

台幣兌美元 -0.28 0.2% 0.5% 1.7%

紐幣兌美元 -0.19 1.9% 2.6% -1.2%

日幣兌美元 -0.80 0.1% -0.6% 1.4%

境內人民幣兌美元 1.23 -0.2% 0.8% -0.5%

英鎊兌美元 0.83 1.4% 1.7% -3.9%

加幣兌美元 0.01 1.2% 1.0% -3.2%

南非幣兌美元 0.73 1.7% 4.8% -14.9%

美元指數 -0.12 -1.4% -1.7% -1.5%

資產類別 1W%
OAS

△5D

OAS

△30D

OAS

△YTD

全球債 1.4% (9) (17) 37

美國投資級債 1.1% (9) (18) 39

全球高收益債 1.7% (42) (63) 180

美國高收益債 1.7% (53) (75) 172

歐洲投資級債 2.3% (10) (17) 32

歐洲高收益債 2.5% (17) (32) 168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2.0% (23) (27) 107

新興市場企業債 1.4% (22) (40) 172

人民幣債 0.1% (3) 2 10

【註】右圖之動能指標係利用類似技術指標中的DMI+ 減去DMI-之數值來衡量，即股市一段期間內創新高的力
道(幅度)扣除創新低的力道(幅度)，亦即以股市追高或殺低多空雙方的能量來預判股市的動能方向。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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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所有市場下檔風險降為低度警示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0/7/23 ; 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截至

2020/7/2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紅燈=預期未來60天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機率為「高」 
黃燈=預期未來60天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機率為「中」 
綠燈=預期未來60天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機率為「低」 

警示模型係針對下列八大市場，分別透過總經數據、企業獲利、技術指標、

債市利差變化等構面之多重變數進行倒流回測，進而研判各市場未來60天

是否將出現明顯下檔跌幅的量化預警模型。美、歐暨新歐、拉美因景氣動

能指標落底反彈且趨於好轉跡象而調降為低度風險警示層級的綠燈，泛太

平洋與新亞則依舊維持綠燈。債市警示在美元弱勢、新興貨幣走揚、利差

持續收斂以及全球金融情況指數持續緩解等變數帶動下，下檔風險依舊維

持風險程度較低的綠燈。 

金融市場風險警示層級全面好轉 

美國 歐洲 泛

太平洋

新興

亞洲

新興

拉美

新興

歐洲

全球

高收益債

新興

主權債

SPX SX5P MXAP MXMS MXLA MXMU HW00 IGOV

明顯下檔

跌幅門檻
-4.3% -5.6% -5.3% -8.0% -11.0% -12.0% -3.0% -3.0%

歐美暨新興市場風險調降為低度警示層級 

金融市場下檔風險趨緩 

2200

2600

3000

3400

380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SPX

2200

2600

3000

3400

380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SX5P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MXAP

400

440

480

520

560

600

64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MXMS

1400

1800

2200

2600

3000

340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MXLA

180

220

260

300

340

380

42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MXMU

60

64

68

72

76

80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HW00

135

145

155

165

175

185

2020/1/1 2020/2/11 2020/3/23 2020/5/3 2020/6/13

IGOV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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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族群表現穩健，雲端業務帶來激勵 

趨勢技術發展之餘，並有併購題材帶來活絡 

資料來源: 上圖- Factset，2020/7/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 Bloomberg，2020/7/2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科技淨利率表現穩優於多數產業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科技族群獲利穩健 並有併購題材帶來活絡 

美股財報維持亮眼表現 

半導體併購活動似有回溫跡象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美股財報季本週表現同樣相對亮眼，科技大廠IBM(國際商業機器)、

TI(德州儀器)與Microsoft(微軟)獲利皆優於市場預期，TI營運展望更是

優於市場預期，雲端業務表現乃是市場關注焦點，其他如電動車大廠

Tesla(特斯拉)、航太製造廠Lockheed Martin(洛克希德·馬丁)獲利也優

於市場預期，洛克希德·馬丁並上調全年財測，顯示市場多已反應2Q20

的獲利衰退，企業雖減少公布營運展望，但也降低負面展望帶來的震

盪，然須留意的是，企業對當前的景氣與需求仍充滿相當大不確定性。 

全球類比IC第二大廠亞德諾(ADI)於2020/7/13宣布收購美信半導體

(Maxim Integrated)，收購金額約210億美元，將創下美國今年最大交

易案，也是半導體史上第三大併購案，受到疫情衝擊景氣以及5G(第五

代行動通訊)與AI(人工智慧)發展的多元應用，本行預期相對停滯的科

技業併購案，未來有望逐漸回升，並帶動整體科技產業活絡。 

計入ADI併購Maxim 每年併購完成金額 半導體併購金額(百萬美元) 

2020/7 
半導體史上第
三大併購案 

2Q19 2Q20 標普五百產業淨利率%(稅後淨利/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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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產延續加上需求回升有助油價持穩，類股持續虧損 

商品需求回溫然回升幅度緩慢，原物料價格仍難上行 

資料來源:上圖- JP Morgan，2020/7/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17，下圖- 

ACC(美國化學理事會)，2020/6/3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OPEC+減產維持原油供需平衡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短期商品價格仍難上行 企業持續虧損 

天然資源需求逐步回升 

製造業前端化學活動有轉佳跡象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OPEC+(石油輸出國家及其盟國)於7月中會議達成協議，依照原定計畫

將於2020年8月將減產量下調兩百萬桶，然因部分盟國先前減產不足

部分仍將回補，因此相較7月實際減少約一百多萬桶，將維持下半年供

需平衡水位。油價若高於40美元/桶，將增加油商復產意願，本行預期

3Q20布蘭特原油仍在30-40美元/桶之間，也因此能源企業預期3Q20

將仍呈現虧損狀態，財報季難期待有好表現，但油價不至再帶來干擾。 

經濟活動重啟加上下半年油價回升，化學品價格與需求也逐漸回升，

依據美國化學學會(ACC)編纂的化學活動指標，已看到連續兩個月的回

升，與生產活動有關的分項指標皆出現回升，同時中國市場對原物料

需求回升優於預期，對於商品族群活動皆有打底回升跡象，然中國以

外市場需求回升幅度仍緩慢，預期3Q20主要原物料價格仍將難上行。 

2020/4 
供過於求 

2千萬桶/日 

OPEC+減產量(百萬桶/日，右軸) 全球原油需求 全球原油供給 

化學活動指標(CAB)，左軸 YoY(%)，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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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當選機率上升，增添美股波動風險 

大選年端牛肉，市場期待新一輪刺激政策 

資料來源:上圖- Goldman Sachs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17 ，下圖-

Bloomberg，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0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近幾個月以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於各項議題上之信任度皆明顯

優於川普，且市場預期民主黨於年底選舉後掌控白宮、參眾議院之機

率持續上升，未來幾個月美股將保持震盪格局。若拜登當選，僅管企

業稅上升，但他支持的產業領域，例如清潔能源；以及支持全球多邊

主義，海外營收過半的美企皆可望受惠，另外，汽車、全球奢侈品牌

等在貿易戰中跌幅較深的類股亦可望有絕地反攻的機會。 

VIX指數(右軸) 

拜登民調上升添美股波動 
財政懸崖即將到來，市場期待新一輪刺激 

參議院           總統             眾議院 

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規模(兆美元，右軸)    標普500指數(左軸) 

民主黨入主白宮與國會的機率提升 

85% 

62% 

61% 

CAREs(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刺激政策自3月推出以來為美

國經濟帶來明顯的效果，但效果逐漸在遞減中，每周600美元失業補貼

(UI)將在7/31到期，工資保護計畫(PPP)延長至8/8到期，政府和地方的

援助以及個人支票都屬一次性補貼，財政懸崖即將到來，市場期待新

一輪刺激政策。選戰當前，兩黨各取所需，拿財政資源從事選舉活動

是常見的事，僅管兩黨意見分歧，但最終國會通過機率仍高，牛肉刺

激政策可望推升市場樂觀氣氛，市場預期新一輪刺激方案至少1兆美元。 

持續性刺激政策可望提振美股 

民主黨入主白宮&國會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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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領導人7/21對歐洲紓困計畫(Next Generation EU)達成協議，與

先前歐盟執委會提出的版本相比，最終版本仍維持總規模達7,500億歐

元不變，但直接贈款的部分由5,000億下修至3,900億，另外的3,600億

將以貸款的形式提供。根據歐洲議會說明，預算中之70%將按成員國

各自的生活水平，規模和失業狀況於2021-2022年分配，另30%將依

據各國GDP(國內生產毛額)受疫情衝擊程度於2023年分配，故義大利、

西班牙及希臘等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南歐國家預料將得到最多的挹注。 

經過5天漫長協商，7,500億歐元紓困計畫達成協議 

資金以發行共同債券籌措，歐洲財政整合跨出重要一步 

資料來源:上圖- European Council，2020/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下

圖- Bloomberg，2020/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南歐國家預計受惠最多 

歐洲政策整合有助於支撐歐元 

儘管此項計畫因發放時間落在明年且執行上仍需多數歐盟國家同意，

使得外界對於能否救急仍有疑慮。但為了籌措這筆資金，歐盟將以發

行共同債券進行，加上此次峰會亦通過歐盟未來7年共1.074兆歐元的

預算框架，也為解決過去歐盟最被詬病雖有共同貨幣，但財政政策上

卻無法統合的制度性問題跨出重要的一步，除降低歐洲政策不確定性

之外，預料將有助未來歐盟或歐元區運作穩定性，對歐元帶來支撐。 

財政政策整合有助於不確定性降低 

歐洲加碼紓困計畫通過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歐元兌美元(左軸)           歐洲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倒置，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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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疫苗試驗屢傳出正面進展，加上歐盟紓困計畫達成協議及財報表現

多優於市場預期，資金再度出現輪動，由擁擠的科技股轉進循環股及小

型股，整體全球風險性資產仍呈現高檔整理。然值得留意的是，除企業

獲利尚未跟上導致本益比偏高外，市場波動度指標(VIX)尚未降回安全

水位也意味著投資人風險情緒仍保有一度程度的謹慎，短線上仍有面臨

調節震盪風險。 

01 01 

疫苗及政策利多不斷，資金再度出現輪動 

目前環境仍有利風險資產表現，把握汰弱留強機會 

多頭格局未變 把握汰弱留強機會 

資金再度出現輪動 

自3月底以來美債殖利率保持穩定但結構略有變化，市場對增長預期的

提高推升損益平衡率走高，但聯準會定調利率維持低檔，致使實際利率

下滑。而根據機構統計過去10年當發生此現象時，除美元之外，大多

數資產平均表現皆為正報酬，也意味目前環境有利各類資產表現，整體

格局仍維持多頭不變，但在疫情影響下資產表現分歧仍大，故可把握資

金輪動時創造出汰弱留強的機會。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20/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美債殖利率結構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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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上週Netflix財報及財測不如預期，引發微軟、亞馬遜等科技龍頭股

獲利調節賣壓，然在疫苗利多以及月底新一輪經濟刺激計畫可望推出的

支撐下，美股修正幅度有限。根據機構統計，全美目前已達近80%人口

的州暫緩經濟重啟計畫，受惠於疫情影響時間延長且衍伸需求，預料整

體科技股不僅獲利衰退的幅度有限，恢復動能亦較強，短線市場雖過度

擁擠存在調整需求，但不影響趨勢上漲格局，而美股受惠於科技比重高，

可望延續漲勢。 

01 02 

趨勢產業帶動，美股企業獲利增長仍具優勢 

受政策與評價面支持，美高收債以BB級較具表現機會 

美高收債以具政策及評價優勢BB級債為主 

科技帶動美股獲利增長強 

同樣受惠於政策加持及景氣復甦，美國高收益債流動性亦隨投資級債出

現好轉，上月發債量創下今年新高顯示多數企業已能舉債再融資來借新

還舊，也反映企業債降評及違約家數雖持續發生但有逐步減少，預期違

約情況將有改善空間。然而觀察高收債中信評CCC級與BB級之間利差

比率近期來到3.1倍，已接近歷史均值附近，加上較低信評企業獲利短期

難見明顯改善，預期未來企業違約事件仍持續，因此在高收債中仍以聯

準會購債政策挹注的墮落天使及信評BB級債券相對具表現機會。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資料來源:上圖- IBES，2020/7/1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下圖- BofA，

2020/7/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美股企業獲利增長預估依舊強勁 

違約率攀升下 BB級債相對具價值 

2021預估每股盈餘相對過去五年平均值(變動) 

             美高收CCC/BB利差比率(左軸)          美高收債發行企業違約率(%，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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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產業景氣及節能減碳的長期趨勢，埃克森美孚、雪佛龍、

道達爾等能源廠計畫優化資產組合，剝離表現不佳的資產，受產業結

構調整持續及對能源需求回升的不確定性，本行對3Q20能源類股維持

負向看法，然預期3Q20油價回穩，整合性能源商虧損可望減少，投資

人對油價或能源類股的短線搶短操作仍需謹慎，而能源產業在這一波

汰弱留強後，長線投資者可留意財務結構較佳且現金流量充足的大型

整合性能源商的機會。 

01 03 

能源產業結構調整持續，3Q20能源產業持負向看待 

指數過度反應樂觀預期，3Q20新歐指數有回落壓力 

類股獲利仍將呈現虧損 能源與新歐皆有壓 

內憂外患干擾能源族群 

俄羅斯目前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確診人數全球第四大，同樣在解

封重啟經濟活動後二度爆發風險加大，將或對內需產業再帶來衝擊，

加上油價反覆震盪，能源類股短期仍將呈現虧損，呼應目前俄羅斯整

體金融情勢指數仍在低檔徘徊。如就三大新興市場來看，若以疫情前

水準作為標準(以過去5年EPS平均值代表)，2021年新歐獲利是三大新

興市場中恢復程度最落後的，本行短線仍相對負向看待新歐市場。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0/6/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下

圖- Goldman Sachs，2020/7/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能源業者3Q20仍難避免虧損頹勢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俄羅斯金融情勢指標仍未回升 

名目(盧布) 實質(扣除物價，盧布) 俄羅斯金融情勢指標 

整合性能源廠 每股盈餘(美元) 能源設備及服務業者(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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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優預期但實際成長未上修 

01 

圖表標題 近期重要行事曆 

中國大型商銀資本適足率持續改善 

資料來源：上圖-Bloomberg，2020/7/24，下圖- Wind，國海證券研究所，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2 

中國大型商銀資本適足率持續改善 

景氣回升或進入放緩期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0/7/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16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1 
1 

全球花旗經濟驚奇指數 彭博社統計經濟學家2020年經濟成長預估值(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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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1【天然資源產業投資攻略】 

中國需求支撐，4Q20天然資源轉中性看待 

關鍵字: #化學 #黃金 #鐵礦砂 #銅 #油價 #原物料指數 #能源
指數 

2020/7/17【市場日報】總匯觀點 

全球經濟進入向上重估階段 

關鍵字: #經濟驚奇指數 #失業率 #耐久財支出 #汽車銷售 #疫
苗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01 

 本篇參考報告 

http://cskssp.ctbcbank.com/ 

相關報告索引 

2020/7/22【成熟市場債市攻略】 

央行政策支持的成熟企業債具下檔保護 

關鍵字: #美投資級債 #美高收債 #金融投資級債 #銀行投資級
債 #金融服務投資級債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2020/7/22【新興市場債市攻略】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為下半年新興債投資首選 

關鍵字: #新興債 #高收債 #俄羅斯 #制裁 #地產債 #
違約 #中國 #歐非中東 

近期出刊報告 

2020/7/22【美國股市攻略】 

美股迎來史上最強熊市反彈，後續利多支持美
股續強 

關鍵字: #大選 #基本面 #循環性類股 #通膨 #資金 

2020/7/23【投資月報】 

2020年8月金融市場投資趨勢與策略 

關鍵字: #QE政策 #本益比 #違約 #美中博弈 #策略 #
科技 #美股 #新亞 #債券 #美元 #陸股 #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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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美洲 

美國 

美國疫情持續惡化，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不如預期，美國10年期公債

殖利率創3個月新低。展望後續，美國兩黨就下一輪財政救助的可能性

仍高，同時，下周聯準會將召開利率會議，預計寬鬆政策的言論將延續，

但不會有新政策出台，市場關注殖利率控制計畫的相關言論，惟目前公

債市場利率波動因量化寬鬆政策而明顯大幅降低，且殖利率曲線仍為正

斜率，因此並未有急迫必要宣布控制價格，更明確的前瞻指引將繼續壓

低利率波動度，預計公債利率/價格狹幅區間整理。 

巴西 

巴西疫情尚未緩解，單日新增病例再創新高，然而巴西股市持續反彈，

風險性資產的表現與經濟產生分歧，主要受惠於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

目前巴西基準利率2.25%已創歷史新低，彭博社統計經濟學家預估巴西

仍有降息的空間，3Q20及4Q20中位數為2.05%，目前巴西通膨仍低於

央行目標區間，因此預計巴西8月5日央行會議仍有降息空間。 

3Q20股債匯市場策略 

總體經濟 
歐洲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 

歐洲 

西歐 

歐盟高峰會順利達成7,500億歐元刺激經濟計劃，復

甦基金通過後歐元兌美元升至18個月高點，市場對

於歐洲的投資信心有所增強，歐股方面表現雖不如

美股但仍繼續收復原先疫情的修正，預計歐洲央行

將繼續運用抗疫緊急債券計畫穩定債市。 

新興歐洲 

觀察帶疫解封後的俄羅斯景氣呈兩極化發展，內需

回溫較生產面快速，但預計生產面數據後續將隨油

價止穩而好轉。本行對俄羅斯景氣從先前極度悲觀

轉中性看待，低檔物價有利延續央行寬鬆貨幣政策。 

亞洲 

成熟亞洲 

隨日本逐漸重啟經濟活動，預計6月零售銷售增速跌

勢可望較前月縮窄，失業率恐回升。近期新增確診

疫情人數在日本再度竄高，倘若衝擊解封後經濟動

能或啟動緊急狀態，才有可能逼迫日央出臺新的舉

措，但預計朝財政政策著手，影響所及，日10年公

債殖利率恐持續處狹幅區間。 

新興亞洲 

洪災影響及銷售折扣暫段落，7月中國官方製造業與

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或較前月回落但幅度可控，

不過考量近期資金利率抬升，加上未來特別國債開

始發行推升國債發行量，本行預估官方將力控利率

上升幅度，2年中國國債利率上行空間有限。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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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歐洲 

歐洲&亞洲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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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 

總體經濟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美國聯邦基準利率 
(上緣) 

0.25 0.25 0.25 

美國2Y 0.15 0.20 0.30 

美國10Y 0.58 0.80 0.85 

歐洲央行再融資利率 0.00 0.00 0.00 

德國10Y (0.48) (0.10) (0.20)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日本央行利率 (0.10) (0.10) (0.10) 

日本10Y 0.02 0.00 0.08 

中國存準率 12.50 11.50 11.50 

中國2Y 2.34 2.10 2.10 

台灣央行利率 1.13 1.13 1.13 

澳洲目標利率 0.25 0.25 0.25 

澳洲10Y 0.86 1.10 1.20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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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看好 

美股持續橫向盤整，川普民調落後拜登，打擊中國是否成為川

普下一步力挽狂瀾的手段成為市場不安的因子之一。截至

7/23，已有22%公布2Q20財報，其中77%優於預期，主要是

金融及工業獲利沒有市場預期糟糕，2Q獲利大幅衰退已在市

在預期內，接下來將檢視3Q20逐漸回升預期是否實現，Ｃ

AREs多項政策即將於七月到期，市場期待新一輪政策出台，

美股短線難脫橫向震盪格局。 

拉丁美洲 中立 

拉美此波反彈主要由原物料及電商類股帶動，銅價受惠美元走

軟及各國刺激政策推升需求預期，７月以來急漲8%，帶動智

利等產銅大國股市動能強勁，政府啟動減稅改革方案，有助經

濟打底復甦，惟雙赤字惡化，外債壓力居高不下恐令投資信心

裹足不前，拉美股市易受國際外圍氣氛影響甚鉅，留意波動加

劇風險。 

美洲 

歐洲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歐洲 中立 

歐盟峰會達成對復甦基金的共識。雖決議降

低贈款並提高貸款，然整體規模未受稀釋，

同時釋放出歐盟團結的訊號，料有助減緩整

體歐洲資產的下方風險。然而，歐元受到激

勵，恐壓抑歐企獲利，本行上調歐股評等至

中性，後續將關注財報數據變化對股市影響。 

新興歐洲 看壞 

俄指數近日上漲主要反映6月零售數據改善帶

動消費類股反彈。然近期油價走低亦拖累能

源類股表現。展望後續，俄羅斯經濟僅零售

銷售出現改善，其餘指標仍低迷，油價震盪

亦壓抑能源類股動能，整體波動風險持續。 

亞洲 

泛太平洋 看壞 
過去一週亞股在美元持續走弱下，跟隨整體

新興市場上漲，幅度超過3%。統計過去美元

弱勢階段，整體新興市場股市平均漲幅達

23%，不過出口歐美比重高的產業，如半導

體及電子產品因為主要以美元報價，匯損也

相對嚴重，因此在所有類股中表現相對差。

話雖如此，這波亞洲科技股自3月低點反彈已

超過5成，超過過去美元走貶期間漲幅，短線

要將焦點轉移到潛在匯損對下半年財報影響。 

新興亞洲 看好 

中國A 看好 

東協 看壞 

3Q20股債匯市場策略 

國家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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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圖- Goldman Sachs，2020/5/2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下圖- Barclays，2020/7/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3Q20股債匯市場策略(調整說明) 

國家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調整方向及原因 

指數 
3Q20 

評等(調整前) 

3Q20 

評等(調整後) 

歐洲 看壞 中立 

2021復甦基金撥款有助支撐景氣 

歐元走強壓抑歐企獲利相對表現 
• 歐盟領袖7/21在峰會上終於對復甦基金條件達成協議，早於本行先

前預期。雖復甦基金決議將贈款額度由原先之5,000億歐元降至

3,900億歐元並同步提高貸款額度，然整體7,500億歐元規模並未受

到稀釋，同時釋放出歐盟團結抗疫的訊號，料有助減緩整體歐洲資

產的下方風險。 

• 然而，歐元受到激勵，恐對歐洲企業獲利產生壓力。綜合上述，本

行上調歐股、德股、英股評等至中性，預期美股強於歐股走勢則未

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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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歐洲 

亞洲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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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 

國家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成熟市場股 2,308 1,800 2,250 

美國 3,236 2,500 3,200 

拉丁美洲 2,068 1,620 2,050 

巴西 102,293 74,000 97,000 

歐洲 3,064 2,920 3,000 

英國 3,442 3,400 3,490 

德國 13,103 12,100 12,370 

新興歐洲 283 275 285 

俄羅斯 1,262 1,200 1,250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泛太平洋 167 169 160 

澳洲 6,214 6,800 6,500 

日本 22,752 22,450 21,500 

新興市場股 1,078 1,100 1,050 

新興亞洲 588 560 550 

中國A 3,325 3,500 3,500 

中國H 10,325 11,000 10,630 

香港 25,263 27,600 26,600 

台灣 12,413 11,775 11,800 

韓國 2,216 2,170 2,050 

印度 38,140 40,900 37,000 

東協 652 770 700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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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上圖-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0。下圖- JP Morgan ，

2020/7/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4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調整說明) 

國家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調整方向及原因 

美中金融戰加速中國資本市場改革 

溫和通膨將引導官方利率持續下行 
• 上調上證指數目標價基於三個原因: 1.美中金融戰觸發的資本政策改

革潮，2.下半年人行貨幣政策寬鬆預期，3.拜登民調領先川普幅度擴

大，市場期待美對中鷹派政策轉彎或降溫。 

• 本行認為，在美中由合作轉向競爭的大框架下，中國為了防範海外

籌資管道受限於美國，勢必會擴大資本市場改革或加速開放國內金

融市場來吸引外資，中國國家隊在資本市場中扮演的角色，可能由

過去的風險防範者轉為主動積極的造市者。 

• 此外，中國人行上半年受限於高通膨，撒錢程度不如其他央行積極，

這在下半年將因通膨回落而改善。最後，川普受到疫情失控與種族

議題影響，民調落後拜登不斷擴大。雖然民調不等於最終選舉結果，

但以現階段川普的局勢及美國疲弱經濟狀況，或許很難對中國採取

更嚴厲的措施，這反倒給中國一絲喘息的機會。本行研判上證指數

年內評價有調升空間，有望上測2018年初的3500點價位。 

指數 
3Q&4Q20 

目標價(調整前) 

3Q&4Q20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中國A 3,000 3,500 上調 

中國核心CPI(%，左軸) 中國MLF(中期借貸便利)利率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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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看壞 

預期2Q20能源財報在資產重組下將有大額的

資產減損，而全球原油高額庫存待去化、疫情

對需求的影響，對能源類股3Q20仍持負向。 

原物料 看壞 

受美中對峙緊張情勢推升金價，近日由金礦類

股領漲，祕魯一銀礦受疫情影響停工、智利勞

資談判仍在進行，短期供給仍緊，原物料指數

短線有撐，然預期8，9月供給將逐步改善，

3Q20仍有下行風險。 

公用事業 看好 

受美歐政策偏向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帶動就業

及經濟成長，預期可再生能源比重較高的電廠

股價評價可望提升，加上低利率環境，對公用

事業維持正向。 

核心消費 中立 

可口可樂、菲律普莫利斯2Q20財報優於預期，

雖3Q20飲料需求回升，然計畫精簡產品線、

新型菸草加熱器替代使捲菸降幅擴大、免稅店

菸品銷售今年回升有限。維持中性看法。 

健護 看好 

近期多種新冠疫苗臨床實驗數據顯現正面效果

支撐股價，預期8、9月也有數種疫苗臨床數據

發布，加上3Q20非必要性醫療業務回升，對

健護產業持正向看法。 

通訊服務 看好 

市場擔憂美疫情擴大，拋售高本益比的尖牙股，

且預期2Q20受疫情影響財報表現，短線股價

仍將震盪，然預估3Q20業績回升，對通訊服

務維持正向。 

04 

科技 看好 

科技是目前最擁擠的市場，評價面偏貴，但背後意涵著企業數

位轉型讓科技產業在疫情下的衝擊較其他產業低，加上5G技

術發展趨勢也在持續加溫，讓科技業仍具堅實的成長實力，使

其保有較好的回復力，故本行看好科技股。 

非核心 
消費 

中立 
全球零售與休閒活動因重啟經濟而逐漸回溫，美歐車市6月數

據未再惡化但仍處衰退，故中性看待非核心消費3Q20展望。 

工業 中立 

工業活動中仍呈現分歧走勢，運輸指數出現谷底翻揚跡象，但

資本財數據仍在衰退中，因企業獲利衰退進而採行暫緩資本支

出政策，在多空交雜下中性看待。 

金融 看壞 
近期資本市場交易活絡支撐近期金融走勢，但金融股股權政策

受限，及提列的損失準備金持續擴大，透露出銀行業的前景仍

充滿不確定性，本行負向看待金融股。 

地產 看好 
先前因疫情而受限的房地產交易市場因限制放寬而開始活絡，

而以購物中心為主的零售業Reits於7月又有大幅度改善，故本

行正向看待地產。 

成長&利率 

天然資源&非循環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3Q20股債匯市場策略 

產業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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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利率 

天然資源&非循環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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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 

產業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科技 362 291 351 

非核心消費 301 240 292 

工業 251 219 259 

金融 100 94 106 

地產 196 185 214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能源 125 108 140 

原物料 271 215 260 

公用事業 145 130 147 

核心消費 247 225 245 

健護 295 255 290 

通訊服務 79 77 80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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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市場 

新興市場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全球 

投資級債 
看好 

聯準會次級市場信貸機制(SMCCF)購債速度持續放緩，平均

每日購債均量下滑，顯示聯準會將焦點從指數轉向個別單券。

科技及通訊服務大廠將於接下來一周陸續公布，預期財報優

於預期將有助債券價格表現，然而本周英特爾公布財報宣布7

奈米製程將延後6個月推出，恐對個別債券價格帶來些許擾動。

考量指數殖利率已處歷史低位，以科技、通訊服務及健護醫

療等基本面較佳與具題材面吸引力為首選，搭配低基期汽車

與運輸企業債取得資本利得空間。 

全球 

高收益債 
中立 

美能源企業雪佛龍收購頁岩油商Noble Energy，將有益於延

緩美國能源高收債違約債務量擴大速度，此外，考量政策挹

注信用債市流動性，預期在聯準會次級市場購債政策及市場

資金挹注下，提供高收債中BB級與墮落天使相關企業債下方

支撐。 

新興 

主要貨幣 

主權債 

看好 

拉美債市過去一週漲幅較大受惠於巴西提出

的稅制改革案，若能通過有助於簡化巴西稅

制系統及企業經營環境，消息面或能帶動投

資人對巴西債市的正向情緒，並支撐主權債

利差持續收斂，但短線難有結果，且拉美其

他國家還有經濟衰退疑慮，哥倫比亞信評恐

遭調降，長期投資新興主權債可以亞洲及高

評級歐非中東債市為主。 

新興 

主要貨幣 

企業債 

中立 

過去一週高收債表現優於投資級債，地產及

能源產業利差收斂逾20基點。接下來市場將

關注財報公布，尤其是目前違約風險較高的

拉美企業，若能有優於預期的表現，大宗商

品及消費品等相關行業也將同步受激勵，惟

拉美經濟體疲弱，外需若無法提振，可能拉

長企業現金流及營利恢復時間，拉美企業債

波動可能因此放大。 

新興 

當地貨幣 

債 

看壞 

當地債過去一週漲幅不如主權債，資金再度

流出當地債市，印度當地債流出量相對較大。

印度經濟層面壓力仍重，2021財年財政赤字

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預估達7.6%，為

先前估計值的兩倍，發債需求、經濟動能仍

可能壓抑資金持續流出當地債。考量評價面

與市場風險，主要貨幣主權債相對具吸引力。 

3Q20股債匯市場策略 

信用債市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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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市場 

新興市場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債券指數目標價為債券指數殖利率，所有指

數調整為美元計價，指數報酬預估幅度=息收*(報酬期間/12)+殖利率變動*存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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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 

信用債市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全球投資級債 1.63 1.50  1.50  

美國投資級債 1.96 2.00  2.00  

歐洲投資級債 0.62 0.50  0.50  

全球高收益債 5.70 6.93  6.93  

美國高收益債 5.62 7.25  7.25  

歐洲高收益債 4.16 5.10  5.10  

指數 
目前價位 

(7/22)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新興主要貨幣 
主權債 

5.23 7.35 6.44 

新興主要貨幣 
企業債 

5.25 7.33  6.86  

新興投資級債 2.67 3.85  2.98  

新興高收益債 7.12 10.15  9.95  

新興當地貨幣債 4.40 4.75  5.05  

人民幣債 3.13 3.10  3.40  

亞洲當地貨幣債 3.44 3.63  4.20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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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看好 

觀察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近幾週規模不增反減，但這並不代

表寬鬆態度有所改變，而只是暫時進入觀望期，也有部分原因

是來自聯準會與各國央行的換匯到期，使資產負債表的規模稍

有下滑。整體而言，全球政經不確定性指標偏高，是美元最大

的下檔支撐因素，惟美元中期趨勢確實已有所轉弱。 

日圓 中立 

日圓連續維持相當狹幅震盪的格局，一方面美元走弱有利日圓，

但另一方面全球避險情緒不強又讓日圓缺乏走強因素，本行預

期日圓震盪格局暫不易改變。 

歐元 中立 

歐盟峰會最終通過規模7,500億歐元的紓困計畫，並以發行共同

債券的方式籌措資金。過去歐盟最為人詬病的問題便在於缺乏

統合性的財政政策，本次的協議解決了這個問題，歐元區當中

財政紀律較差的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可望受惠，財政

整合邁出關鍵一步對歐元將是長線的利多因素。 

人民幣 中立 

人民幣兌美元隱含波動率本週走高，然人行在人民幣的每日定

價固定在有限範圍內，有助人民幣震盪收縮。離岸人民幣期貨

曲線對美國關閉中國領事館的事件反應平淡。觀望美中局勢，

在缺乏嚴峻對立之際，人民幣震盪將相對有限。 

匯市 

匯市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澳幣 中立 

過去幾週，由於風險情緒改善和商品價格上漲，

帶動商品貨幣(包括澳幣)漲幅。儘管澳洲預估今

明兩年財政赤字及失業率將大幅上升，但標普

及穆迪皆表示將維持澳洲AAA主權評級，為澳

幣利多。然考量中美政經面動盪將驅動風險敏

感的澳幣下修，維持對澳幣的中性看法。 

南非幣 看壞 

儘管新興歐非中東區域新冠確診人數有所下滑

的，但南非疫情仍嚴重。雖低迷的通膨數據給

予央行更多的寬鬆空間，但整體基本面未改善

前，本行仍相對謹慎看待南非幣走勢。 

原物料 

布蘭特 
原油 

中立 

美油意外庫存走升，擔憂疫情對需求的影響，

本週油價回跌。然預期8月後需求可望回穩，全

球油市2H20仍呈供給缺口，可望漸去化高額庫

存，對3Q20布油維持中性看待。油價上行風險

在於若中東地緣動盪造成短期供給短缺的風險。 

黃金 看好 

受疫情延燒、美中對峙緊張情勢升高、寬鬆貨

幣政策下的負利率環境、股市本益比過度擴張

及美元走弱，黃金可保值及對沖資產風險，本

行對黃金維持正向，逢回仍可留意。 

3Q20股債匯市場策略 

匯市&原物料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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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成熟&商品貨幣 

新興貨幣&原物料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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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 

匯市&原物料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美元指數 94.98 97 98 

美元兌日圓 107.17 107  105 

歐元兌美元 1.16 1.12  1.10  

美元兌瑞郎 0.93 0.97  0.96  

英鎊兌美元 1.27 1.28 1.28  

澳幣兌美元 0.71 0.67 0.68 

紐幣兌美元 0.67 0.63 0.64 

指數 
目前價位 

(7/23)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美元兌加幣 1.34 1.37 1.36 

美元兌台幣 29.47 29.6 30.2 

美元兌星幣 1.39 1.43  1.40 

美元兌人民幣 7.00 7.06 6.98 

美元兌南非幣 16.46 18.0  17.5 

布蘭特原油 42.81 35.0 42.0 

黃金 1,887.44 1,680 1,850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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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歐洲 

資料來源：上下圖- Bloomberg，2020/7/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17 

美歐需求恢復及公司債信用利差 

重要觀察指標 
運輸量及客流量持續回升 

信用利差再度出現顯著下滑 

指標一、美歐需求恢復 

指標二、公司債信用利差 

• 高收益債利差為504 (7/23)，較前一週減少54bp 

• 投資等級債利差為130 (7/23)，與前一週減少8bp 

 

信用利差本週再度出現顯著下滑，其中高收益債收斂幅度較大，主

要受到本週多項疫苗及對新一輪刺激政策推出的期待激勵。預料在景

氣緩步復甦及聯準會政策延續下，企業債市信用利差將保持穩定。 

信用利差(bp):          高收益債         投資級債 

     美國鐵路運輸量相對過去3年平均(左軸%)      德國客流量相對去年同期(右軸%) 

• 美國鐵路運輸量為過去平均的89.94%(7/17)，較前一週增加6.7% 

• 德國購物客流量為去年同期的73.64%(7/13)，較前一週減少2.0% 

 

本週美國鐵路運輸量指標再度重回上升趨勢，而德國客流量雖有下

滑但幅度有限，顯示整體景氣復甦仍維持正向，但復甦速度仍偏緩慢。 

504 

130 

89.9 

73.6 

*依過往歷史經驗，高收益債利差高於900屬危險階段; 介於700-900間屬警戒階段; 低於700屬正常階段 

資安等級：內部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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