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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點 

美中體質持續走向分歧 
市場偏好再度回歸成長動能 

下期觀察 

熱門議題 
聯準會續往縮減購債邁進 
中國政策監管風險升溫 

盤勢回顧 
美歐短線動能展望續鈍化 
人民幣逆襲動能明顯降溫 

美股多頭格局有望延續 
中國景氣下行趨勢依舊 

企業獲利上調或來到高點 
經濟成長放緩雜音不斷 

金融市場回檔風險緩步揚升 

歐洲解封將再提振內需 

2Q21歐股企業獲利將大幅成長 

歐洲 

擇優 
動能緩 

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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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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 0.00 0.9% 3% 16%
非核心消費 0.00 1.1% 1% 11%

金融 (0.22) 0.1% -1% 18%
工業 (0.18) 0.3% 1% 12%
地產 0.00 0.6% 2% 20%
健護 0.08 1.6% 3% 13%

通訊服務 0.00 3.0% 3% 20%
核心消費 (0.08) 0.1% 0% 5%
能源 (0.07) 1.2% -6% 22%
原物料 (0.33) 2.4% 1% 12%
公用事業 (0.28) 2.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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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 10%

美國 0.00 1.0% 3% 17%

拉丁美洲 (0.03) 2.4% -3% 5%

歐洲 (0.03) 1.3% 1% 14%

新興亞洲 0.25 -4.6% -10% -5%

泛太平洋 0.04 -2.2% -6% -2%

東協 (0.22) 0.0% -3% -7%

中國A 0.26 -5.6% -7% -3%

01 01 

美歐近期指數短線走勢雖屬強勁，然短線資本利得空間與動能展望儼然

已收窄且鈍化，惟仍屬資金追捧的強勢市場，故仍保有相當的動能基盤。

反觀新興市場走勢相對分歧，拉美、新歐指數漸顯落底反彈跡象，惟中

國為首的新亞，近日受到政治干擾因素襲擊，指數走勢與拉美新歐呈現

南轅北轍，然歷經回檔修正的淬鍊後，仍可留意中國聯袂新亞短線動能

展望已連兩週增溫，或已為未來潛在資本利得鋪墊一定空間。 

面對變種病毒疫情延續肆虐，疫苗相關企業聚攏的健護板塊受市場資金

追捧，動能展望仍舊保持相當熱度，維持正向看待。科技、非核心消費

等產業歷經短線快速揚升後動能展望略顯疲態。另外，在疫情肆虐風險

的烏雲仍盤旋在全球金融復甦上方，以致利率維持相對低檔的情境下，

金融、工業、能源暨原物料之動能展望仍保持疲弱態勢且動能散逸現象

尚未見止穩，建議避免短線持有過高的配置比重。 

美歐短線動能展望續顯鈍化，中國銜亞洲修正拉出空間 

健護動能強勁有撐；科技、非核心消費短線動能稍有放緩 

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中國領銜新亞，動能展望有所回溫 

健護動能展望，強韌有撐 

資料來源: 上圖- Bloomberg，2021/7/28、下圖- Bloomberg，截至2021/7/28。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受惠疫情利好題材 健護動能韌性十足 

美歐短線動能展望續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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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鎊兌美元 0.24 1.4% 0.1% 1.7%
台幣兌美元 (0.50) 0.2% -0.4% 0.3%
加幣兌美元 (0.13) 0.3% -1.5% 1.7%

境內人民幣兌美元 (0.84) -0.4% -0.5% 0.6%
南非幣兌美元 (0.51) -0.9% -3.3% -0.4%
美元指數 (0.27) -0.5% 0.5% 2.7%
瑞朗兌美元 0.27 0.8% 1.1% -2.8%
紐幣兌美元 (0.49) -0.3% -1.2% -3.3%
澳幣兌美元 (0.01) 0.2% -2.5% -4.1%
歐元兌美元 0.26 0.4% -0.7% -3.0%
日幣兌美元 0.15 0.3% 0.6% -6.0%

01 02 

美元上攻93後，近關情怯，動能展望轉趨保守且放緩，非美貨幣動能稍

獲喘息空間，然非美貨幣陣營動能展望略顯分歧。除了英鎊、歐元兩大

非美貨幣動能展望有所回溫外，亞系貨幣暨商品貨幣動能展望仍持續散

逸。其中，先前面對美元轉強相對抗跌的人民幣受到中國整治中概股企

業，引發資金逃逸的負向衝擊，動能明顯潰散。此外，南非幣受國內經

濟展望欠佳拖累，動能展望同樣黯淡。 

美元動能暫歇，然非美貨幣動能展望略顯分歧 

停滯性通膨疑慮增溫，信用債市利差小幅擴大 

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美元動能放緩，非美貨幣稍獲喘息 

擔憂停滯性通膨 信用利差微幅擴大 

資料來源: 上圖- Bloomberg，2021/7/28、下圖- 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

截至2021/7/28，及 Eikon OAS(Option Adjusted Spread) ，2021/7/28，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擔憂疫情與通膨拖累經濟復甦 利差小幅擴大 

人民幣逆襲動能明顯降溫 

Delta變種病毒疫情蔓延橫掃全球，增添市場對疫情延宕經濟復甦以及能

源需求放緩的擔憂，高收益債利差明顯擴大。全球債與美歐投資級債受

惠市場風險趨避情緒揚升，單週報酬明顯優於高收益債與新興債。此外，

市場關注揚升的通膨數據以及對疫情拖累經濟復甦擔憂，資金回防美債，

令新興債利差亦有擴大。後續需持續關注美元動向與美聯準會將於八月

份舉行傑克森洞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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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0 4 (10)
美國投資級債 0.3% (1) 6 (11)
全球高收益債 -0.1% 9 31 (33)
美國高收益債 0.1% 2 21 (61)
歐洲投資級債 0.4% 0 2 (7)
歐洲高收益債 0.3% 1 18 (41)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0.3% 5 21 7
新興市場企業債 -0.1% 3 15 (23)

人民幣債 -0.4% 0 (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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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美國動能過熱壓力襲來；新興景氣放緩與波動擴大壓力增溫 

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新興景氣放緩與情緒波動壓力仍盛 

資料來源: Bloomberg，2021/7/28；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截至

2021/7/2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通膨、動能過熱、景氣放緩等壓力仍為隱憂 

金融市場回檔風險緩步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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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通膨壓力與指數高檔盤踞所挾帶的動能過熱壓力仍持續緩步增溫，

回檔風險概率有增無減。歐洲因指數位階較美國低，動能過熱壓力維持

相對低檔，疊加市場情緒波動降溫，回檔風險概率再度緩降。新興股債

因歷經前期回檔修正，動能過熱壓力明顯冷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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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走揚跡象，研判美

國聯準會對縮減購債的風向與態度一旦發生變化，料將牽動全球股債景

氣擴張放緩風險的步調。 

通膨壓力 趨勢動能 景氣多空 市場情緒 流動性

7/28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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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太平洋

新興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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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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1 

資料來源: 上圖- Goldman Sachs，2021/7/21，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下圖-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202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聯準會續往縮減購債邁進 
民主黨主導下債務上限順利解決機會高 

聯準會將開始評估購債進度，新設兩機制維持流動性穩定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就業改善下聯準會續走向縮減購債 

聯準會於週三利率決策會議，如預期仍維持利率及每月1200億美元購債

規模不變，退場確定將先調整寬鬆政策，升息非目前政策考量，並於聲

明稿中首次提及經濟前景有所進展，將在未來會議評估購債進度。市場

預期隨著失業補助到期及學校重新開放，就業市場可望加速改善下，聯

準會在8月全球央行年會或下次(9月)的利率決策會議對縮減購債將釋放

更明確的訊號。而此次會議聯準會同步推出兩常設機制，允許符合條件

的國內外市場參與者可以抵押美債取得現金，維持流動性的穩定。 

美政府最快10月面臨資金耗盡風險 

美聯邦債務上限自2019年暫停兩年後將在月底恢復，後續國會將討論是

否再度調高債務上限或將中止延長，否則美政府債務餘額不允許再增加，

只能仰賴帳上現金或暫時減少其他非急迫性支出以維繫運作及償還到期

債券。美國會預算辦公室及智庫皆估計若債務上限未調整下，美國最快

10月恐面臨資金耗盡，政府被迫關門或甚至債務違約風險。然目前市場

預期，以目前民主黨掌握執政及參、眾國會兩院多數優勢，預料在10月

前債務上限議題順利解決機會仍高。 

美債務上限重新恢復，民主黨完全執政下順利解決機會高 

債務上限未調整下美財政部現金及可運用緊急支出餘額預估(十億美元) 

悲觀情境 

樂觀情境 

基本情境 

美非農新增就業人數(千人):          實際          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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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中國政策監管風險升溫 

中國政策監管動作頻頻，從去年下半年提出地產商的「三條紅線」政策，

到今年對阿里巴巴、騰訊及滴滴出行等網路平台與金融科技服務監管，

以及最近的補教機構整治，加上中國人行雖進行全面降準，但後續貨幣

政策動向也未見寬鬆，甚至上海房貸利率大幅上調，中國境內違約規模

已超過2020年全年，各項負面因素交雜引發中國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人

民幣來到3個月低點，政策及經濟不確定風險升溫可能持續降低市場投

資信心，並引發中國企業籌資難度升高資金外流風險。 

中國監管趨嚴，政策不確定性抵消人行降準利多 

偏高的違約風險突顯財務基本面的重要性 

房市政策只嚴不鬆，中國地產商金流及償債能力受衝擊 
中國股市雖受較全面性的衝擊，但對信用債市而言，地產債仍是影響較

大的產業，債務沈重、財務體質差的高收益地產債價格反應尤其劇烈，

所幸擴散效應有限，高評級債仍維持穩健走勢。今年中國境內違約債務

約有1/3來自於地產商，且地產商海外籌資難度也因較高的債信風險而

上升，淨融資額度已轉為負值，惟今年下半年地產債務到期量約近150億

美元、2022年則逾400億美元，若中國堅持去槓桿政策，且2022年美國

將開始收緊流動，高槓桿企業再融資壓力恐怕只增不減。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7， 

下圖- Goldman Sachs，2021/7/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28 

逾400億中國地產債於2022年到期 

中國境內債務違約規模逾2020年 

違約債券規模(十億人民幣) 

中國地產美元債到期規模(十億美元) 

(以殖利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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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企業獲利上調或來到高點 

美股企業獲利仍持續上調，須留意或將面臨轉折 

消費支出進入物資需求與服務的轉換 

服務需求上升將可抵銷物資需求的回歸正常化 

消費支出預期下降但仍在上升軌道 

市場仍持續上調2Q21美股獲利 

資料來源:上圖- Factset，2021/7/2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下圖-Goldman Sachs，2021/7/2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1/7/30 

本行先前曾提及消費動能將逐漸從物資支出轉往服務需求，機構預估美

國個人消費支出(PCE)的組成也顯示此趨勢，2Q21支撐個人消費最大動

能來自物資支出，3Q21將開始放緩，並於4Q21開始增加服務需求的貢

獻，雖然整體消費支出有下調跡象，但上升軌道的趨勢仍未改變，服務

需求上升將可抵銷物資需求的回歸正常化。 

美股目前公布財報依舊帶來樂觀氛圍，機構統計目前美股標普五百企業

已公布財報的獲利優於預期比高達88%，高於過去五年平均水準，

2Q21每股盈餘年成長74%，相較於六月底預估的63%再上調許多，循

環型產業獲利成長表現亮眼，則隨著企業資本支出增加與旺季來臨，市

場仍期待權值龍頭如科技與消費大廠，能再帶來意外之喜的前景展望，

本行仍須提醒市場對於獲利上調的期待或以來到高水位，或將面臨高點

轉折的調適期。 

           來自服務貢獻                來自物資貢獻 美國PCE(相較4Q19變化) 

 
 
 
 
 

  目前預估 
  先前預估 
  趨勢路徑 

           年成長                  相較6/30調整幅度 2Q21標普五百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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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經濟成長放緩雜音不斷 

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預期6月陸續出現動搖雜音 

主要國家公債利率齊跌反應風險意識升溫 

主要國家公債利率齊跌，反應風險意識升溫 

主要國家公債利率近期同步滑落 

主要國家2021/7/16-7/23公債利率變動(bp) 
 

資料來源:上圖- Goldman Sachs，2021/7/2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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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美歐中經濟成長預期指標累計變動 

在中國7/9日宣布15日起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及歐洲央行重申寬鬆下，

主要國家公債利率齊跌，期間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由1.36%下探至

1.18%，德國由-0.29%跌至-0.45%，而中國10年期公債利率則創1年

新低來到2.91%。利率下探主要反應市場風險意識升溫，及通膨失控疑

慮降溫，似乎也與過去一週循環型股票表現落後防禦型股票相呼應。 

6月以來美歐中三個主要經濟體，經濟成長預期陸續出現動搖雜音，中

國最先，近期又輪到美歐，時間點與中國降準、商品價格下滑，以及歐

美Delta疫情擴散不謀而合。所幸，現階段疫苗施打率高的國家，重症

與死亡人數受到一定控制，沒有釀成新一波封城，實質經濟表現最終仍

有可能優於市場預期。 

美歐中經濟成長預期6月開始動搖 

2Y          5Y        10Y       3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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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融市場仍舊相對震盪，除疫情升溫與商品價格滑落的擔憂外，債

務問題以及收緊政策也再成為焦點，雖然預期隨著經濟活動與獲利持續

走升，股市於經歷近期的盤整期後，仍有望因穩健的基本面支持而再度

走高，然處在回歸正常化與需求輪動下的過渡期，短線在風險因子消弭

前市場震盪加劇的機率仍高，現階段仍建議波動的調節並伺機擇優布局

長線成長族群。 

01 01 

樂觀題材與氛圍皆自高點滑落，留意短線的波動調節 

長線配置仍需伺機擇優布局成長與趨勢題材族群 

市場偏好再度回歸成長動能 

動能放緩須擇優布局 

隨著美中兩大國的同步放緩，短線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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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線擇優配置包含如美股，獲利動能強勁，庫藏股買

回及配發股利動能有望回升，此外，企業獲利動能強勁，也可望帶動債

信持續改善，美投資級企業債信仍以BBB級債較具評價優勢。中國則於

基本面回落同時加大監管，有待貨幣政策加速寬鬆，本行現階段仍預期

中國2H21持續震盪，表現空間有限，人民幣在今年下半年亦傾向走向

不升也不貶的區間震盪。 
資料來源:上圖-BofA Securities，2021/7/1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1/7/30，下圖

-BCA，202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1/7/30 

經理人偏好再度從投機回歸成長 

企業獲利預期調整來到歷史高點 

          基金經理人七月調查             基金經理人六月調查 

             全球企業獲利預期調整              全球股年增率 (右軸) 

做多科技股 

做多ESG 

做多比特幣 

做多商品 

做空美債 

做多價值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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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受到低基期效應漸鈍化，美股獲利年增率預料在2Q21見頂後逐漸

下滑，然在後續消費與資本支出仍有提升空間的支撐下，仍將延續平均

以上的成長水準。觀察目前標普500指數企業回購庫藏股及配發股利尚

未回到長期平均水準，隨著企業獲利動能穩健，帳上現金充沛，加上聯

準會已放寬大型銀行配發股利與買回庫藏股的限制，預料將帶動更多庫

藏股買回及配發股利活動，有助於維持美股多頭格局。 

 

01 02 

美股獲利動能強勁，庫藏股買回及配發股利動能有望回升 

美投資級企業債信持續改善，仍以BBB級債較具評價優勢 
而企業獲利動能強勁，也可望帶動債信持續改善，標普預期美投資級企

業財務槓桿有望持續自年初高位下滑。觀察美非金融大型企業帳上現金

較2019年底仍增加4,000億美元以上，但接下來股票回購、股利支出及

併購等減少企業帳上現金活動可能不利中長期企業債信改善發展。考量

企業獲利挹注債信改善但動能有趨緩可能，加上殖利率與利差評價水準

相對偏貴，恐壓縮資本利得表現機會。各信評利差比率中以BBB級/A級

利差比率達1.6倍高於歷史10年平均，預期信評BBB級債具利差吸引力。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下圖- 

Barclays，2021/7/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美股票回購和配發股利具回升空間 

美投資級企業財務槓桿有望續下滑 

美股多頭格局有望延續 
美投資級債仍以BBB級較具評價優勢 

標普500指數企業運用現金方式佔市值比重(%):           庫藏股           股利 

美投資級企業槓桿倍數:          總財務槓桿          淨財務槓桿 

20%

40%

60%

80%

100%

2013 Q4 2015 Q2 2016 Q4 2018 Q2 2019 Q4

平均 

平均 

2021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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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日降準0.5%，緩和了部分政府在信貸政策上的打壓，但尚未改變

整體貨幣政策偏緊的環境。然若政策開始向寬鬆傾斜，社會融資總量年

增率有望逐步打底向上，則會成為重要正向指標。就過去經驗顯示，社

會融資總量成長率改善的貨幣寬鬆循環期間下，對於中國指數通常會產

生支持的效果，下半年中國能否由目前頹勢轉為上漲，社融成長率為重

要觀察指標，本行現階段仍預期中國2H21持續震盪，表現空間有限。 

01 03 

中國基本面回落同時加大監管，有待貨幣政策加速寬鬆 

資本市場動盪並未導致人民幣大幅貶值 

雖然近期中國股市動盪，但觀察其對人民幣的影響有限。根據目前期權

市場顯示，投資者並未增加對沖人民幣下行風險，且目前人民幣對美元

依然沿著之前本行強調的區間震盪趨勢。在央行透露其將在管理匯率方

面 “促進內外平衡 ”之後，人民幣在今年下半年可能會傾向不升也不

貶的區間震盪。雖然目前中美國債利差已大幅收窄且降準可能會導致利

差繼續收窄，但中國國債已被納入一些國債指數疊加政策托底，預計下

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將為區間震盪。 資料來源：上圖- JP Morgan，2021/7/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下圖- 
Bloomberg，2021/7/2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中國寬鬆循環時多數有利陸股表現 

人民幣期權市場並未增加風險對沖 

中國景氣下行趨勢依舊 
人民幣下半年偏向區間震盪 

         寬鬆循環           陸股         社會融資成長率(右軸,%) 

        USDCNH1個月25 Delta風險逆轉        中國人民幣壓力指數  - 日度(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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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近期重要行事曆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30，下圖-Refinitiv，2021/7/27，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整理，2021/7/30 

2Q21歐股企業獲利將大幅成長 

歐洲解封將再提振內需 

2Q21歐股企業獲利將大幅成長 

歐洲重新開放有望提振指數 

資料來源: JP Morgan，2021/7/1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2Q21歐洲指數與主要國家每股盈餘成長 

          Google(谷歌)歐元區活動指數               歐盟國內重開放族群相對MSCI歐股指數(不含英國)-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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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參考報告 

http://cskssp.ctbcbank.com/ 

相關報告索引 

2021/7/14【成熟股市投資攻略】 

全球股由流動性轉向成長性的投資戰略 

關鍵字: #美股 #歐股 #日股 

2021/7/27【特別報告】 

中國市場波動特別報告 

關鍵字: #陸股 #中國 #存準率 #監管 #互聯網 #地產 #高收益債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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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21【成熟債市投資攻略】 

成熟債市選債重於選市，後續關注企業活動與
政策動向 

關鍵字: #投資級債 #高收債 #企業獲利 #發債量 #企
業活動 #聯準會 #債券利差 #違約率 #升評 
#零售 #消費 #債信體質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344&ft_sid=798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516&ft_sid=245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471&ft_sid=242
http://cskssp.ctbcbank.com/Knowledge/Content?fq_sid=71421&ft_sid=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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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本次利率會議結果大致上與6月聯準會季度會議釋出的訊息一致，下半年開

始討論寬鬆政策退場已在市場預期內，對於升息的展望也表態還非常的遙遠，

升息政策目前尚不在考量內，此言論確立退場的模式至少會先調整量化寬鬆

政策後再升息，2022年12月14日利率期貨隱含升息兩碼的機率相較於1個

月前有降低跡象，升息一碼則維持在40%。整體而言，就目前通膨與就業基

本面展望，通膨下半年逐月放緩下，1Q22接近2%聯準會目標的可能性仍大，

而就業面雖改善但仍有進步空間，因此聯準會沒有緊縮的迫切性，今年持續

關注初次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的變化，目前4周平均重新站上40萬人，週間

公布數據波動大，過去長期數據顯示當人數由40萬人往30萬人靠攏時才將

開始面臨政策緊縮壓力。FOMC不出意外，短線殖利率將低檔整理。 

巴西 

巴西8/5將召開利率會議，目前通膨上升至8.35%且上行壓力延續，雖目前

市場預期年底通膨降至6.56%，但相較於一個月前的預估值也出現上修的動

作，市場目前預期8月會議央行將升息3-4碼，年底基準利率達7%，亦較一

個月前上修2碼，目前利率為4.25%。 

3Q21市場策略 

總體經濟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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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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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區公布7月經濟信心調查數據創下歷史新高，然而上行的趨勢有放緩的

跡象，顯示Delta病毒對於信心面仍帶來影響，此不確定性將繼續提供歐洲

央行寬鬆的空間。 

新歐 

俄羅斯7月央行宣布升息100個基點，將主要利率自5.5%上調至6.5%，會後

評論對經濟預期樂觀，上修2021年經濟增長預期由3%-4%至4%-4.5%，關

注下周將公布的7月物價年增幅若超預期，則本行預估截至年底的基準利率

目標6.5%將面臨上調風險。 

3Q21市場策略 

總體經濟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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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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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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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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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2.70 2.65 

台灣央行利率 1.125 1.125 1.125 

亞洲 

成熟 

亞洲 

下周關注澳央會議登場，近期澳洲再度爆發疫情，景氣明顯受衝擊，澳7月

服務業PMI降至44.2首現收縮，市場下修3Q21GDP季增速0.5%至0.25%，

本行認為市場將關注接下來澳央會議調整資產購買縮減金額的節奏是否會放

緩，而這也是市場目前預期較分歧。本行認為若疫情受控。預計澳央資產購

買金額每三個月到期後將較前期縮減10億澳元，澳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短期

因疫情而偏弱，但中期偏升看法依舊。 

新興 
亞洲 

下周新興亞洲7月採購經理人指數將公布，研判中國、台韓印尼等國製造業

PMI可能因監管、成本擠壓獲利、供應交期延宕而下滑。東南亞疫情仍嚴峻，

但維持匯率穩定，擔憂物價，研判印尼、泰國央行維持利率政策不變，政府

仍將以財政政策補貼等方式支撐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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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38%企業公布2Q21財報，高達88%企

業獲利優於預期，86%企業營收優於預期，企業獲利年增率達103%，

營收年增率達21.9%，其中科技、通訊等企業優於預期比例最高，獲

利優於預期的企業在財報公布後平均股價上漲0.2%，財報的好消息

幾乎都在預期內，美股進入傳統八月淡季，觀察聯準會是否在傑克森

洞釋出削減購債訊息，以及美中關係變化，研判短線震盪將加劇。 

拉美 中立 

拉美指數上漲，主要受到本週美元走勢顯著回落，吸引資金回流。復

以部分企業財報表現優於預期，共同帶動指數。展望後續，先前指數

拉抬主力的原物料類股在供需改善與加徵礦產稅的壓力下，恐拖累拉

美企業獲利，然可留意內需消費產業在疫情趨緩下，有望適時成為後

續拉美市場的亮點。 

3Q21市場策略 

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成熟市場股 3,069  2,800 3,200  

美國 4,419  4,000 4,400  

拉丁美洲 2,574  2,450 2,030 

巴西 125,675  121,300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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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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正向 

近五日歐股震盪走平，英國巴克萊銀行及法國奢侈品集團開雲公布強

勁的財報結果，英國即將開放美歐接種過的遊客觀光，抵消供應鏈短

缺造成７月德國商業信心指數意外下滑的負面影響，目前有17%歐股

企業開出2Q21財報，其中64.1%企業優於預期，高於過去平均水準，

財報效應下可持續正向看待歐股。 

新歐 中立 

油價從上週的頹勢反轉上漲，帶動新歐能源類股走勢，加上部分企業

財報數據優於預期，共同帶動本周指數表現。展望後續，近期在疫情

再起的環境下，新歐內需恐受影響，預料短期新歐仍將反映油價變化

而持續震盪。 

3Q21市場策略 

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歐洲 3,570  3,500 3,800 

新興歐洲 340  326 315 

俄羅斯 1,639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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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價調整說明 

國家 

資料來源：上下圖- Bloomberg，2021/7/2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21/7/29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 

調整方向及原因 

• 新歐&拉美指數在多數產業3Q21維持強勁獲利的預期下，指數先前

受到帶動而快速上漲，造成整體指數水準偏離原先目標價。 

• 隨原物料&能源供應逐步回升，加上變種病毒擴散對需求的可能影響，

供需問題將不如過去緊俏而逐步改善。復以拉美國家打算加徵礦企稅

等因素影響下，展望4Q21新歐&拉美指數獲利預估亦較3Q21出現反

轉走勢，料後續指數價位將反應上述因素而較當前市價下滑。 

新興貨幣&原物料 新加坡經濟活動數據皆呈現下滑 3Q21新歐&拉美指數獲利仍在上修 

指數 
3Q21 

目標價(調整前)% 

3Q21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拉丁美洲 2,000 2,450 上調 

巴西 118,000 121,300 上調 

新興歐洲 310 326 上調 

俄羅斯 1,490 1,550 上調 

4Q21新歐&拉美獲利恐現轉折 

0%

5%

10%

15%

20%

3Q21新歐拉美多數權值產業獲利QoQ仍上修 

6月預估3Q21 7月預估3Q21 

-40%

-20%

0%

20%

3Q21 4Q21

新歐拉美能源&原物料獲利QOQ出現轉折 

新歐拉美指數 新歐拉美金融 新歐拉美原物料 

新歐拉美能源 新歐拉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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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3Q21市場策略 

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亞洲 

泛太平洋 中立 
受到中國監管政策擴展至補教業，打擊市場投資信心，加上貨幣

政策偏緊環境亦使基本面產生壓力，共同令中國股市出現顯著跌

幅。展望後續，監管政策短期仍會令指數承壓，未來中國股市能

否由目前頹勢轉為上漲，需要觀察貨幣政策是否加速轉向寬鬆。

台股本週亦出現下跌現象，主要受到陸股拖累加上台灣航運股走

弱所造成。展望後續，隨時間進入電子旺季期間，基本面有助帶

動電子股表態，預料將對台股產生一定支撐。 

新興亞洲 中立 

中國A 中立 

東協 中立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泛太平洋 196  170 215 

日本 27,782  28,000 29,000 

新興市場 1,268  1,340 1,360 

新興亞洲 681  740 755 

中國A 3,412  3,300 3,350 

香港 26,315  28,400 28,600 

台灣 17,403  17,820 18,200 

東協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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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30 

成長及利率型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科技 516  500 545 

非核心消費 420  428 462 

工業 342  340 369 

金融 141  143 155 

地產 256  230 258 

科技 正向 
近期科技股於財報公布期間表示供應鏈仍吃緊，雖為眼前的銷售業

績帶來隱憂，但對未來需求仍保持樂觀不變，突顯出目前的供應鏈

瓶頸將為企業獲利帶來延續性成長。 

非核心

消費 
正向 

儘管與半導體相關的供應短缺影響了生產，第二季汽車業的財報表

現仍穩健，車廠甚至上調今年財測。顯示低庫存的汽車業有望從補

庫存中獲得收益。 

工業 正向 

隨著需求自疫情頹勢中復甦，波音與空巴第二季財報結果優於預期，

空巴也因此調高全年財測。航空製造業仍密切關注新冠疫情的確診

情況、疫苗分配以及全球貿易情勢，作為產業穩定的關鍵指標。 

金融 正向 
對景氣改善預期不變，料將得益於客戶活動增加、有利的市場環境

與投資者情緒，讓手續費收入業務(如投資銀行業務、全球財富管

理等)收益持續帶來獲利。 

地產 正向 

租房市場持續復甦，尤其是工業型與倉儲型擁有強勁的基本面，倉

儲型則受惠疫情與季節性需求，入住率於2Q21創下近5年來高點，

又美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持續在歷史低點附近徘徊，有利3Q21地

產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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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30 

天然資源型與原物料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能源 158  170 178 

原物料 356  342 375 

布蘭特原油 75  71  72 

黃金 1,828  1800  1,870 

能源 正向 

美油庫存下降，顯示需求仍強，油價維持高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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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為壓低境內通膨，採取鋼品保護主義降低國際供給，中國並釋

放金屬戰備庫存及下游需求淡季、短線中俄境內原物料價格有壓，

然受綠電、儲能需求增加、國際相關金屬及鋼品供給仍緊，且西歐、

中國暴雨災後重建需求，將支撐價格及類股獲利，持正向。 

布蘭特 
原油 

正向 

雖東南亞防疫封鎖恐影響需求、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及其盟

友)逐月增產、中國釋放2,200萬桶戰備儲油將降低進口，然歐美需

求回升、俄羅斯考慮禁止汽油出口，且OPEC+每月依市況檢討產

出，預期仍可維持供需吃緊，油價仍將在70美元以上震盪。 

黃金 中立 

受美元走弱、美長債實質負利率至紀錄低點，近五日金價收小漲。

因金價低於實質負利率，且聯準會尚未考慮升息、美國國債潛在違

約問題及地緣政治動盪、預期金價震盪區間以1,700~1,850美元/盎

司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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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30 

非循環型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公用事業 157  150 158 

核心消費 277  260 280 

健護 352  320 345 

通訊服務 113  104 110 

公用 
事業 

中立 
受永續投資及減碳壓力，電力事業朝天然氣、可再生能源轉型，加

速淘汰燃煤，對傳統發電持中性，然看好可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 

核心 
消費 

中立 

菲利浦莫里斯(PM)及高特利(MO)獲利優預期，PM菸草加熱器將推

動下半年獲利穩增長，然菸業監管且疫情干擾免稅店、東南亞及南

美市場銷售，持中性。3Q21較看好飲料業。 

健護 正向 

輝瑞財報優於預期，且上調疫苗銷售29%及年度獲利上調11%。類

股新藥銷售持續、美診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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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谷歌財報優於預期，雖臉書示警第三季成長趨緩，然通訊服

務類股受歐美景氣恢復及廠商拓展業務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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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全球投資級債 1.47 1.68  1.72 

美國投資級債 1.96 2.25  2.30 

歐洲投資級債 0.15 0.35  0.35 

全球高收益債 4.22 4.41  4.40 

美國高收益債 4.04 4.65  4.65 

歐洲高收益債 2.34 2.90  2.80 

成熟市場 

全球投 

資級債 
中立 

檢視7月美銀信用投資人調查，(1)受疫情影響投資人對信用債市當前

最大風險中，通膨與利率走升疑慮較前次調查稍有下滑但仍為前兩大

風險，(2)信用投資人預期未來1年違約率有望朝1.8%發展，(3)當前投

資級與高收債利差估值偏貴並預期未來12個月利差有擴大可能，(4)投

資級債投資人認為信評BB級未來1年較有超額報酬空間，高收債投資

人則認為信評BB至B級較佳；產業偏好方面，投資級債投資人對能源

與工業偏好度上升而通訊服務與金融偏好稍降，高收債投資人亦提高

能源與工業偏好度。考量市場投資人預期企業債信持續改善但債券估

值亦偏高，下半年債信選擇重於選市且預期報酬以孳息為主要來源。 

全球高 

收益債 
中立 

觀察美國高收債信用利差與年至今企業違約率持續下滑而收窄加上寬

鬆貨幣政策引導市場流動性溢酬下滑，推動高收債債券利差持續收歛。

檢視2017年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規則共同基金：(a)基金需設

置流動性資產最低持有比例，(b)持有流動性不足資產比例不得高於基

金規模15%，此規範推動增持流動性較佳的工具如指數型基金ETF，

並支持高收債市投資從市場流動性較低的債券轉移到流動性較佳者。

考量高收債信用利差與流動性溢酬收斂至歷史低位預期將限縮資本利

得空間，若未來波動驟升造成流動性溢酬擴大，可聚焦信評B級以上

具潛在升評機會者具較佳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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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金融市場震盪同步降低投資人風險胃納量，且國際貨幣基金調降

今年新興市場經濟成長預估值，新興債市利差普遍擴大，表現略弱於

成熟市場。聯準會此次利率會議暗示離縮減購債更近一步，不過依然

強調總體金融環境維持寬鬆，更為平衡的論調有助於支持投資信心，

然美10年期公債利率仍在低檔，考量貨幣政策正常化勢在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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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恆大取消特別股分紅持續引起市場擔憂，這可能顯示恆大愈來愈

難找到資金來源，加上官方監管動作不減，中國高收益債利差距離

2020年疫情爆發時高點僅240個基點。中國政策風險造成股市重挫，

但，資金仍持續流入中國公債等安全性高的債券，投資級債利差過去

一週則小幅擴大６個基點，即將公布的財報及官方政策動向仍將牽動

市場信心，若再有負面消息恐需留意外溢至其他亞洲債市效應。 

新興 

當地 

貨幣債 

中立 

匈牙利央行本週意外調升基準利率30個基點，並表示除非通膨風險降

溫，否則未來還會持續升息。除了拉美國家外，愈來愈多東歐國家也

加入貨幣正常化行列，未來一週除了巴西預期再升息4碼之外，市場

也將觀察印度央行態度是否更加鷹派。雖然7月新當債殖利率因美公

債利率下降而走勢持平，但在各國均朝貨幣正常化方向前進時，未來

殖利率向上看法不變。 

05 
3Q21市場策略 

信用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新興主要貨幣 
主權債 

4.59 4.80  4.95  

新興主要貨幣 
企業債 

3.94 4.00  4.35  

新興投資級債 2.36 2.30  2.70  

新興高收益債 5.48 5.35  5.62  

新興當地貨幣債 5.04 4.80  5.60  

人民幣債 2.89 3.00  3.21  

亞洲當地貨幣債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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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指數在突破93之後，動能開始有所放緩，近一週在聯準會會議

沒有太多新訊息、美國第二季GDP不如預期的情況下，美元有所修

正。本行認為目前的貨幣政策趨勢仍有利美元，惟短線進入盤整的機

率較高。未來一週關注ISM採購經理人指數的表現。 

日圓 正向 

市場避險情緒確實因Delta病毒的演變而稍有提高。若說通膨上揚和

貨幣政策退場是推升美元的因素，照這個推論，美債利率應同步上揚，

但6月中以來，美債利率卻是呈現下行。一般認為這也可以說明通膨

不致失控，但也可能是反映下半年經濟動能放緩所帶來的避險情緒所

造成，有利日圓走揚。 

歐元 中立 

在歐洲央行7月的會議中，最重要的關注點便為通膨目標的改變，由

「接近但低於2%」變更為「到達2%，並且容忍短期通膨微幅高於預

期」，充分說明歐洲央行仍希望維持寬鬆的態度，對歐元形成壓力。

不過歐元區經濟表現佳，政治情勢穩定，帶給歐元下檔支撐，整體而

言對歐元中性看待。 

06 
3Q21市場策略 

匯率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美元指數 91.91 94 93 

美元兌日圓 109.48 105  105 

歐元兌美元 1.19 1.15  1.16 

英鎊兌美元 1.40 1.36  1.38 

美元兌台幣 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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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3Q21  
目標價 

4Q21  
目標價 

美元兌人民幣 6.46 6.50 6.50 

澳幣兌美元 0.74 0.77  0.80 

紐幣兌美元 0.70 0.74  0.75  

美元兌加幣 1.24 1.22  1.20  

美元兌新幣 1.35 1.375 1.375 

美元兌南非幣 14.56 14.8 15.5 

人民 
幣 

中立 

中國6月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918億元，年增長20%，而1~6月利潤總

額42,183.3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6.9%。相比之前的數據有所放緩但總

體來看上半年工業企業盈利仍穩定恢複。近期中國股市雖動盪，但觀察其

對人民幣的影響有限，人民幣兌美元依然沿著之前本行強調的區間震盪趨

勢。在央行透露其將在管理匯率方面“促進內外平衡 ”之後， 預計人民

幣在今年下半年仍傾向區間震盪。 

澳幣 正向 

中國收緊監管，對地方政府資助的基礎建設構成不確定性，後續留意商品

需求受影響。澳洲延申封鎖打壓第三季景氣增長，整體市場情緒惡化，澳

幣短線承壓。展望8月份澳聯儲政策偏向鴿派(例如延後縮減購債規模)，

持續為景氣提供靈活政策挹注。根據以往經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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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下半年看法仍持正向。 

南非 
幣 

負向 

隨著疫情有所趨緩，南非將降低目前4級疫情控管至3級，政府將向民眾

提供388.5億的救濟配套。政府將透過採礦業的強勁稅收提供大部分資金。

雖然無需額外舉債但也抵消了想利用強勁稅收減低目前赤字的計劃。歷經

近2個月的大幅貶值後，南非幣近期呈現盤整，然因南非經濟領先指標有

所趨緩疊加下半年美元緩步上升機率大，因此投資者仍須保持謹慎。 

06 
3Q21市場策略 

匯率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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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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目標價調整說明 

匯率 

資料來源：上下圖- Bloomberg，2021/7/2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彙整，2021/7/30 

附註：目標價為預估該季最高或最低可能碰觸價位。 

調整方向及原因 

• 澳洲疫苗接種進展緩慢，Delta變異病例增加，迫使政府延長封鎖措

施。預計將使第三季經濟增長承壓。 

• 鑑於經濟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澳央成員一致認為，未來應該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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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為景氣提供政策挹注。 

• 根據以往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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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相關風險逆轉走勢，期權市場反映澳幣風險

主要在短線，中長線影響不大。 

• 後續中國財政政策有望加快上半年未發行地方債額度支持基建，相

關商品需求將繼續支持澳洲出口。疊加境外需求反彈，綠能轉型等

課題支撐商品價格，貿易面為澳幣升值的主要動能。研判澳幣風險

聚焦短線，升值動能尚未改變，中長線仍維持正向展望。 

新興貨幣&原物料 新加坡經濟活動數據皆呈現下滑 商品價格高企中國政策挹注支撐需求 

指數 
3Q21 

目標價(調整前)% 

3Q21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澳幣兌美元 0.79 0.77 下調 

期權市場反映澳幣風險聚焦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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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0.05  0.08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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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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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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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M 6M 1Y 2Y 3Y 5Y 7Y 10Y 20Y 30Y

月變動(右軸-bps基點) 一周變動(右軸-bps基點) 

目前 一個月前 

一年前 

• 一周以來，公債市場表現平穩，利率並未受Fed利率會議訊息所影響，整體會議所釋出的資訊

與6月一致。時序進入8月份，債市主要關注的焦點除了8月底傑克森洞央行年會鮑威爾是否對

QE退場政策做更進一步說明外，另一項更重要的事情為美國將於2021年8月2日再度觸及債務

上限28.5兆美元，預計民主黨完全執政下最終將順利調高債務上限，政治面擾動均為短暫事件

面因素，最終將獲得解決，利率中長期的展望仍將回歸經濟成長的趨勢，7月聯準會利率會議

亦再次確認經濟持續復甦看法，預計未來利率會議釋出更多退場訊息將帶動下半年利率反彈，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預計3Q21達1.6%、4Q21至2%，4Q22預估2.5%。 

07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1/7/29，下圖- ICE Data Indices，2021/7/28，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1/7/30 

利率曲線與信用利差現況 

重要觀察指標 
聯準會訊息與6月一致 公債持穩 

近週投資級債與高收債利差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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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美國銀行信用投資人調查，(1)受疫情影響投資人對信用債市當前最大風險中，通膨與

利率走升疑慮較前次調查稍有下滑但仍為前兩大風險，(2)信用投資人預期未來1年違約率有望

朝1.8%發展，(3)當前投資級與高收債利差估值偏貴並預期未來12個月利差有擴大可能，(4)投

資級債投資人認為信評BB級未來12個月較有超額報酬空間，高收債投資人則認為信評BB至B級

較佳；產業偏好方面，投資級債投資人對能源與工業偏好度上升而通訊服務與金融偏好稍降，

高收債投資人亦提高能源與工業偏好度。考量市場投資人預期企業債信持續改善但債券估值亦

偏高，下半年債信選擇重於選市且預期報酬以孳息為主要來源，其中美國高收債信用利差與流

動性溢酬收斂至歷史低位，預期將限縮資本利得空間，若未來波動驟升造成流動性溢酬擴大，

可聚焦信評B級以上具潛在升評機會者有較佳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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