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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2月台外銷訂單金額遠低預期，反應全球景氣依舊疲弱
經濟部公佈2月台外銷訂單金額289億美元，年衰退10.9%，儘管已考量季節因素但仍低市場預期，連續第四個月負成長。
就產品別來看，電子與非電子產品接單貨品全數疲弱，接單主力資通訊產業下挫影響最大，主受智慧手機、筆電銷售不佳
與庫存調整影響。傳統貨品接單狀況也疲軟，貿易紛爭影響機械產品接單僅12.9億美元年回落24.5%。就主要外銷地區來
看，外銷至歐洲訂單表現最差，其次則是中國，儘管外銷至美國訂單尚穩但有逐漸轉弱態勢。展望後市，考量全球景氣依
舊疲弱及事件面紛擾未完全落幕，3月台外銷訂單儘管有機會回升但年衰退幅度趨勢難以擺脫。
<利率>聯準會大幅下修利率展望，9月停止縮表，美國經濟加速進入景氣循環末期
結論：本次聯準會官員大幅下修利率政策展望，9月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縮表)，美國經濟加速進入景氣循環末期，昨
(3/20)日美國股市並未因超乎預期的鴿派言論而上漲，而公債殖利率各天期全線下跌，6至12個月天期公債利率進入倒掛，
10年期公債殖利率跌破年初低檔，創14個月新低，反應美國停止縮表以及利率政策維持不變更長的一段時間。本行認為，
全球景氣放緩風險仍存，如聯準會所述，歐洲和中國的經濟成長放緩以及英國脫歐風險外溢效應不容忽視，目前基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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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為可控範圍，然美國自身景氣1Q19受到政府關門及氣候因素影響而大幅下行，除了2月新增非農就業僅增加2萬人外，
消費方面亦看到疲弱的跡象，展望後續，運輸業對物價壓抑的基期效果在2Q19加大，通膨將維持在相對低的水準，貨幣政
策方面將因此獲得維持利率不變的空間，本行調整貨幣政策看法，全年不升息，維持利率在2.25-2.5%不變，10年期公債
殖利率2Q19預計在低檔盤整，10年期公債殖利率2Q19目標價由2.9%下修至2.7%，3Q19目標價由2.9%下修至2.7%，
4Q19目標價預估由3%下修至2.9%。
-本次會議聲明稿顯示，1Q19消費和企業投資均呈現放緩，就業方面亦由強勁轉為穩健，而通膨則受到油價下滑影響而持
續下行，本次重申「鑑於全球經濟及金融情勢以及通膨緩和(muted inflation)，委員會會耐心等待(Committee will be
patient)」，全數通過維持利率不變。
-對於資產負債表調整方面，聯準會表示5月份開始減緩縮表速度，公債縮表將由每月300億美元降至150億美元，並且於9
月完全停止縮表，屆時將維持整體資產負債表的水位。10月起將把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MBS)及持有的機構債到期後再投
資於美債，期初每月上限200億美元，超過此金額的到期量則再投入MBS市場。
-經濟預測方面，2019年對於經濟成長預估中位數由2.3%降至2.1%，2020年降至1.9%長期成長水準，2019年失業率則有
3.5%上修至3.7%，明後年亦呈現上修，2019年個人消費者支出(PCE)由1.9%下修至1.8%，核心PCE維持於2%。
-官員利率點陣圖方面，本次為2012年聯準會官員利率點陣圖出現最大變動的一次。2019年利率預測中位數由2.9%降至
2.4%，2020-21年分別由3.1%降至2.6%，2019年利率看法17位官員中有9位以上下修利率展望，原先最多人數的利率預
測從3-3.25%(6位)下降至2.25-2.5%(11位)，2020年則由2.75-3%(6位)下降至2.25-2.5%(7位)。

投資策略
<亞股>資金面壓力釋放不等於利空消失，短期維持謹慎樂觀看法
昨日亞洲股市在美國聯準會利率會議前表現平淡，泛太平洋指數與新亞指數下跌0.1%，投資人明顯轉向觀望。昨日多數市
場波動收斂，唯獨中國股市盤中在上證指數觸碰3100點重要技術關卡後，一度下跌超過1%，午盤在金融股拉抬下上證指
數最終以平盤作收。重要訊息方面，美中雙方預計將在下週進行新一輪協商，不意外的是川普維持每次談判前的強硬說
詞，表示將長時間繼續對中國課稅。本行認為，延長課徵稅率10%且不再增加關稅已是基本情境，也是現階段最佳情境。
在2月底，川普及貿易代表萊海澤對外已表示，貿易關稅是對中國最好的談判籌碼。換句話說，川普昨日只是再度重申美

Market Daily
國立場，並非新的利空消息。昨日雖然聯準會表示今年將維持利率不變，給資本市場一個喘口氣的時間，但除了資金面以
外的障礙尚未排除，如科技業上游高庫存、製造業放緩等等，因此本行現階段對亞洲股市樂觀之餘維持謹慎看法。
<能源>預估2Q19布蘭特油價上行空間無多，留意MSCI能源指數波動加大風險
受美中貿易談判及英國脫歐不確定性升高，昨日(3/20) 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跌多漲少，其中美FAANG集體上漲，
帶動通訊服務類股上漲0.6%，表現最佳，而對升息敏感的金融類股下跌1.5%，表現較差。因美國煉油廠結束檢修復產，加
上美原油淨進口量減少，原油庫存降幅大於預期，布蘭特油價上漲1.1%，於歐美時段收68.05美元/桶，西德州原油上漲
1.36%，收59.8美元/桶，兩者價差拉至9美元/桶以下，帶動能源類股上漲0.3%。受沙國加大減產力道、委內瑞拉受制裁，
石油出口減少，3月份原油呈現供給缺口，2Q19因Non-OPEC(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增產，加上需求上升幅度放緩，雖美原
油鑽井數下降，將延緩2Q19美油增產速度，但仍呈現供給過剩。五月份美國對進口伊朗原油國豁免到期，若川普欲加大制
裁伊朗，預期近期將有打壓油價動作出現，且預期六月OPEC+將針對川普油價政策及3Q19原油需求上升而縮小下半年減產
力道，為2Q19油價上檔壓力，預計2Q19布蘭特原油區間在62~70美元/桶。在MSCI能源指數方面，因去年基期較高，市
場對2Q19 MSCI能源指數每股盈餘年成長率預估為小幅負成長，然若美國加大制裁伊朗原油，推動油價上漲，能源股每股
盈餘預估可望上調。預期油價2Q19上行空間無多下，本行研判MSCI能源指數上檔空間有限，後續留意波動加大風險。
<信用>股市走跌為美歐高收債帶來壓力，經濟不確定環境下，新興債市應偏重主要貨幣主權債
股市走弱同步帶動美歐高收債利差擴大逾5個基點，投資等級債則受惠美債利率下滑而表現穩定。美高收債各產業利差多擴
大，西德州油價雖維持在60美元之上，但美國能源高收益債過去1個月利差反而擴大8個基點，與大盤走勢逆向，其中CCC
等級能源債表現相對弱勢，可能原因包括：(1)投資人對油價漲勢能否延續抱持懷疑態度；(2)能源高收益債發行人財務持續
惡化，財務槓桿不斷上升且為所有高收債產業中最差者，獲利下滑幅度也較大；(3)投資人對能源債需求下滑。考量獲利及
經濟成長動能放緩，除非國際油價出現大漲行情，否則能源高收債布局應靠攏在BB等級這類債信品質較佳之債券。
聯準會鴿派態度雖出乎市場預期，新興債市卻未因此獲得提振，對經濟成長之疑慮拖累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利差擴大6個基
點。拉美債市走勢相對平穩，巴西央行昨日維持基準利率於6.5%不變，通膨風險逐漸降低，雖然近期經濟數據有走弱現
象，但未改變今年溫和復甦格局，巴西下半年升息預期亦降低，將對債市帶來支撐。拉美債市平均到期殖利率達7%以上，
為三大區域新興債市最高者，對投資人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聯準會同步下調2019~2021年經濟成長估值，歐洲央行對經
濟看法亦保守，全球成長動能不確定性可能壓抑新興債市表現，新興債市投資仍應以相對穩健的主要貨幣主權債為佈局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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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聯準會鴿派立場使美元強勢動能放緩，澳洲央行會議紀要表明對經濟上的擔憂，不利於澳幣長線走勢
美國聯準會大幅下修利率展望，利率點陣圖顯示今年預期不再升息，並將於5月開始減緩縮表的速度，9月結束縮表，
整體會議結果較市場預期的更為鴿派，美元指數昨(20)日下跌0.65%，貶破96整數關卡。本行認為，聯準會的鴿派態勢
將使得美元強勢動能逐漸放緩，不過因非美經濟數據如中國部分經濟數據略有改善但整體仍偏疲弱，歐元區經濟數據
尚未見到實質回溫，顯示目前仍處在基本面未跟上的等待期，使非美貨幣內生升值動能仍略顯不足，又帶給美元下方
支撐。整體而言美元震盪的看法不變，不過震盪的區間將略為下移。
澳洲央行會議紀要顯示，勞動力市場對前景「特別重要」，並重申當前對消費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該行表示，預
計住宅投資將不利經濟增長，而且住宅投資的跌幅「可能會比目前的預期更大」，未來一兩年內住宅投資領域有出現
顯著放緩的風險，副行長也稱雪梨的房屋供應急遽上升，會給房價和金融穩定帶來影響。此外，貿易緊張局勢仍是全
球展望不確定性的來源，經濟前景存在顯著不確定性。政策利率上，預期情境包括加息和降息的情況，但預期相比去
年已經更加均衡。澳洲3年期債券收益率降至央行政策利率水平之下，因經濟放緩引發了對於今年降息的預期，市場對
澳洲央行將下調基準利率的預期不斷增強，這些因素在長線上皆不利於澳幣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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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3/20收盤。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3/20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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