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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景氣疲弱，日本2月出口增速令市場失望



日央態度在主要國家中較強硬但不會太久

投資策略



美股資金買盤開始回籠，有利美股2Q19延續漲勢



成長型產業即將進入基本面檢視的財報季，留意漲
多修正風險



歐洲金融債佈局優先考量資產體質佳者；新興主要
貨幣主權債為相對穩健之資產類別



本週外匯市場重點觀察各國央行會議，預期美元維
持高檔震盪格局不變

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海外景氣疲弱，日本2月出口增速令市場失望
日本1月出口年衰退8.4%，創2016年最大衰退幅度，原市場預期2月出口表現應有所改善，惟仍繳出2月出口回落1.2%的成
績，2月進口下滑6.7%，貿易順差較市場原預期略擴大至3,390億日圓。結合1、2月數據與2018年第四季相比，日本出口
至主要國家中，美歐出口增速表現尚屬平穩，但出口至中國表現有較大幅度回調，顯示中國經濟的疲弱開始脫累日本外需
景氣，需慎防不振外需拖累較為強健的日本內需景氣。
<利率>日央態度在主要國家中較強硬但不會太久
日央利率會議甫結束，多符合市場預期，維持基準利率-0.1%，也將10年期日本國債殖利率目標維持在0%左右。經濟展望
方面，日本央行下修對出口、工業生產及海外經濟評估，這並不意外，近期舉凡機器訂單、貿易數據成績均遠低市場預
期，下行趨勢看來沒有轉向。不過整體來看，與其它主要國家比，日央貨幣政策態度相對沒有那麼鴿派，日央對現今日本
經濟維持緩慢擴張評估，並認為收入和支出的良性循環沒有改變。展望後市，在全球景氣放緩背景下，日央仍應希望呵護

Market Daily
日景氣復甦嫩芽，推估日央仍會衡量日圓與日債殖利率相對水準，不排除4月央行會議中，貨幣政策轉趨鴿派的可能，維
持日十年國債利率低檔震盪格局的研判。

投資策略
<美國>美股資金買盤開始回籠，有利美股2Q19延續漲勢
美股週一(3/18)三大指數同步收漲，標普500指數上漲0.4%收2832點，重新站上2800點關口，美國西德洲原油價格創近四
個月高點，能源股漲勢如虹，帶動金融類股，及循環類股包括非核消費、工業、科技等一併收紅，防禦性類股房地產、公
用事業表現趨弱。在聯準會偏鴿後，絕大部份投資人相信此波景氣疲弱只是周期中的修正，而不是周期的結束，儘管美中
貿易談判仍膠著，川普為避免市場失望，最好的辦法就是延長協議時間，令投資人保持信心，上週美股買盤開始回籠，單
週淨流入創下去年3月中旬以來新高，整體而言，標普500指數此前花了二個禮拜左右時間在2800點關卡拉鋸，最大修正
幅度僅2%，消化了不少獲利賣盤。由盤面觀察美股漲勢全面，成交量也配合得宜，加上投資槓桿水位偏低，整體投資氣氛
並沒有過熱，預估後市仍有餘力上漲，本週觀察聯準會議對於景氣展望的描述及縮表的看法。
<成長型產業> 即將進入基本面檢視的財報季，留意漲多修正風險
昨日(3/18)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走揚，能源因減產協議或將再延長漲幅較大(+1.3%)，非循環型產
業如健護、公用事業與通訊服務則小幅下跌。成長型產業雖然持續走揚，但動能持續減弱，尤其次產業領頭羊半導體出現
下滑，同時上週提振市場的Apple(蘋果)發表會將於3/25舉行，Apple卻意外地於昨日官網公布新款iPad Air 與 iPad
Mini，顯示發表會將完全聚焦在軟體服務，相對壓抑晶片與硬體相關族群，且於Apple軟體發表會過後，市場將進入1Q19
財報公布，對於2019年初至今的強勁反彈，基本面的疲弱與背離仍會帶來負面干擾，本行維持短線漲多將有適度修正的風
險，但對科技產業長線維持正向看待，待再次去化風險震盪後，迎接2Q19產業旺季將能有更穩健的走勢。
<信用>歐洲金融債佈局優先考量資產體質佳者；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為相對穩健之資產類別
歐債在昨日成熟債市中漲勢領先，歐高收債指數利差收斂6個基點，金融債為領漲族群。德意志銀行與德國商業銀行發布
聲明證實將啟動政府支持下的合併談判，規模較大的德意志銀行為收購方是目前較可能的併購結構，若兩者合併資產規模
可望達1.8兆歐元、成為歐洲第四大銀行。短線消息面對金融債帶來支撐，但目前處初步談判階段，尚有眾多問題待解決：
(1)市場關注併購所需成本，德意志銀行可能需向股東或經由出售資產管理公司DWS Group籌措約80億歐元資金，然根據
Bloomberg估算，未來每年可結省之成本僅22億，要獲歐洲央行及監管機構核准將為一大挑戰；(2)德意志銀行營收連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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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滑，目前尚看不到改善跡象，納入德國商業銀行能否達到綜效有待商榷；(3)德意志銀行槓桿比例未改上升趨勢；歐洲
金融債挑選仍應以資產體質較佳者為優先。
美元及美債持續低檔盤整支持新興債市普遍上漲，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收高0.24%最為強勁，惟南非債下跌0.05%，因南非
電力公司Eskom表示本週將進一步限電，全國性電力短缺問題持續惡化，可能直接影響企業投資信心，過去1週南非公債指
數累積已走低0.3%；另外，印度第二大航空公司Jet Airways India表示因缺乏流動性，原訂於3/19之利息支付將延期，為
今年來第三次違約，目前正制定重組計畫，航班亦被迫停飛，Jet Airways India主要貸款人印度國家銀行希望在1週內達成
最終解決方案，預計需至少850億印度盧比才有助於解決目前困境。儘管新興債市過去一週受惠市場對聯準會寬鬆貨幣政策
預期及全球風險偏好情緒改善而上漲，負面消息卻不斷，尤其來自於企業面的問題並未反映在價格之上，新興主要貨幣主
權債屬現階段較穩健之標的。
<匯市>本週外匯市場重點觀察央行會議，預期美元維持高檔震盪格局不變
本週外匯市場重要觀察因子集中在各個國家的央行會議，其中最重要為3/21的美國聯準會會議，而英國央行和台灣央行也
在同一日進行利率會議，在市場觀望氣氛之下，昨(18)日外匯市場變化幅度較小，美元指數小幅走貶0.1%至96.5，英鎊小
幅走貶0.3%至1.3255，不過盤中一度貶破1.32，主要是因英國下議院議長宣布，先前提出過的脫歐協議若沒有重大修改，
將不得在本次會期再要求國會表決。此作法將使得脫歐僅延後至6月底便可完成協議的機會降低。美國聯準會會議本次不會
升息應已是市場共識，不過目前利率期貨隱含6月升息的機率也極低，會議後6月升息的機率的變化將是美元後續走勢的重
要觀察因子，本行基準情境為美元維持上有壓、下有撐的震盪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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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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