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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2月歐美市場部分信心數據回溫，景氣上半年呈打底格局機率增加 

昨日NAHB(美國宅建築商協會)公布2月房屋市場指數由58升至62，優於市場預期之59，潛在買家流量分項指數由44上升至

48，萎縮幅度有所改善，而6個月獨棟房屋銷售預期指數由63升至68。整體而言，美國房市信心由谷底回升，4Q18以來利

率大幅下滑，30年房貸利率由4.95%降至目前4.37%，同時持續強勁的就業市場提升建商對於未來房市的展望，然而房市

活動唯一的問題仍是高房價導致買方觀望態度濃厚。歐洲方面，昨(19)日ZEW(歐洲經濟研究中心)公布德國經濟指數由-15

升至-13.4，優於市場預期之-13.6，ZEW總裁Wambach表示，目前不預期德國總體經濟出現加速復甦的情境，尤其是製造

業活動受到全球貿易紛爭所拖累，加上更為嚴格的汽車環保法規讓相關行業需要一段時間調整企業策略，因此對於6個月後

的金融市場則不預期好轉，金融前景分項指標小幅上升4.3至-16.6點。展望後續，2月歐美部分信心指標雖仍在相對低點，

但已出現改善的跡象，然就基本面而言，美國仍優於歐洲及其他成熟市場，預計全球經濟在央行轉趨鴿派的環境中在上半

年呈現打底格局機率已然增加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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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財政改革為推升第二波牛市關鍵，若成真2Q19巴西股市仍有上漲空間 

巴西IBOV指數昨日(２/１9)上漲1.2%收97659點，主要權值股伊塔烏聯合集團及巴西石油帶動金融及能源類股表現一馬當

先，過去三個月以來漲勢凌厲的公用事業類股則暫歇。當全球景氣開始進入末升段，巴西景氣則正處於衰退復甦的初升

段，IMF(國際貨幣基金)上修巴西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由2.5%至2.7%，通膨與央行目標仍有差距，故貨幣政策不急於

緊縮，在2019年企業獲利方面預估年成長22%，優於整體新興市場的15%，吸引部份外資流入試水溫，本行認為巴西牛市

第一階段(即經濟周期性復甦和財政改革夢想)即將結束，市場開始關注政府付諸多少努力來實行改革，這將面臨更多挑

戰，尤其本週傳出波索納洛的核心幕僚秘書長Bebianno因競選資金醜聞被迫解職，恐將影響波索納洛與分裂國會聯盟的佈

局，目前巴西政府仍缺乏下議院通過改革法案的票數(250同意票vs. 308通過票)，威脅養老金改革成敗。短線巴西股市上

漲攻勢恐將休息，如果政府改革法案成功闖關，將是牛市的第二階段啟動時點，即經濟成長加速，和更強勁的獲利成長。 

<健護>題材淡季無礙體質健全優勢，MSCI健護指數1H19震盪上行機會大 

2/19(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普遍收漲，盤面上持續受惠4Q18美國企業財報消息激勵，如零售業龍

頭沃爾瑪財報優於預期帶領核心消費產業族群收漲，但來自歐洲的財報卻不如人意，英國金融業匯豐控股財報遜於預期，

股價單日下跌逾4%，抵銷了其它地區金融股的漲幅。產業中僅健護族群收跌，但昨日醫療設備大廠美敦力財報則有優於預

期的表現。近期健護產業將逐漸步入題材淡季，漲勢將有所收斂，但因市場對健護產業2019年的營收、盈餘皆抱持正向期

待(1Q19營收及盈餘成長率預估優於去年同期，而2Q19預估成長率雖較去年同期下滑但仍維持正成長，而2019全年度的

投資策略  

<利率>鴿派論調延續，公債殖利率低檔時間延長 

昨(19)日美國休市一日後債市再度走多，利率並未反應房市信心數據的改善，債市投資人對於今晚凌晨3點鐘公布的聯準會

利率會議紀錄維持鴿派的看法，另一方面美中貿易談判接近3月1日最終期限，避險資金持續進駐公債市場。2019年1月31

日聯準會利率會議後官員談話一面倒的傾向鴿派言論，本行認為，2019年1月利率會議聯準會將2018年12月份新增的「繼

續觀察全球經濟及金融情勢」調整成「鑑於全球經濟及金融情勢以及通膨緩和，委員會將耐心等待」，聯準會開始討論並

準備調整縮表。全球風險增溫令聯準會轉趨鴿派，除了歐洲及中國經濟成長放緩正在發酵，英國脫歐、貿易戰及美國政府

關門均對金融環境帶來壓力，目前在沒有通膨壓力的環境下，貨幣政策在鴿派論調一時難以改變下將有更多保持耐心的空

間，則公債殖利率低檔整理將有更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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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仍有雙位數成長、盈餘表現甚至較2018年大幅成長)，加上產業持續創新，在基本面仍健康下，預期MSCI健護指數在

1H19震盪上行的可能性仍大。 

 <信用>美零售高收債違約風險仍高，制裁不確定性短線將壓抑俄債表現 

昨日成熟國家債市利差普遍收斂，歐洲央行可能採較寬鬆貨幣政策激勵歐高收債指數利差收斂4個基點較佳。Walmart上季

獲利優於預期，總負債/資本比重仍低於五成，資產負債表情況不算太差，美投資級零售業指數過去1個月利差收斂20個基

點領先高收債。根據Fitch統計，2018年12月零售產業高收債違約率升至10.2%，雖較去年高點下滑，但仍是2017年的兩

倍，且美國零售銷售數據出現疲態，政府關門及美中貿易紛爭為零售業帶來的壓力仍在，建議零售產業債仍應選擇較高評

等之投資標的。 

新興債市中，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上漲0.09%較為強勁，原幣債中的俄羅斯與南非債指數均下跌0.2%以上。消息傳出歐盟

未來幾週可能對俄羅斯做出新一輪制裁，美國政府及國會手上也有數件對俄羅斯的制裁案待決，俄羅斯5年期CDS升至1個

半月高點；其實俄羅斯對西方制裁已習以為常，惟傳出美國眾議員重新提起將對該國銀行業及主權債務進行制裁，對債市

衝擊將較大，不過目前應未有足夠票數來通過此案、可行性還不高，然頭條新聞風險恐將持續對俄羅斯債市帶來壓力。 

<匯市>日本央行助推日圓持穩，預期短線震盪格局不變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面對國會時，表示若匯率波動對經濟及物價造成衝擊，日本央行仍有足夠的工具再發動寬鬆政

策，但須審慎平衡這些措施的得失，及對金融中介機構及市場功能的衝擊。在黑田東彥談話後，日圓小幅走貶。黑田東彥

的談話有安撫市場、穩定匯率的效果，不過日本寬鬆規模已相當大，且日本勞動市場已達充分就業(失業率僅2.4%)，日圓也

在今(2019)年初強升後逐漸回貶至原先的區間內，因此短期內釋放出更大規模寬鬆政策的機會不高，本行認為日圓短線將維

持目前的震盪格局。美元指數在97上方止步，美國貨幣政策立場的由鷹轉鴿，使得美元價位雖高但始終未能突破先前高

點，昨(19)美元指數下跌0.4%至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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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2/19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2/19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2/15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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