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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提示
總經&利率



德國領先指標陸續好轉，歐洲景氣築底有望



經濟逐步打底，德 10年債利率有望緩步向上挑戰
0.35%

投資策略



歐股短線上漲反應消息面，企業獲利則未見改善，
留意後續指數回落風險



MSCI通訊服務產業靜待修正本益比後的投資機會



美歐投資級債著重佈局於短天期及高信評，新興主
權債則以財政與經濟狀況良好者為優先



美國聯準會會議基準情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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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指標陸續好轉，歐洲景氣築底有望
歐洲經濟研究中心(ZEW)公佈信心指標，儘管ZEW現況經濟指數持續下滑至11.1，不過德國3月ZEW預期指數較前月-13.4
躍升至-3.6，大勝市場預期。數據顯示，英國或延續脫歐以及中美貿易紛爭談判可能有解，支持成長動能，大大提振市場信
心，本行認為隨歐洲央行ECB維持低率政策且推出新一輪TLTRO極力呵護景氣，搭配觀察領先指標陸續出現好轉，本行維
持對歐洲景氣第二季或逐步打底態勢的研判。
<利率>經濟逐步打底，德10年債利率有望緩步向上挑戰0.35%
3月歐洲央行會議釋放對景氣保守預期，不僅推遲升息時間同時出台新再融資舉措，一度壓低德十年公債利率再挑戰前低
0.05%，不過隨近期領先指標偶傳佳音，加上事件面紛擾可望緩解，德十年公債利率頗有觸底反彈態勢。展望後市，考量
本行對歐洲景氣看法可望在2Q19打底，預期第二季德國十年公債殖利率走勢或偏向低位震盪後逐步向上挑戰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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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策略
<歐洲>短線上漲反應消息面，企業獲利則未見改善，留意後續指數回落風險
昨夜(3/19)歐股STOXX50指數收盤小漲0.47%，主要受到汽車類股強勁反彈所帶動，加上市場樂觀預期即將到來的聯準會
貨幣政策可能更趨寬鬆亦提振整體市場情緒。
近期歐股漲多跌少，多反應消息面影響。包含德意志銀行與德國商業銀行討論合併消息，引領週一(3/18)金融類股上漲。
昨日則是傳出標致汽車暗示飛亞特克萊斯勒汽車是其尋求合併的目標公司之一，拉抬汽車類股表現。雖然市場短線正面反
應這類合併消息，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合併消息也反映了大環境未見改善，企業經營艱困的現實，觀察2019年歐股企業
獲利成長預估持續下探即可窺見端倪。
整體觀之，消息面的短線提振並非是引領歐股回歸上漲趨勢的關鍵，一旦市場回頭聚焦景氣疲弱與企業獲利成長下修狀
況，仍須留意後續歐股回落風險。
<通訊服務>MSCI通訊服務產業靜待修正本益比後的投資機會
3/19(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表現相對較佳的除了健護產業外，最受矚目的個股就屬超微
半導體(AMD)飆漲，利多激勵來自通訊服務的Google推出雲端遊戲串流服務「Stadia」，因遊戲串流服務將採用超微的晶
片，推升超微(AMD)單日漲逾11%。另一方面，因Google正式進運遊戲產業，競爭對手任天堂和索尼(Sony)股價因此下
挫。
Google母公司字母(Alphabet)及臉書、網飛等同屬通訊服務產業中的媒體及娛樂業，產業趨勢仍是主流，但近期指數的漲
勢已讓MSCI通訊服務指數評價面不便宜(目前本益比16倍，五年均值15倍)，加上即將到來的4月財報季，不排除市場會轉
向聚焦企業獲利表現，彭博預估2019年廣告主的廣告支出會持續成長約5%，但相較2018年成長率(7%)卻是放緩，因市場
擔憂媒體及娛樂業客戶漸趨飽和，若要吸引更多的客戶，就要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內容與網路速度，支出的增加將壓縮淨利
空間。故本行研判2Q19若指數能藉財報利空修正目前較不吸引人的本益比，指數之後有機會迎來更穩健的走勢。
<信用>投資級債著重佈局於短天期及高信評，新興主權債則以財政與經濟狀況良好者為優先
美歐信用債利差持續收斂，惟公債殖利率小幅走揚壓抑投資級債。去年加州野火事件對部分公用事業及能源產業影響猶
存，PG&E宣布進入破產保護後，Edison International (EIX)執行長表示若政府當局無法修法降低公用事業相關償付責任，
未來幾個月將面臨降評至垃圾等級風險，S&P亦提出警告；加州政府表示將在近期提出對策，然不確定因素已造成EIX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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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新發行的10年及20年券價格下跌。EIX在外流通債務及貸款約163億美元，目前CDS尚處於向下趨勢，然該公司負債/
EBITDA比率為11.12，較2017年的4.06高，獲利卻明顯下滑，流動性亦低於過去20年平均，降評風險不可忽視，所幸在指
數中占比不高。鑑於部分BBB等級債券在財務體質惡化下仍有跌價風險，短天期且信評水準較高之投資級債表現將相對穩
健。
投資人期待聯準會利率會議提出鴿派政策，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收高0.15%優於當地貨幣債。智利主權債上漲0.36%領
漲拉美債市，因2018年第四季經濟成長年增率達3.6%優於預期，該數字支撐對今年經濟將持續增長預期，且可望加速產出
缺口收斂。近期投資人對新興債市風險胃納量上升，對低評等主權債偏好又再回溫，迦納便受惠於此在近日發行30億美元
債券，其中包括31年到期債券，迦納雖已結束IMF(國際貨幣基金)援助，但經濟體質仍相當脆弱，易受金融資金流向影響，
且償債支出占去年政府收入比例達四成。而低評等債券發行人增發債務的狀況已使得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平均信評自
2015年下降一級，儘管主權債投資風險相對較低，但仍應以財政狀況及經濟體質穩健之國家為優先選項。
<匯市>FOMC基準情境下預期美元維持高檔震盪格局不變
在市場持續觀望聯準會會議(FOMC)，並期待聯準會端出鴿派訊息的情況下，美元指數自先前97.7的高檔價位緩步回落至目
前的96.4，本行也持續認為美元在鴿派氛圍下創高動能受限，惟目前利率期貨隱含3月和6月升息的機率皆已低至接近0%，
明(19)日凌晨的聯準會會議結果，反倒需要提防不如市場預期鴿派而造成美元拉升的可能性，若會後利率預測點陣圖維持今
年升息2次的預估，則屬美元偏強的情境；而若中性偏鴿，即利率預測點陣圖將今年升息次數下調為1次，則美元持平看
待，維持上半年高檔震盪看法不變。在升息預估之外，是否在今年結束縮表也將是關注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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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3/19收盤。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3/19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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