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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展望與債券市場  

<總經>全球經濟前景疑慮增溫，中國1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倍增 

美國11月份中小企業樂觀指數降至104.8，低於原先預期之107，11月份數據的下滑程度創3月以來新高，中小企業對於國

會兩黨共治對政策的轉變感到擔憂，對於經濟前景看法的分項指數創2016年11月以來新低，然而企業對於現況的看法仍相

當樂觀，目前雇員意願數據創下近30年新高，此調查數據也反應稍早公布的失業率創48年新低以及薪資成長維持在9年新

高水準，美國周一公布的職位空缺亦回到7百萬以上的相對高檔，顯示美國缺工的問題已逐漸顯現在薪資成長之上，正向的

循環將繼續支持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維持緩步緊縮的格局。在中國方面，昨日公布新增人民幣貸款1.25兆人民幣，較10月

數據6970億人民幣成長84%，11月社會融資增加1.52兆人民幣，較10月7288億人民幣增加109%，兩數據均超過市場預

期，不過究其細項，企業債成融資主力，信貸增速仍以短期票據為主，中長期貸款比例仍偏低，顯示資金供給與需求方都

偏保守。總體來看，儘管官方穩增長政策齊發，但非走大水漫冠老路，搭配貿易紛爭持續，中國投資信心仍萎靡，預期中

國政策傳遞至實體經濟時間長且改善幅度偏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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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股盤中劇烈波動，預估1Q19標普500指數維持盤弱格局 

市場傳出中國將削減美國汽車關稅，及華為財務長獲准交保，激勵美股開盤大漲，但樂觀情緒被川普威脅關閉美國政府等

政治不確定性所抵消，標普500指數盤中最大下跌1.9%，隨後關鍵的參議院領袖表達避免政府關門再次發生，美股由盤中

低點回升，終場標普500指數收低0.04%至2636點。近期一系列催化劑包括G20、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及聯準會立場反

覆都增加市場不確定性，G20美中已達成90天停戰協議、OPEC透過減產穩定油市可減緩企業信貸惡化蔓延的擔憂，惟這

投資策略  

<利率>美國公債利率尋求底部支撐，多頭退場觀望 

昨日美國公債殖利率曲線全線反彈，兩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升3.5點至2.764%，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升2.2點至2.879%，2-

10年利差收斂至11.5點。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及貿易代表萊特海澤與中國副總理劉鶴電話上進行會談，市場解讀為美中在

華為財務長孟晚舟被捕後的緊張氣氛有所下降，同時孟晚舟也以2.3億台幣獲准保釋，政治風險降溫令多頭在明日歐洲央行

利率會議前獲利了結。展望後續，本周觀察歐洲央行利率會議的結果，以及今晚美國即將公布11月通膨數據，繼昨日公布

生產者物價指數高於預期月比小幅攀升0.1%，市場預計消費者物價數據因能源價格大幅滑落而年增率將低於2.5%，核心通

膨則小幅上升。本行認為，美國就業市場活動吃緊，薪資成長及失業率均創多年最佳表現，同時核心物價方面亦穩定在2%

聯準會目標，在政治風險陸續消除後，信心面將有所回升，中長期美國經濟成長穩定在潛在成長(1.8%)之上，聯準會將繼

續緩步升息來抑制未來景氣過熱的風險，預期聯準會下周升息一碼後，2019年將升息四碼至3.5%。 

<信用>關稅暫消美汽車公司債指數回穩，地緣擾動緩解有助俄國公債表現 

昨日成熟市場以美高收債指數表現較佳，中國可能會削減美國汽車進口關稅由40%下調至15%，汽車及零組件高收債指數

利差收斂9個基點較多，其次則是受惠油價回穩的能源高收債指數，指數利差收斂8點。觀察過去在接近景氣後期時，美高

收債與投資級債指數兩者利差比率收窄至低位，而目前處於歷史均值下方，財務槓桿續降為違約率仍低主因，但考量未來

企業獲利動能放緩，不排除明年違約率有進一步攀升可能性，除了美高收債除利差擴大之外，買賣價差所產生的流動性風

險亦呈現走升現象，恐成為美高收債指數另一個上方壓力。新興市場債方面，新亞當地貨幣債表現不佳，其中印尼央行官

員表示，央行將干預貨幣和債券市場以維持幣值穩定，印尼公債指數跌幅達1.4%。俄羅斯與烏克蘭地緣擾動持續，傳出德

國總理梅克爾有意斡旋俄烏衝突，呼籲普京總統釋放在俄羅斯被捕的烏克蘭士兵，俄國公債指數表現持平。檢視油價自10

月高點滑落時，俄國2年期公債利率僅上升30個基點，一但後續制裁風險消除後，加上匯率持穩將有助公債指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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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正面的發展看起來並無法緩解市場對於景氣衰退的擔憂，投資人將所有目光轉向12月聯準會結果，距離2018年封盤收

關僅剩三周，接下來即將進入美歐聖誔長假，市場交投清淡，投資人態度將更為謹慎。 

目前市場過於擔心衰退，但事實並不充份，考量QE(量化寬鬆)政策，當前經濟周期具特殊性，債市的根本倫理已崩壞，殖

利率倒掛指標這次可能不管用，對於景氣的負面影響可能言過其實。若以過去經驗來看，從殖利率開始倒掛到美股觸頂平

均長達12個月。殖利率平坦通常出現在景氣上升末期，美股表現通常不差。美股對於殖利率倒掛反應過度，短線標普500指

數可望迎來跌深反彈契機，惟美中緊張關係在華為事件後更形惡化，身為標普500指數第二大權值的科技股將持續遭遇賣

壓，華為在行動基地台市場全球第一，手機出貨量全球第三，其核心的供應商名單中，包括：美國30家，大中華地區40

家，歐洲10家，對全球電子產業的影響遠超過中興通訊事件，預估1Q19標普500指數仍是盤弱格局。 

<亞洲>市場試圖消化中美利空消息，短期持續盤整打底 

昨日亞洲股市漲跌互見，下跌市場平均跌幅在0.3%，相較過去五個交易日的震盪明顯收斂。消息方面，原先華為財務長在

加拿大被捕後，市場一度認為此事恐讓中美貿易談判雪上加霜，然近日美中雙方貿易代表已經重啟動新一輪談判，且美方

表示華為案為刑事案件，不應與貿易談判一概而論。此外，昨日也傳出中國將在未來幾天審議削減美國汽車關稅，關稅將

由目前的40%降至15%。類股方面，近日油價波動大連帶影響受惠低油價的消費及航運類股表現，但可預期若國際油價能

維持在60美元左右相對低的水準一段時間，隨著製造鏈的高價庫存進行去化，終端消費及航運類股毛利有機會逐季改善，

對於亞洲消費比重高的市場是可預期的利多。 

<金融>MSCI金融指數中長期獲利逐季下滑風險依舊，短線跌深反彈過程恐步步艱辛 

12/11(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多數收漲，漲幅多集中在防禦型產業，金融股則是跌幅最大。年初以

來，金融股是節節敗退，除了景氣成長趨緩疑慮持續加深，及美歐政治紛亂未解外，近期又因美國(5年-3年)殖利率曲線倒

掛，除讓MSCI金融指數再創今年新低外，在盤面上創今年低點的個股，也由側重非利息收入面的高盛、摩根史坦利，擴散

至利息收入面的美國銀行、摩根大通。由於市場預期進入2019年金融股的獲利負成長是逐季擴大，自是不利MSCI金融指數

中長期趨勢表現。但短線上，觀察近一個月彭博分析師對指數獲利預估值變化，未見進一步下修的跡象，故推論1Q19 

MSCI金融類股仍有跌深反彈機會，且近期的跌勢讓評價面上也更具吸引力，但反彈過程會比先前嚴峻，畢竟在技術面上，

上方目前除了季線、年線反壓外，近一週又多了月均線反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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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英國首相政壇危機未解，英鎊走勢受打壓，短線仍難樂觀看待英鎊走勢 

昨(11)日美元指數走升0.17%至97.39，非美貨幣主要跌勢集中在歐系貨幣，歐元走貶0.34%至1.1317，英鎊走貶0.59%至

1.2487，英鎊續創新低，先前英國政府稱希望再和歐盟商討脫歐協議的修訂，但德國總理梅克爾昨日稱無法修訂已達成的

英國脫歐協議，加以英國保守派人士稱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委員會已足夠發起對英國首相May的不信任投票，英國政局相

當不明朗，使得英鎊持續走貶，短線仍難樂觀看待英鎊走勢。其他貨幣部分，離岸人民幣升破6.90，主要因中國國務院副

總理劉鶴和美國貿易代表進行貿易對話，加以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先前被美方控訴違反禁運伊朗的禁令而於加拿大被逮捕，

引發市場對貿易戰升溫的疑慮，而孟晚舟昨日已獲准保釋，使得人民幣小幅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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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12/11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1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12/7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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