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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點 

數據表現牽動風險偏好 
尋找優質息收 增加下檔保護能力 

下期觀察 

熱門議題 
中國領先全球重回正成長 
目前洪災對中國影響有限 

盤勢回顧 
市場趨勢動能續顯疲態 
歐系貨幣與日幣動能續揚 

復甦 

人民幣債具明顯利差優勢 
黃金多頭條件未見改變 

美經濟復甦延續性受關注 
科技股堅強後盾來自獲利 

美、歐下檔風險提升至中度警示 

持續檢視美國復甦態勢 

美元維持弱勢影響各類資產表現差異 

美元 

多元配置 
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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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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美國、拉美之動能勉強持平 

科技、金融、能源板塊動能續弱 

資料來源：上下圖-Bloomberg，2020/7/3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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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砌出的指數漲幅在近期略顯疲態，令金融市

場趨勢動能出現鈍化跡象，僅美國動能連三週勉強持平，但各市場通週

績效亦多收在平盤下方。歐洲則無論長短期之動能均明顯較上週轉弱。

另外，因全球疫情已有增溫跡象，恐降低對能源的使用需求，對疫情控

管不佳以及仰賴原油出口為主的新歐之動能表現維持負向看法。 

受惠歐美疫情增溫，健護、核心消費等板塊動能續揚。惟因寬鬆資金環

境堆疊出的指數近期漲幅已有疲態，產業板塊通週績效亦多收於平盤下

方。原物料板塊近期在金價帶領上攻至1,900美元後，無論是指數漲勢或

趨勢動能均顯疲態。另外，在疫情增溫令市場擔憂能源需求恐有放緩風

險衝擊下，能源板塊動能再度放緩墊底。 

超乎預期之利多消息已趨平淡，市場動能續顯疲態 

疫情再度增溫，激勵健護板塊動能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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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拉美動能勉強持平；科技動能續弱 

市場趨勢上攻動能乏力 
長期趨勢

( 高至低排列)

短期動能

變化
1W% 30D% YTD%

中國A -1.26 -1.2% 10% 8%

新興亞洲 -0.26 0.6% 9% 5%

美國 0.29 0.3% 5% 0%

泛太平洋 -0.05 0.1% 6% -2%

日本 -0.36 -1.8% 0% -6%

澳洲 -0.38 -0.6% 3% -9%

拉丁美洲 0.28 1.7% 13% -28%

歐洲 -1.48 -3.7% -1% -13%

東協 -0.77 -1.8% 1% -20%

新興歐洲 -0.72 -2.6% 0% -25%

長期趨勢

( 高至低排列)

短期動能

變化
1W% 30D% YTD%

科技 -0.17 0.9% 4% 18%

非核心消費 0.02 0.1% 7% 8%

健護 0.72 -0.3% 5% 5%

通訊服務 0.31 0.8% 6% 3%

原物料 0.21 -1.1% 8% -2%

核心消費 0.90 0.7% 6% -1%

公用事業 0.51 -0.4% 6% -4%

工業 0.11 -0.9% 5% -10%

地產 0.04 2.4% 3% -13%

金融 -0.08 -2.2% 3% -22%

能源 -1.01 -3.5% -3% -39%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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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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美國持續推動貨幣與財政等寬鬆政策，債務風險增溫，令美元持續走

軟，激勵歐元、瑞朗、英鎊為首的歐系貨幣、日幣，以及新興貨幣對美

元通週明顯升值。惟人民幣兌美元之動能已有降溫跡象，同時，因原物

料價格亦有過熱跡象，順勢令澳、紐、加等商品貨幣之趨勢動能再度下

滑。 

金融市場持續關注疫情、美國財政刺激計劃進展以及企業財報獲利表現，

惟聯準會明確表態不考慮升息，相對具息收優勢的美國高收益債以及新

興企業債之利差收斂幅度較大，資本利得表現明顯優於投資級債。新興

債市整體表現不如成熟債市，主要係因來自於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

國之利空消息對新興主權債市形成下檔壓力。 

歐系貨幣與日幣動能續揚；美元指數持續轉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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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系貨幣動能續揚；美元指數續弱 

市場資金持續青睞高收益債 

商品貨幣 

資料來源：上圖-Bloomberg，2020/7/30、下圖-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

截至2020/7/29，以及 Eikon OAS(Option Adjusted Spread) ，2020/7/29，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0 

成熟貨幣 新興貨幣 

成熟債券 新興債券 

高收益債持續受到市場資金青睞 

美元指數維持弱勢格局 
長期趨勢

( 高至低排列)

短期動能

變化
1W% 30D% YTD%

歐元兌美元 1.19 1.6% 4.9% 5.1%

瑞朗兌美元 0.71 1.4% 3.8% 6.1%

日幣兌美元 2.68 1.7% 2.8% 3.4%

台幣兌美元 -0.30 0.5% 0.9% 2.2%

澳幣兌美元 0.27 1.1% 3.9% 2.2%

紐幣兌美元 -0.23 0.3% 3.1% -1.2%

英鎊兌美元 1.76 1.9% 4.7% -2.1%

境內人民幣兌美元 0.47 0.0% 0.9% -0.6%

加幣兌美元 0.29 0.5% 1.8% -2.6%

南非幣兌美元 -0.09 0.7% 4.8% -15.4%

美元指數 -0.99 -1.5% -4.2% -3.2%

資產類別 1W%
OAS

△5D

OAS

△30D

OAS

△YTD

全球債 0.6% 0 (22) 37

美國投資級債 0.1% 1 (22) 40

全球高收益債 0.8% (10) (105) 170

美國高收益債 0.6% (13) (137) 159

歐洲投資級債 1.7% (2) (23) 30

歐洲高收益債 1.7% (4) (46) 164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0.0% 2 (34) 109

新興市場企業債 0.6% (10) (60) 162

人民幣債 0.1% (5) (8) 5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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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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 目前市場氛圍處極度恐慌 圖表標題 歐美下檔風險增溫為中度警示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0/7/30 ; 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各期間價格變動，截至

2020/7/2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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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兩大板塊均因模型變數

池中的「新興市場波動」再度反彈增溫，故由低度風險警示層級調高為中

度警示層級的黃燈。泛太平洋、新興市場，以及債市等板塊則依舊維持綠

燈。 

金融市場風險警示再度出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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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歐下檔風險提升至中度警示 

金融市場下檔風險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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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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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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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75

185

2020/1/1 2020/2/13 2020/3/27 2020/5/9 20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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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等級：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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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二季經濟成長由負轉正，製造業優於服務業 

經濟結構不同，其他國家難以複製中國V型復甦 

資料來源: 上圖- Bloomberg，2020/7/2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下圖-  

Goldman Sachs，2020/7/2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中國第二季重回正成長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其他國家因結構差異 復甦仍以U型為主 

中國領先全球重回正成長 

中國領先其他國家走出衰退谷底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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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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相對較早控制，財政及貨幣政策也陸續發揮成效，中國第二

季GDP(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大幅自前季-6.8%反彈至3.2%，並優於市

場預期。其中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年增率自前季-9.6%大幅回升

至4.7%，也顯示中國復工進展穩定。此外，疫情對服務業及消費影響

明顯大於其他產業，也反映在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年增率雖亦自

前季-5.2%回升至1.9%正成長，但恢復幅度明顯小於製造業。 

儘管中國經濟在解封後呈現V型復甦，但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仍持

續攀升，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再度浮上檯面。在經濟重啟階段，經濟

活動急劇反彈，隨後經歷漫長的逐步復甦，各地區和各行業之間的表

現將是不平衡復甦。中國因其經濟結構中製造業比重較高而受惠，但

其他主要國家的服務業所佔比例更高，因此儘管在許多國家，早期重

啟經濟所呈現出來的復甦力道雖強勁，但本行認為之後成長速度仍將

放緩，全球經濟整體偏向U型復甦的趨勢不變。 

各國實質GDP(虛線表示預估值):  

   中國      日本 
   印度      澳洲 
   南韓      東協 
   美國      歐元區 

-6.8% 

-3.2% 

-9.6% 

-5.2% 

3.2% 3.0% 
4.7% 

1.9% 

-15%

-10%

-5%

0%

5%

10%

整體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中國各產業年成長率:           1Q20           2Q20  

第一產業 
(農林漁牧業) 

第二產業 
(製造業) 

第三產業 
(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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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洪災造成的經濟損失佔GDP比重呈現下滑趨勢 

下半年在基期墊高下，預料通膨回落趨勢不變 

資料來源: 上圖- 華泰證券研究所，2020/7/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下

圖- Citi，2020/7/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洪災造成經濟損失佔比逐年下滑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下半年通膨預料在基期墊高下將緩步回落 

目前洪災對中國影響有限 

中國下半年通膨回落趨勢不變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1 
1 

中國因地理位置每到夏季汛期均會面臨不同幅度的降雨量提高，進而

引發不同程度的洪災。今年由於降雨量較往年明顯增加，導致洪災影

響範圍擴大。然而據機構研究估計，中國自1998年以來洪災造成的經

濟損失佔GDP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其中一般洪災及特大洪災的直接經

濟損失分別約佔GDP的0.25%、0.5%，目前官方預估此次洪災損失約

0.1%的GDP，顯示當前洪災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應屬有限。 

至於在通膨方面，中國過往夏季高溫多雨的整體性氣候特徵導致食品

價格和整體通膨本來就具有一定的季節性上揚。而洪災雖容易推升蔬

菜價格短期攀高，但由於其佔整體CPI(消費者物價指數)權重較低，因

此就整體通膨來看，除1998年有較明顯受到洪災影響之外，之後幾次

特大洪災均沒有顯著的額外推升通膨作用。加上去年基期偏高的因素，

多數機構均預期洪災並不會扭轉中國通膨於下半年持續走緩的趨勢，

相關政策則可望維持既有方向不變。 

中國各月CPI年增率(%):             實際值              預估值                官方目標值 

        直接經濟損失(左軸: 億人民幣)              直接經濟損失佔GDP比重(右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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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將陸續反映美7月經濟活動重啟暫緩的狀況 

市場期待新一輪刺激政策能延續消費動能 

資料來源: 上圖- Bloomberg，2020/7/2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下

圖- Goldman Sachs，2020/7/2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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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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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的惡化，美國從6月底開始各州陸續撤銷或暫停重啟經濟活動，

包括出遊、工作、外出消費等反映經濟活動的高頻資料開始出現放緩，

尤其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州特別明顯。而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由於已

開始涵蓋至多數時間處在暫停重啟經濟活動的7月，也已陸續出現下滑

與不及市場預期的情況，包含首次請領失業救濟金補助人數及消費者

信心等，也反映美國現階段復甦動能已不若剛解封時強勁。 

美經濟復甦延續性受關注 
市場期待新一輪刺激政策延續消費動能 

7月消費者信心終止連三個月上升 

為了因應美國復甦動能趨緩，聯準會已宣布將部分緊急貸款計劃期限

延後至今年底，而市場也期待在8月國會休會之前，新一輪刺激政策能

達成協議。畢竟美國CAREs(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刺激政策

自3月通過後，對消費帶來明顯的效果，然每周600美元失業補貼將在

7/31到期。因此新一輪刺激政策若能順利通過，按先前發放時程推算，

民眾可望在8月下旬和9月初得到相關補貼款項，消費動能將得以延續。 

刺激政策顯著推升消費者支出 

     刺激政策累計發放金額(左軸: 十億美元)        消費者支出較疫前增減(右軸: %) 

           經濟諮詢委員會消費者信心                現況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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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2Q20財報季五成以上企業取消獲利展望 

科技股堅強的理由：獲利成長亮眼 

資料來源: 上圖- FactSet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27 ，下圖- Goldman 

Sachs，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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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1 
1 

截至7/28已有3成企業公布財報結果，其中79%企業獲利優於預期，

2Q20獲利年成長率由７月初預估的衰退43%上修至衰退39.6%，但僅

有20%企業公布FY20/FY21獲利展望，在這當中46%的獲利展望高於

原先預期，幾乎集中在科技＆醫療股，多數企業因COVID-19原因取消

獲利展望，其中以工業及核心消費取消比率最高。全球經濟在年底前

不會有感復甦，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下，資金傾向尋找成長確定性高的

股票。 

科技股堅強後盾來自獲利 
2Q20財報雖優於預期，但展望仍不明 

美股漲幅集中明顯，前５大FAAMG*總市值佔標普500指數22%(2000

年科技泡沫僅18%)，資金過度擁擠雖引發科技股短暫調整，但有獲利

成長亮眼作為後盾，前5大FAAMG*獲利貢獻大盤15%，蘋果憑藉串流

服務及iPhone 12站在5G超級成長週期的前峰位置，亞馬遜憑藉著大

規模電子商務實力和AWS的長期趨勢，臉書憑藉著社交媒體互動度更

高的黏著度，以及谷歌(Alphabet)憑藉著廣告搜索引擎及GCP雲強度，

科技股獲利成長擁有可持續性，未來仍為資金追捧的標的。 

科技股漲勢集中背後有獲利支撐 

FAAMG*貢獻美股市值 FAAMG*貢獻美股獲利 

2Q20財報季公布FY20/FY21獲利展望家數 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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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Q20美股獲利能見度仍差 

*FAAMG=臉書+蘋果+亞馬遜+微軟+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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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科技股財報表現良好推升股價回穩，加上聯準會重申寬鬆政策並延

長多項緊急貸款期限，支撐整體市場盤勢維持高檔。值得留意的是，時

序進入8月，隨著財報季漸入尾聲，首週又有許多重要數據將公布，市

場焦點將重回經濟基本面的表現，此時若數據表現反映7月美國復甦動

能因疫情惡化出現下滑，且新一輪刺激政策如也未能及時通過，勢必將

造成大盤面臨震盪風險。 

01 01 

財報季進入尾聲，市場焦點重回經濟數據表現 

多空交錯下恐仍難脫盤局，多元配置尋找收益及效益 

多元配置找優質息收 增加下檔保護能力 

數據表現牽動風險偏好 

觀察大型避險基金近年來多在6、7月大幅增加股票曝險部位，而8、9

月操作上則轉趨保守，目前股市本益比偏高，公債殖利率維持低檔，市

場波動度指標(VIX)尚未降回安全水位下，也意味著市場風險情緒仍保

有一度程度的謹慎。所幸聯準會持續重申長期維持目前利率水準立場，

市場資金依舊充沛，整體格局應仍維持多頭不變，但在美元偏弱及低利

環境下，追逐趨勢產業的同時亦可適度增加投組多元性，搭配具利差優

勢及可對沖資產風險之標的，以提高投資組合之收益及效益。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1 
1 

資料來源: Nomura，2020/7/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近年來7月後市場操作略轉趨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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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央行於第二季積極調降利率及接連推出寬鬆貨幣政策，主

要國家公債殖利率持續下滑，中國人行貨幣政策動作保持謹慎，不僅

公債殖利率不減反升，與美國公債利差亦來到2012年以來高點。此外，

中國第二季經濟成長領先全球走出衰退，中國大型商業銀行資本適足

率持續改善，對比美國因疫情反覆導致復甦時間延長，聯準會仍持續

維持極寬鬆政策，中國仍具基本面穩健及短時間難扭轉的利差優勢，

將持續吸引外資流入。 

01 02 

中國債券收益率明顯優於其他國家 

中國資本改革提高中國債市對境外投資機構的吸引力 

政策改革吸引外資持續流入中國債券市場 

人民幣債具明顯利差優勢 

本行先前提及美中關係惡化至今，已由原本的貿易戰、科技戰升級到

金融戰(匯率戰+資本戰)，中國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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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央

行和證監會7/19公告同意銀行間債券市場與交易所債券市場展開互聯

互通合作，在優化市場運作下更加提高中國債券市場對境外投資機構

的吸引力，預料人民幣債持續獲外資青睞下，走勢可望保持穩健。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1 
1 

資料來源:上圖- Bloomberg，2020/7/2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下

圖- Goldman Sachs，2020/7/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美中利差來到2012年以來新高 

製造及科技業健康曝險程度較低 外資持續流入境內人民幣市場 

         外資持有境內人民幣債券餘額(左軸: 十億人民幣)         佔市場比重(右軸,%) 

十億人民幣 十億人民幣 

10Y公債殖利率(%):             中國                 美國                   利差(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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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黃金漲破1,900美元，來到歷史新高價位。儘管短線上恐面臨高檔

震盪，但整體黃金多頭條件未有改變，特別是隨美國疫情尚未趨於穩定，

市場預期美聯準會及國會將持續推動寬鬆貨幣、經濟刺激及援助方案，

資金面仍充裕，且目前美債殖利率雖保持穩定，但通膨預期已逐漸上升，

實質利率仍續降，加上負利率債券規模再次走高，均有利於支撐金價。

此外，今年黃金ETF投資買盤主要來自歐、美，而亞洲區買盤極低，後

續待新興市場經濟回升，對黃金採購力可望將有所增加。 

01 03 

實質利率走低，黃金正向條件未見改變 

期貨淨多單部位仍有增加空間，預料將支撐金價後續表現 

多頭條件未見改變，維持正向看法 

黃金價格創下歷史新高 

若要黃金正向條件產生鬆動，可以觀察: 1)各國央行何時開始準備收縮

資產負債表；2)政策和經濟的不確定性是否減少。然而目前以上這兩種

狀況到今年底前發生的機率皆不高。目前黃金期貨淨多單部位離前波高

點有些距離，亦即未隨價格來到新高，但在美國總統選舉即將進入白熱

化，預期社會動盪、地緣衝突將會持續，加上股市反彈至今本益比過度

擴張，未來震盪風險加大，市場對於黃金配置的需求有增無減，均有助

於黃金價格續揚，短線上若遇到金價震盪回檔仍可持續留意。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1 
1 

資料來源:上圖- JP Morgan，2020/7/2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下圖- 

JP Morgan，2020/7/2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實質利率走勢與金價呈現負相關 

黃金期貨淨多單部位尚未來到高點 

2021預估每股盈餘相對過去五年平均值(變動) 

             黃金價格(右軸)          期貨淨多單部位(左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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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2QGDP創1940年來最大萎縮 

01 

圖表標題 近期重要行事曆 

美元弱勢下科技產業表現領先 

資料來源：上圖-Bloomberg，2020/7/31，下圖- Goldman Sachs，2020/7/24，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美元維持弱勢影響各類資產表現差異 

持續檢視美國復甦態勢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0/7/3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資安等級：內部 

本單元可擷取 
• 第          頁 
• 共          頁 01_2007_105 文件編碼： 【警語】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非正式文件，嚴禁外傳 

1 
1 

統計自1980年以來，當美元下跌時各產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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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3【市場日報】信用觀點 

美中大型銀行債安全性高 

關鍵字: #銀行 #流動性 #資本比率 #獲利 #中國中小銀行 #中
國大型政策性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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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本篇參考報告 

http://cskssp.ctbcbank.com/ 

相關報告索引 

2020/7/28【市場日報】產業觀點 

貴金屬的多空觀察指標 

關鍵字: #黃金 #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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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29【主要貨幣攻略】 

非美經濟加速復甦，外幣配置可增加非美貨幣
比重 

關鍵字: #外匯市場 #美元 #歐元 #日圓 

2020/7/29【其他(EM)貨幣攻略】 

新興貨幣系統性風險解除，新亞地區較受青睞 

關鍵字: #外匯市場 #新興貨幣 #人民幣 #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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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美洲 

美國 

美國聯準會利率會議維持利率不變且主席表態目前升息不在選項內，因

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左右了經濟的前景，同時也因此面臨通膨下行的風

險，聯準會將維持購買美國公債、機構住宅和商業抵押擔保證券總額每

月至少1,200億美元。展望後續，市場關注兩黨對後續財政支出法案的

協商，以及8月初即將公布非農數據，預計經濟數據持續向上重估。 

巴西 

巴西疫情持續延燒，貨幣政策委員Serra表示，巴西勞動力市場開始看

到改善的跡象，然而V型的經濟反轉很難維持，央行仍有降息的可能性

但空間相對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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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 

歐洲 

西歐 

德國公布IFO企業營運展望大幅優於預期，整體歐元

區數據連續第三個月反彈，此反彈趨勢預計在政策

的支持中續揚。展望後續，歐洲議會進入暑期休會

到9月1日復會，在7,500億歐元刺激經濟計畫通過

後8月預料不會有任何政策出台。 

新興歐洲 

7月俄羅斯央行會議決議調降基準利率由4.5%至

4.25%，本行預計在俄羅斯經濟數據開始轉佳與偏

低物價增幅環境的趨勢不變下，俄羅斯年內央行降

息僅剩25bp有限空間。 

亞洲 

成熟亞洲 

澳洲6月經濟數據續轉佳，製造業與服務業採購經理

人指數較前月走升，但近期澳洲疫情有再度惡化跡

象，本行預計下週澳洲央行會議將維持基準利率不

變但不排除釋放寬鬆言論打壓強勢澳幣，10年澳洲

公債殖利率預估因國債購買計畫而維持橫盤走勢。 

新興亞洲 

7月中國製造業與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維持較高

水位，疫情爆發到全面復工中國實體經濟已歷經最

大斜率恢復期間，官方朝定向式財政政策發力，政

治局會議釋出關注資金面浮濫問題，未來信貸增速

高速成長態勢將和緩，本行上修4Q20中國兩年公債

殖利率由2.1%至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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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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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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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0.20 0.30 

美國10Y 0.55 0.80 0.85 

歐洲央行再融資利率 0.00 0.00 0.00 

德國10Y (0.54) (0.10) (0.20) 

指數 
目前價位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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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0.08 

中國存準率 12.5 12.0 12.0 

中國2Y 2.38 2.1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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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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向及原因 

新興貨幣&原物料 

資料來源：上圖-BOJ，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下圖- Bloomberg，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 日央7月會議貨幣政策基調雖寬鬆但邊際態度稍減，維持基準利率、

日10年國債利率目標、ETF、商業票據等收購上限不變，但過去央

行會議中均增加的流動性支持在這次7月會議卻未做調整，如未再擴

大提供企業融資規模等。 

• 從7月日央會議談話與景氣預估來看，對經濟前景並未太過悲觀。比

較日央7月與4月會議對景氣與通膨的預估，對2020年經濟前景較保

守看待，但2021年景氣可望好轉，景氣趨勢朝轉佳方向預估。而在

物價預估值來看，顯示2023年前日央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性不高。 

• 若疫情無急遽惡化，且觀察日貨幣供給數據自3月來已快速揚升，顯

示日本資金環境已處寬鬆，搭配日央對景氣的評估，本行預計日貨

幣政策維持不變，本行微幅上調3Q20日十年公債殖利率由0%至

0.05%。 

新加坡經濟活動數據皆呈現下滑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調整說明) 

總體經濟 日本央行上修2021年展望 

日本貨幣增速3月開始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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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 
3Q20 

目標價(調整前) 

3Q20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日本10Y 0.00 0.05 上調 

經濟成長率預估 
核心消費者物價 

增速預估 

2020年 
財年 

7月會議 
-5.7% ~ -4.5% 

(中間值為-4.7%) 
-0.6% ~ -0.4% 

(中間值為-0.5%) 

4月會議 -5% ~ -3% -0.7% ~ -0.3% 

2021年 
財年 

7月會議 
3% ~ 4% 

(中間值為 3.3%) 
0.2% ~ 0.5% 

(中間值為 0.3%) 

4月會議 2.8% ~ 3.9% 0% ~ 0.7% 

2022年 
財年 

7月會議 
1.3% ~ 1.6% 

(中間值為 1.5%) 
0.5% ~ 0.8% 

(中間值為0.7%) 

4月會議 0.8% ~ 1.6% 0.4% ~ 1% 

下
修 

上
修 

-日M1貨幣供給量年增速 
-日M2貨幣供給量年增速 
-日M3貨幣供給量年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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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調整方向及原因 

新興貨幣&原物料 

資料來源：上下圖-Bloomberg，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 從疫情爆發到全面復工，中國實體經濟歷經最大斜率恢復期間，已

渡過最壞階段，未來官方將朝定向式財政政策發力，如特定的消費

補貼，並持續以基礎建設成為穩增長主力。其次近期房價漲幅增溫，

深圳出臺收緊房市政策，官方開始關注資金面恐從實體經濟擴散到

追逐資本市場，不排除未來略收緊信用政策，信貸增速將逐漸平緩。 

• 考量第三季仍有畢業生投入職場後引導失業率攀升，特別國債開始

發行推升國債發行量，本行認為官方仍有降準誘因，但幅度從原預

期100bp縮窄至50bp，上修3Q20中國存準率至12%。政策的發力

從全面式偏定向式，政策環境從寬貨幣、寬信用走向寬貨幣、緊信

用，上修4Q20中國兩年公債殖利率由2.1%至2.55%。 

新加坡經濟活動數據皆呈現下滑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調整說明) 

總體經濟 中國房地產銷售漸恢復疫前水準 

擔憂資金面氾濫 官方恐略收緊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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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 
3Q&4Q20 

目標價(調整前) 

3Q&4Q20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中國存準率 11.5% 12.0% 上調 

指數 
4Q20 

目標價(調整前) 

4Q20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中國2Y 2.10 2.55 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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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十億人民幣)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年增速% 

中國全國商品房建築與銷售- 商品房銷售額(年比) 

中國全國商品房建築與銷售- 商品房銷售面積(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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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美國 看好 

美股高檔橫盤震盪整理，財報的驚喜抵銷悲觀的經濟數據，已

有3成企業公布財報結果，其中79%企業獲利優於預期，

2Q20獲利年成長率由７月初預估的衰退43%上修至衰退

39.6%，科技巨頭蘋果、亞馬遜獲利成長較去年同期不減反增，

突顯科技股基本面不受外在因素干擾，美國疫情惡化，恐再度

燃起市場對經濟復甦前景的擔憂，惟政策保險加碼與疫苗問市

期待，美股短線以盤代跌機率高。 

拉丁美洲 中立 

美元走弱，拉美與美元敏感性高，漲勢相對新興市場強勁，拉

美國家財政刺激政策規模高於其他新興國家，疊加各國央行連

續降息有利舒緩疫情的衝擊，惟目前來看復甦力道不如預期，

加上外債壓力居高不下恐令投資信心裹足不前，整體表現仍隨

國際氛圍波動。 

美洲 

歐洲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31。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歐洲 中立 

歐股近期跌多漲少，先是西班牙確診人數再

起令英國強化對其隔離措施，後為德國景氣

動能創紀錄收縮，加上銀行、汽車業財報不

佳帶動市場疑慮。儘管如此，在歐盟展現團

結緩和歐洲資產下方風險的背景下，歐元有

望續強，料持續推動歐洲小型股相對表現。 

新興歐洲 看壞 

俄股近日下跌，雖一度受金礦企業帶動，但

隨市場風險趨避心態提升，俄股也遭逢賣壓。

展望後市，獲利數據顯示新歐恢復速度仍是

三大新興市場中最慢，實質面尚未有效提供

新歐指數相對表現的動力，維持偏負向看待。 

亞洲 

泛太平洋 看壞 
過去一週亞股在美元走貶超過1%，及台韓半

導體公司接續公布的2Q財報大幅優於市場預

期下，台、韓指數皆上漲超過2%，打敗整體

亞股及新興市場。目前包含Apple供應鏈及

三星皆對下半年5G手機市場給予正向看法，

但也提到疫情變數風險。3Q亞洲科技股在

5G手機出貨量逐月拉升，及美元走貶下，股

價高檔有撐，但公布3Q財報前後要留意匯損

對股價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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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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歐洲 

亞洲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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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成熟市場股 2,304 1,800 2,250 

美國 3,246 2,500 3,200 

拉丁美洲 2,102 1,620 2,050 

巴西 105,009 74,000 97,000 

歐洲 2,951 2,920 3,000 

英國 3,326 3,400 3,490 

德國 12,380 12,100 12,370 

新興歐洲 275 275 285 

俄羅斯 1,232 1,200 1,250 

指數 
目前價位 

(7/30)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泛太平洋 167 169 160 

澳洲 6,177 6,800 6,500 

日本 22,339 22,450 21,500 

新興市場股 1,082 1,100 1,050 

新興亞洲 592 560 550 

中國A 3,287 3,500 3,500 

中國H 10,097 11,000 10,630 

香港 24,711 27,600 26,600 

台灣 12,723 11,775 11,800 

韓國 2,267 2,170 2,050 

印度 37,736 40,900 37,000 

東協 641 77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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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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看壞 

2Q20受疫情影響需求油價下跌及提列資產減

損，能源財報表現不佳，部分廠商削減股息。

8月OPEC+放寬減產、北美活耀鑽井數有觸底

回升跡象，加上疫情對需求的影響，仍持負向。 

原物料 看壞 

受金價創歷史新高帶動金礦類股領漲原物料指

數。巴斯夫受資產減損影響，2Q獲利不如預

期，然下半年可望回升。南美礦產短期供給仍

緊，原物料指數有撐，然預期八、九月供給將

逐步改善，短線仍有下行風險。 

公用事業 看好 

美國能源電力公司(AEP)陷入俄亥俄州的賄賂

醜聞中而重挫，若補貼法案被廢除，將影響獲

利。除此之外其餘公用事業受需求回升，獲利

仍穩健，維持正向展望。 

核心消費 中立 

核心消費類股2Q財報多數優於預期，然預期

上半年囤貨熱潮過後，下半年回復常態，且食

品業仍面臨精簡產品線及產品結構調整，對核

心消費維持中性看法。 

健護 看好 

健護財報表現多數優於預期，且多款疫苗臨床

實驗進入三期及已接獲下訂，醫療業務回升及

新藥核准量增，對健護維持正向。 

通訊服務 看好 

2Q20網際網路及電信業財報多數優於預期，

且隨商業活動逐步解封，預期3Q20廣告收入

及門市銷售業務回升，維持正向展望。 

04 

科技 看好 

疫情帶動遠距辦公熱潮，筆電與伺服器處理器的銷售創紀錄，

讓科技類股第二季財報結果亮眼，也使部份企業釋出正向的財

務預測，在需求能見度高的前景下，本行仍看好科技股表現。 

非核心 
消費 

中立 

美國6月份耐久財訂單成長超出預期，得益於伴隨經濟重啟的

商業活動更廣泛回升及汽車需求反彈，在預期車市將繼零售活

動回溫後，另一個支撐類股表現的族群下，看好4Q20非核心

消費展望。 

工業 中立 

6月的核心資本財訂單因機械、金屬加工品和初級金屬需求的

推動上漲，但由於航空需求尚未恢復，商用飛機需求依舊疲軟，

多空交雜下，仍偏中立看待。 

金融 看壞 
聯準會會議再次重申升息不在選項裏，顯示疫情仍對經濟帶來

極高的不確定性，更加突顯銀行業面臨的息收減損，以及借貸

環境仍需警戒的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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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活絡，

最新公佈的6月美國成屋待完成銷售也連續兩個月強勁反彈，

顯示房市的甦復優於整體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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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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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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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科技 365 291 351 

非核心消費 301 240 292 

工業 249 219 259 

金融 98 94 106 

地產 201 185 214 

指數 
目前價位 

(7/30)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能源 120 108 140 

原物料 268 215 260 

公用事業 144 130 147 

核心消費 249 225 245 

健護 294 255 290 

通訊服務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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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全球 

投資級債 
看好 

觀察(1)部分大型企業財報數據優於市場預期，(2)美投資級債

淨降評量從今年4月初高點5,380億美元下滑至280億美元，(3)

強勁的市場資金淨流入，美國投資級債共同基金及指數型基

金(ETF)過去一週資金淨流入量達141億美元高於前一週，(4)

聯準會次級市場信貸機制(SMCCF)平均每日購債量從前一週

1.3億美元日均量降至0.3億美元，顯示聯準會在債券價格走

升持續保留銀彈為未來做準備。考量聯準會購債規模持續下

滑且美投資級債殖利率達1.95％歷史新低，預期年底前焦點

將轉向基本面復甦題材標的且債券報酬來源以孳息為主。 

全球 

高收益債 
中立 

觀察(1)7月至今美國違約企業共4家，違約債務量僅33億美元

且產業多集中能源及原物料。此外7月至今為今年3月來首度

無墮落天使(投資級降評至高收益)出現的月份，(2)美國高收

益債買賣價差持續改善，(3)7月至今發債量達162億美元，其

中多數為信評BB級與墮落天使且顯示部分高收益企業已能借

新還舊。考量企業降評及流動性持續改善但違約事件仍持續，

以非能源信評BB級與墮落天使企業債較能取得穩健孳息報酬。

新興 

主要貨幣 

主權債 

看好 

新亞為過去一週表現相對較佳的債市，拉美

與新歐利差則小幅擴大，顯示投資人在市場

震盪環境下仍偏好體質較佳的部位。阿根廷

與土耳其為拖累該地區債市的主因，阿根廷

政府與債權人的協商可能再延長期限增添不

確定性，土耳其里拉跌至歷史低點也引發貨

幣危機擔憂，這些體質脆弱國家債市在不確

定環境下更加大波動風險。 

新興 

主要貨幣 

企業債 

中立 

過去一週地產債表現疲弱，因中國國資房企

綠地宣布轉讓持股，市場擔憂融資難度將增

加，中國地產商中仍是以大型龍頭企業或國

營房企較易取得資金。未來一週將有多個新

興國家銀行公佈財報，獲利雖疲弱，但資本

及流動性應多穩健，加上新興國家金融債利

差仍逾300個基點、與美金融債間利差尚未

回到均值，新興國家金融債投資價值仍佳。 

新興 

當地貨幣 

債 

看壞 

印度大量發債使得當地債殖利率持續走揚，

政府計劃本財年將發行12兆盧比公債可能對

當地債持續造成衝擊，未來一週利率會議雖

可能降息，但考量通膨仍有高於目標風險，

降息空間並不大，而多數的新興國家均有類

似狀況，對新興當地債看法維持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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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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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全球投資級債 1.60 1.50  1.50  

美國投資級債 1.94 2.00  2.00  

歐洲投資級債 0.60 0.50  0.50  

全球高收益債 5.66 6.93  6.93  

美國高收益債 5.60 7.25  7.25  

歐洲高收益債 4.12 5.10  5.10  

指數 
目前價位 

(7/29)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新興主要貨幣 
主權債 

5.26 7.35 6.44 

新興主要貨幣 
企業債 

5.18 7.33  6.86  

新興投資級債 2.62 3.85  2.98  

新興高收益債 7.04 10.15  9.95  

新興當地貨幣債 4.36 4.75  5.05  

人民幣債 3.09 3.10  3.40  

亞洲當地貨幣債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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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本次下行的速度可說是近五年來最快，但過度快速的貶值

也帶來技術面反彈的可能性，惟美國的政治不確定性或將成為

壓抑美元反彈空間的因子，包含美國新一輪紓困計畫兩黨分歧

仍大等。另川普選情不佳拋出延後大選時間的提議，也是削弱

市場對美元信心的原因之一。 

日圓 中立 

在美元動能快速轉弱，但市場政經不確定性仍存的環境下，日

圓身為另一個避險貨幣而受到激勵，惟本行仍維持先前看法，

即日圓升至105的價位便已接近壓力區，在日本貨幣政策未有明

顯轉向前，維持中性看待。 

歐元 中立 

雖歐洲央行寬鬆態勢與聯準會相比並不遑多讓，歐洲央行資產

負債表規模甚至超越聯準會，但歐盟近期的財政計畫對歐元帶

來相當正向的激勵，歐元走強也帶動多數非美貨幣升值。 

人民幣 中立 

恰逢美元下跌，人民幣與籃子貨幣跌至八個多月內最低水平。

人民幣兌美元震盪格局偏低，美中相續關閉彼此領事館對市場

看空人民幣的影響不大。市場等待更嚴峻的中美對立來觸發人

民幣大幅震盪，預計人行維持人民幣中間價至7.0附近，人民幣

震盪有限。 

匯市 

匯市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2020/7/31。黃色網底為本週調整 

澳幣 中立 

隨著維多利亞州新冠病毒激增，導致澳幣短線

走跌。然美元疲軟在短期內將支撐澳幣走勢。

與此同時，商品價格至四月下旬上漲，提高經

常帳盈餘為澳幣增添貿易面利多，有望支撐澳

幣中長線表現。 

南非幣 看壞 

整體新興市場貨幣風險情緒持續改善，預期美

元轉弱的大環境有利南非幣短線或仍有升值空

間。近期南非經濟動能轉向放緩，與全球經濟

現況指標明顯出現分歧，顯示復甦腳步落後，

加上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結構性問題，故從

基本面角度來看，對南非幣抱持保守看法。 

原物料 

布蘭特 
原油 

中立 

受疫情復燃、經濟成長及就業數據不佳，影響

需求的擔憂及八月供給漸增，本週油價回跌。

然預期八月後需求可望回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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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不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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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及市場開始質疑美元價值，黃金可保值及對

沖資產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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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附

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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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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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美元指數 93.32 97 95 

美元兌日圓 105.03 107  105 

歐元兌美元 1.18 1.12  1.17 

美元兌瑞郎 0.91 0.97  0.96  

英鎊兌美元 1.30 1.28 1.28  

澳幣兌美元 0.72 0.67 0.68 

紐幣兌美元 0.67 0.63 0.64 

指數 
目前價位 

(7/30) 

3Q20 

目標價 

4Q20 

目標價 

美元兌加幣 1.33 1.37 1.36 

美元兌台幣 29.39 29.6 30.2 

美元兌星幣 1.37 1.43  1.40 

美元兌人民幣 7.00 7.06 6.98 

美元兌南非幣 16.55 18.0  17.5 

布蘭特原油 42.64 35.0 42.0 

黃金 19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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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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方向及原因 

新興貨幣&原物料 

資料來源：上下圖-Bloomberg，2020/7/2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7/31 

• 美元指數：聯準會在積極寬鬆後，美元動能便開始有所放緩，而實

際開始購入公司債後，美元有較大幅度的修正，顯示市場對聯準會

資產負債表的品質有一定程度疑慮。另外，美國疫情時期大量支出

加深雙赤字(財政赤字+經常帳赤字)問題，也將成為壓抑美元的因子。 

• 歐元兌美元：歐洲央行寬鬆程度與美國聯準會相比並不遑多讓，也

是壓抑歐元動能的重要因素。不過由於歐元區疫情壓制有成，美國

卻面臨二次感染問題，造成兩大影響：(1)後續聯準會再度加大貨幣

寬鬆的可能性因此大於歐洲央行；(2)歐元區經濟預測上修程度優於

美國。因此將歐元4Q20目標價上調至1.17。歐元長線最大的利多是

跨出財政整合第一步的「復甦基金」協議達成，此為影響歐元後續

升值幅度的最大影響因子。 

新加坡經濟活動數據皆呈現下滑 

3Q&4Q20股債匯目標價(調整說明) 

匯市&原物料 聯準會加大寬鬆並購買公司債 

歐元區經濟預測上修優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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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 
4Q20 

目標價(調整前) 

4Q20 

目標價(調整後) 
上/下調 

美元指數 98.0 95.0 下調 

歐元兌美元 1.10 1.17 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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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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客流量回升至去年八成水準 

近期高收債利差收斂幅度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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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7/30)，較前一週減少13bp 

• 投資等級債利差為133 (7/30)，與前一週增加3bp 

 

由於聯準會宣布將部分緊急貸款計劃期限延長，高收債信用利差本

週再度出現顯著下滑。預料在政策延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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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5%(7/24)，較前一週減少1.69% 

• 德國購物客流量為去年同期的84.31%(7/20)，較前一週增加10.67% 

 

本週美國鐵路運輸量指標略有下滑，而德國客流量回升至去年同期

之8成水準。近期美國需求恢復情況相對先前較為不穩，反映疫情惡化

或有影響復甦動能，後續仍需持續觀察是否影響整體復甦方向。 

491 

133 

88.2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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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