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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台灣央行下修2019年經濟預估，動能來自內需支撐  

疲軟的全球景氣拖累台灣出口表現，搭配事件面紛擾如貿易紛爭、英國脫歐或延長都增添不確定性，台灣央行對今(2019)

年出口表現保守看待。不過內需表現相對穩健，觀察近期台灣資本設備進口增加，且政府正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及台商

回台投資，消費也有相關政策補助，本行認為2019年台灣經濟動能在內需挹注下相對有支撐，雖先前台灣央行預估台灣

2019年經濟成長率從2.33%略下調至2.13%，但根據預估走勢，下半年可望較上半年逐季轉佳。 

<利率>台灣央行利率11凍，年內不變機率大  

台灣央行22日召開2019年首季理監事會議，決議維持基準利率1.375%不變。儘管台央行下修2019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係考

量外需疲軟衝擊，但整體內需表現相對穩健，勞動市場情勢沒有轉壞，失業率微降。且有賴過去台灣政府財政控制得宜，

為積極財政政策空間挪移出空間，2019年政府將出臺措施支持投資、消費。另一方面，國內產出缺口負值擴大，通膨展望

相對溫和，台央行也下修2019年消費物價增速預估至0.91%。綜合上述基本面研判，由於對下半年景氣仍保正面預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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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被動交易成美股主流，標普500數可望在2Q19見波段高點  

美股週三(3/20)三大指數開低走高，由科科股帶頭上攻，標普500指數上漲1.1%收2854點，突破2018/7/25高點阻力2848

點，宣告成功站穩2800點阻力關卡，短線下一個將挑戰2864點阻力，整體投資氣氛開始轉向貪婪，在年初急拉後美股正

企圖形成一個完美的頭部，被動交易成美股主流，主動投資人顯得更為謹慎，主要因最受華爾街青睞指標美國公債

3M/10Y殖利率曲線接近倒掛，發出接近衰退信號。美股被動交易開始流入主流科技股部位，FAANG尖牙股似乎開始重掌

盤面主導權，加上投資者的槓桿水位偏低，整體投資氣氛雖然貪婪但並沒有過熱，預估後市仍有餘力上漲，標普500指數

可望在第二季見波段高點，惟留意籌碼混亂後波動加大的風險。 

<原物料> MSCI原物料指數短期將受鐵礦砂供給面變化而有回跌壓力，然因預期2Q19需求回升，仍正向看待  

昨日(3/21)受美聯準會超級鴿派聲明利多延續，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多數上漲，其中受投行調高蘋果投資評等、

美光財報激勵，帶領科技類股上漲2.2%，表現最佳，僅對升息敏感的金融類股下跌0.5%，表現較差。原物料中，淡水河

谷(Vale)因礦壩潰堤事件受法院要求及公司本身計畫分階段關閉部分產能已達8,280萬噸/年，但3/19法院同意Brucutu礦區

在取得環保監管機構批准後，產能重啟只是時間問題，對未來全球鐵礦砂市場的供需缺口將較之前預期縮小，鐵礦砂價格

有回跌壓力，但因預期2Q19中國鋼廠將回補庫存，鐵礦砂價格仍可維持相對高檔震盪。銅報價已提前反應美中貿易談判

樂觀預期，未來雖因Q2實體需求可望回升而有上漲空間，但漲幅受限。從化學活動晴雨表顯示美國生產活動將在2Q19落

底後回升，但與去年同期相比成長速度放緩。MSCI原物料指數短期將受鐵礦砂供給面變化影響而有回跌壓力，然因預期

2Q19需求回升，仍正向看待。後續風險在於美與全球貿易談判進展變化恐仍將造成原物料市場波動。 

<信用>歐洲金融債應以債信佳者為優先考量，投資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有助降低匯率波動風險  

成熟債市中，歐高收債指數利差擴大5個基點較差，其中金融高收債表現又相對弱勢。UBS預警今年第一季獲利可能較去

年同期大減1/3，非美地區併購活動及IPO案件減少衝擊該公司營收。此外，歐盟通過法規要求該地區銀行提列最低貸款損

失準備金，以防止壞帳過度累積引發金融業危機，長期雖有助於改善歐洲銀行體質，但一些不良貸款撥備率不足的銀行將

膨溫和，現階段經濟未有立即轉壞訊號，且央行利率政策再下調空間有限，在上述變數未改變前，本行預估台灣央行2019

年利率政策維持不動在1.375%。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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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面臨籌資壓力，或出售不良資產，發債為目前較可能的籌資管道，卻易使壞帳問題嚴重的銀行債務壓力上升，今年歐

洲金融高收債發債量已現增加的現象。歐盟國家中以義大利擁有2242億歐元壞帳規模最為龐大，西班牙及希臘也有1000億

左右，雖然金融業可望受惠歐洲央行TLTRO(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方案，但歐洲金融債投資仍應以債信水準較高者為佳。 

新興債市以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上漲0.42%較強。在聯準會展現較預期鴿派態度之後，加上投資人風險偏好升溫，部分新興

國家在國際債市上發債意願大增，巴西政府出售15億美元2029年到期債券，俄羅斯也發行約當近40億美元的公債，接下來

還考慮發行人民幣計價債券，均是為了以較低的成本來增加手上現金，以防範未來油價下跌及經濟成本放緩風險，由於3~4

月為新興國家主權債償債高峰期，若投資人風險胃納持續高漲，有助於平穩渡過這段期間，不過美元走勢不算太弱，新興

市場貨幣仍要留意貶值壓力，新興國家主要貨幣主權債應仍是國際資金較偏好的對象。 

<匯市>南非降評損失可能較市場預期小，人民幣升值依賴美元端走弱  

南非年初以來景氣深受限電的負面影響，且月底穆迪對於南非信用評等評估的不確定性也牽動投資者對於南非幣的估值。

先前各報導中廣泛引用的數據認為穆迪如果將南非降級將造成約1000億南非幣（約60-70億美元）的被動資金外流。然而

據野村證券週二（3/19）採用IMF(國際貨幣基金)的預估推算，實際造成的被動流出可能僅為147億南非幣（約11億美

元）。造成如此巨大差異的根源在於IMF研究發現，對於南非信用評級較為敏感的海外資金在去年年初即已完成退出，是故

即使風險情境中穆迪降級，南非幣受到的衝擊或許依舊可控，支持本行南非幣後續貶值空間不大的觀點。人民幣方面昨日

（3/21）也有新一輪貿易談判規劃出台利好，且隔夜聯準會放鴿也帶來一定的升值幅度。然而早盤在日本休市，亞洲時間

日圓影響力較弱之時，人民幣的升值嘗試很快被市場打回。本行研判人民幣後續升值行情將依然主要依賴於美元明顯走

弱，故尚需時日。 

<英國>英國脫歐陷入延長戰線僵局成為可能性最大的基礎情境 

3/21歐盟高峰會同意條件式延長脫歐。若國會下週能通過梅伊脫歐協議，脫歐大限將延長至5/22。若協議未獲通過則歐盟

要求英國於4/12前決定是否參加歐洲議會選舉，以便歐盟決定下一步作法。不論是長期或短期推遲脫歐，現階段整合國會

共識難度提升，陷入延長戰線僵局機會升高，本行調整後續基礎情境如下： 

陷入延長戰線僵局(基礎情境) 

部分保守黨硬脫歐派議員指稱長期延後反而是重新談判甚或是更換首相的機會。而脫歐確定延期也令留歐派議員不急於下

週表態支持梅伊協議以避免3/29無協議脫歐，造成整合國會共識難度提升。若長期延後除了仍須面對是否達成協議脫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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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之外，甚至將逐步提高2次公投或重新大選與倒閣的可能性，脫歐的僵局料持續延宕，預期歐英股市表現可能

先反彈再承壓。 

最終達成協議脫歐 

歐盟延續梅伊將脫歐協議包裹進延期長短與否的條件令硬脫歐派議員否決該協議的機會成本提升。硬脫歐派議員為避

免長期延長脫歐大限最終演變成軟脫歐甚至是不脫歐的風險，可能被迫接受並支持梅伊的脫歐協議，而令協議在未來

可能的表決中通過，若此則歐英股市有望持續回升。 

無協議脫歐 

延後脫歐不代表排除無協議脫歐，無協議脫歐機會有望降低但仍非完全不可能。一旦意外成真，歐英股市恐大幅下

挫，惟此仍是各情境中機率最低者。 

歐盟同意條件式延長脫歐大限的可能發展路徑 

 

 

 



Market Daily 
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3/21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3/2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15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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