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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展望與債券市場  

<總經>美國成屋銷售創2015年新低，歐美總體經濟數據維持疲弱 

昨(22)日各國公布總體經濟數據偏弱，歐洲經濟研究中心(ZEW)公布德國經濟前景調查指標雖優於市場預期，然而現況創下

2015年1月以來新低水準，而在美國方面，全美不動產協會公布12月成屋銷售月減-6.4%至4.99百萬戶，創2015年11月以

來新低水準，較去年同期衰退-10.25%，美國房市因12月22日政府關門以及金融市場動盪而大幅衰退，同時聯準會升息帶

動房貸利率走揚對房地產活動帶來降溫效果已有所顯現，另一方面從區域可見，最受中資青睞的美國西部成屋銷售較去年

衰退-15%，隱含中美貿易以及川普的移民政策降低海外資金對美國房產投資意願，房地產活動持續降溫。 

<利率>全球景氣放緩疑慮帶動利率下跌 

美國長假後開盤股市下跌，中國經濟放緩、美國政府關門、國際貨幣基金(IMF)下修全球經濟展望，以及歐美經濟數據持續

創近年新低的利空消息壓抑公債殖利率走勢，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4.5點至2.739%，投資人在今日中午日本央行利率

會議以及明晚歐洲央行利率會議前押注鴿派的言論。本行認為，日央利率政策維持按兵不動的可能性大，儘管仍承諾每年

日債購買額度維持在80兆日圓但實際購買量將逐步縮減，日十年公債殖利率或近期因風險趨避買盤而下滑，但研判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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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巴西股市內熱外冷，待改革明朗化後再佈局 

巴西昨日(1/22)下跌0.94%收95103點，亞馬遜宣佈擴張巴西電商市場計劃，擠壓巴西本土電商市場市佔率，巴西電商企

業Magazine Luiza及B2W股價別分下跌3%、3.9％。沙烏地阿拉伯禁止巴西雞肉進口，抵銷前天中國接受巴西雞肉出口商

解決傾銷糾紛的提議，承諾不低於商定的價格向中國出口雞肉產品，以避免中國海關提高課徵38.4%傾銷稅利多消息，巴

西主要雞肉生產商BRF昨日重挫５%，領跌大盤。 

巴西統總波索納洛在達沃斯論壇上再度力倡改革，巴西IBOV指數屢創新高，今年以來大漲8.2%，內資買盤熱情相挺，相

較內資的熱情，巴西里爾今年以來僅升值3%，並沒有看到外資熱情湧入的跡象，外資仍擔憂全球貿易衝突、中國經濟放緩

對巴西經濟前景的衝擊，同時，另對巴西改革亦較不具信心。如果改革版本對財經毫無幫助，股市將爆發劇烈賣壓，巴西

股市短線波動大，建議現階段先觀望該股市，待改革明朗化後再行佈局。 

投資策略  

上半年將小幅度的逐步回升；歐洲央行方面，不排除在態度上轉趨鴿派，屆時德債利率有下修的可能，但鷹派官員們若堅

持要等到春天的數據公布後方做進一步的決策更動，凸顯經濟放緩是暫時性因素導致，則本行將維持ECB再融資利率於今

年第三季首度調升一碼的看法不變。 

<信用>公用事業PG&E破產事件或見曙光，中國聚焦政府政策及資金紓困方向 

昨日成熟市場以美投資級債利差與前日持平，美高收債指數利差擴大14個基點表現回落。以摩根大通為首的四家大型銀行

將對太平洋瓦電(PG&E)融資55億美元，由於 PG&E已申請破產保護，後續觀察30至45天後破產法庭上是否核准該筆融

資，另一方面，信評機構標普調降聖地亞哥瓦電(SDG&E)信評由A-至BBB+，及PG&E提供電力相關供應商愛迪生國際

(Edison International)信評從A至A-，由於其占美投資級債指數比重約0.21%與PG&E相近，未來仍待加州政府當局出面修

法協助加州公用事業從火災事件走出來，考量市場波動仍存，以短天期高信評投資級債指數做Combo組合。新興市場債方

面，主要貨幣主權債走揚，其中以新亞地區表現較佳。惠譽(Fitch)統計2018年中國有45家企業出現違約，而其中86%以民

企為主，本金總額高達1100億元人民幣，出現違約債券發行企業數及違約金額均創歷史新高。然而觀察今年中國政府政策

除寬貨幣及擴大財政政策外，市場亦關注民企其他取得資金管道，如(1)產業扶持政策，(2)成立紓困基金，(3)金融產品如

資產證券化及信用風險緩釋憑證(CRMW)，(4)金融機構聯合授信。然而觀察目前資金紓困方向，多有助於短期資金緊張的

產業龍頭，仍難以直接嘉惠體質較弱民企，預期以易取得資金或信評近主權債者較有表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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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靜待下週能源財報公布及市場恐慌情緒散去，對1Q19油價及能源類股仍持正向看法 

因對全球經濟成長的擔憂再度升溫及傳出美中貿易談判進展不順，雖隨後遭否認，但已引發昨日(1/22) MSCI(摩根史坦利)

十一大產業普遍下跌，其中因擔憂原油需求放緩及1月份俄羅斯減產不如預期，布蘭特油價重挫2.1%，拖累能源類股下跌

2%，表現較差，僅防禦型的公用事業上漲0.1%，表現最佳。本行對油價看法：1).預期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對油價心

態仍偏多，減產協議執行成效將顯現在2月份數據上；2).油價通常領先頁岩油開採活動15週，美油田服務商已釋出北美油氣

鑽井活動放緩的訊息，且美國公布上週的鑽井數量減少了 21 座，為3 年來的最大降幅，未來美國頁岩油產量增速可能低於

市場預期，對油價有利。然短期因恐慌情緒升溫，加上下週陸續公布4Q18能源股財報將偏弱，油價及能源類股短期可能有

回檔壓力，預期在恐慌情緒消退後，仍有反彈空間，預估1Q19布蘭特油價區間將在55~66美元/桶。但須留意2Q19因供給

過剩擴大，油價、能源指數將有回跌壓力，但若川普對伊朗制裁的油價政策產生變化，則可能逆轉油價及能源類股走勢。 

<匯市>本週重點關注日本央行會議和歐洲央行會議結果，歐元第一季偏弱盤整看法不變 

本週外匯市場較重要的觀察因子為今(23)日的日本央行會議和明(24)日的歐洲央行會議結果。在日圓的展望方面，近年由於

日本經濟溫和成長，勞動市場表現強勁，日本央行雖維持寬鬆但購債規模逐漸減少，使得近一年來美元雖走強，但日圓仍

呈現緩步的升值走勢。而在去(2018)年12月至今全球金融市場波動拉高的影響下，避險情緒一方面帶給避險貨幣日圓一定

的升值動能，另一方面避險情緒也壓低美債殖利率，美日利差縮小使得日圓更進一步升值，兩方面的因素使得日圓加速走

升，1/15最高升至104.87，其後緩步回貶。本行先前基準情境一直認為日圓長期偏升，但在日本央行未有下一步降低寬鬆

的動作前，日圓過快的升值後已不宜再過度看多短線升值空間，而今日的日本央行會議也預期維持現行政策不變。歐元方

面，先前因美國聯準會態度轉鴿而帶動歐元升破1.15，但在上週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偏鴿發言又使歐元回貶，近期歐元區

經濟數據相對趨緩，預期明日的歐洲央行會議仍將維持寬鬆的基調，維持歐元第一季偏弱盤整的看法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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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1/22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2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1/18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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