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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者信心數據不及預期，美元強勢震盪格局
仍不變

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美德兩地之消費者信心同步回落
昨日美國與德國兩地之消費者信心均出現下滑；德國市場研究機構Gfk的4月消費者信心小幅自前月的10.7下滑至10.4，不
過機構研究員表示目前德國的勞動市場依舊緊俏，但通膨溫和，換言之，薪資增長將支撐消費者支出維持相當力道，內需
的動能仍舊是經濟成長的中流砥柱，呼應了前日的Ifo指數結果。美國的商諮會消費者信心指數則是在3月從131.4跌至
124.1，現況分項指標來到近一年最低，預期分項則小幅減弱至99.8，主要反應近期的就業報告(2月份新增非農就業僅僅2
萬人)相對放緩，加上油價仍偏高，壓縮了可支配所得，故消費者的信心收到影響，惟甫公布的3月密大消費者信心指數初
值則是來到相對高點，數據上出現分化的狀況下，可多觀察些許時日，方能斷定何者為近期較有領先性的仰賴數據。
<利率>維持2Q19美國景氣向上看法，長率超買在2Q19將反轉
聯準會季度會議對景氣及利率展望下修幅度高於預期且宣布即將停止縮表，官員預計今年政策不變，升息循環僅剩明年1
碼。目前市場利率期貨隱含「降息」機率攀升至70%，紐約分行關注的3M10Y利差本波循環首度倒掛，而就過往歷史而言
多半為進入成長高峰轉折的時段，固定收益市場投資人信心不足。本次利率下行與4Q18本質不同，前者為貿易戰事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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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崩盤以及股價下跌帶動避險需求，而1Q19為實質數據因1Q19政府關門加上美國暴風雪因素干擾經濟活動，造成數據不
正常的公布，而外部因素又因全球貿易活動萎縮較原先嚴重而加速惡化，聯準會升息推升短率加上總體經濟惡化壓抑長率
造成利率倒掛的現象。展望後續，聯準會支持利率維持不變且QE資金支持流動性將繼續穩定短率在目前水準；長率方面，
1Q19暫時性因素干擾美國經濟在2Q19消除，近期公布2月數據有所好轉，初請失業救濟金數據維穩，2018年較疲弱的房
市活動因利率下滑而改善，維持2Q19美國景氣向上看法，長率超買在2Q19將反轉，密切關注4月初非農及全球製造業數
據是否出現改善的訊號，通膨預期則在3Q19底隨著運輸業下行基期因素消除後轉向，通膨壓力於4Q19增溫，十年期公債
看法2Q19=2.7%、3Q19=2.7%、4Q19=2.9%。

投資策略
<新亞>泰國選舉及韓國三星盈利預警利空對股市影響有限
昨日新興亞洲指數以小漲0.3%坐收，並無延續前一日的重挫走勢，其中台灣及韓國股市分別上漲0.8%及0.2%，抵銷陸股
下跌對指數造成的影響。重要消息方面，泰國下議院選舉結束，惟最終選舉結果因為被質疑計票過程有瑕疵，可能拖延至
周五公布。從非正式初步統計來看，親軍方的公民力量黨(執政黨)在下議院席次落後為泰黨(在野黨)，但是若再加上上議院
由軍方掌控的250席次，市場預測執政黨將繼續執政，且現任總理將連任，與選前看法一至。另一則重要消息，昨日韓國
三星電子罕見發布1Q財報獲利預警，提到1Q獲利將不如市場預期，以及記憶體價格跌價與高庫存等問題。但盤中三星股
價開低走高，顯示市場對於半導體1Q財報不如預期的利空已定價，4/6將公布的財報不至於跌破眼鏡，現階段反倒是樂觀
看待下半年庫存消化及記憶體價格止穩的利多。值得一提的是1/3 Apple罕見發布盈利預警後，台灣蘋果概念股年至今漲
幅快逼近3成。三星盈利預警是否為記憶體產業短期最後利空值得玩味。由於韓國股市在3月初已率先拉回修正，但不無破
今年低點，若三星下周公布財報進一步佐證記憶體市場已觸底，本行樂觀看待韓國股市後市表現。
<金融> 金融指數與基本面背離，後市仍有震盪風險
3/26(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全數上漲，雖長短天期殖利率仍在倒掛中，但昨日殖利率稍見喘息回
升。另，俄羅斯減產以及美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制裁提供油價支撐力，令能源成為漲幅最大的產業。
上週殖利率倒掛所引發的市場憂慮來自對景氣的悲觀預期，而金融股對此反應特別敏感，成為此波景氣擔憂下跌幅最大的
產業。本行研判後續MSCI金融指數修正回檔機率仍高，因年至今金融股的漲幅已背離基本面，從4Q18的財報結果，可看
出目前金融股在利息收入面的獲利成長穩定，但非利息收入成長放緩，同時也看到銀行持續擴大削減支出，上次銀行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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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開支是出現在2015年景氣下行時，目前美歐景氣也處於下行階段，與上漲的指數出現背離現象，加上市場多數分析師
對MSCI金融指數2Q19的獲利成長性並沒有給予更樂觀的評價，故本行研判MSCI金融指數修正回檔機率仍高。
<信用>美投資級與高收債組合獲取穩定報酬，新興債以政府財政朝改善發展主權債指數為首選
昨日美高收債指數表現回溫，其中以媒體及健護醫療高收債指數收斂幅度達8個基點；美投資級債指數利差與殖利率則較前
日持平。觀察近月美國投資級債表現受美公債殖利率曲線下移影響，以運輸、公用事業、通訊服務等存續期間較長者表現
較佳，然考量(1)交易商庫存來看，短於10年期美投資級債部位水準接近去年中相對低位，供給面收緊有助價格穩定，(2)歐
日台對美元避險成本下滑，有助美企業債需求。預期利率風險漸減與信用風險仍存，以美國投資級搭配高信評高收債獲取
穩定報酬。
新興市場債方面，主要貨幣主權債表現仍佳，巴西國家能源局針對巴西電力公司(Eletrobras)電價移轉案將返還約30億巴西
雷亞爾，有助於改善其償債能力，然而考量Eletrobras目前淨財務槓桿約6倍，加上私有化後將有助於政府財政改善，建議
避開財務槓桿過高新興企業債，以政府財政朝改善發展主權債指數為首選。
<匯市>美國消費者信心數據不及預期，美元強勢震盪格局仍不變
美國新屋開工、消費者信心等數據表現不如市場預期，不過昨(26)日市場風險情緒回溫，美股、美債殖利率皆上漲，美元走
強，美元近期始終維持在高檔價位區間震盪。非美貨幣目前多缺乏自身的利多因素，非美貨幣的回升多只能以反彈視之，
因此聯準會轉趨鴿派也暫難使得美元轉弱。本週外匯市場上關注包含中國的經濟數據如工業企業利潤，中國的經濟數據是
否回溫對其他市場皆具有重要意義。而紐西蘭央行利率會議維持目前利率水準不變，態度偏鴿，使紐幣下滑。新興貨幣方
面，全球央行寬鬆態度有利新興貨幣的整體穩定，惟需留意土耳其里拉近期再現波動是否產生外溢效果，上週五(3/22)重挫
逾5%，其後土耳其央行出面信心喊話，而土耳其里拉的互換利率巨幅拉升，增加做空成本，土耳其里拉回升至原先價位水
平，後續仍須留意風險是否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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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債券指數

原物料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3/26收盤。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3/26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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