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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美國2月耐久財訂單小幅不如預期 

美國2月份耐久財訂單較1月衰退-1.8%，低於市場預期之-1.6%，扣除運輸的耐久財訂單小幅衰退-0.1%，低於預期之

0.1%，受到波音737 Max墜機後停飛所影響，運輸品項耐久財訂單恐繼續影響訂單數據表現，惟扣除大型飛機訂單的波動

後整體數據維持溫和的態勢。展望後續，美國以外經濟放緩的趨勢在3月看似有部分國家數據轉佳，全球央行的寬鬆貨幣政

策可望提供市場更多的信心，目前美國亞特蘭大聯儲經濟成長模型預測1Q19經濟成長預測因耐久財訂單不如預期而下修至

2.07%，彭博統計目前市場預測為1.5%。 

<利率>英國脫歐逼近4月12日大限，風險趨避資金回流 

周一(4/1)中美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數據帶動殖利率反彈的氛圍暫時告一段落，市場靜待4月5日新增非農就業數據的公布，同

時英國首相提出跨黨派合作似乎未能獲得投資人青睞，事件逼近大限帶動避險資金回流公債，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2.3個

基點至2.478%、3個月殖利率下跌2.8個基點至2.304%，兩者利差17.4基點。摩根大通調查固定收益客戶顯示，看多公債市

場(殖利率下行)的比例由26%大幅下降至15%，市場氛圍由多轉空(殖利率上行)，由3月25日+5轉負-11，創下3個月以來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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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治事件引發股市劇烈波動，IBOV指數短線尋求季線支撐 

巴西IBOV指數昨日下跌0.7%收95386點，11大類股漲跌互見，以科技及公用事業類股領跌，工業及房地產類股表現相對

佳。巴西在三月中旬一度突破十萬點大關後，爆發總統波索納洛和他在國會的主要盟友摩擦加劇，下議院議長威脅要杯葛

甚至破壞對控制財政赤字至關重要的養老金改革，短短一週巴西IBOV指數重挫8%，巴西里爾亦跌至五個月新低，儘管外

資長期以來一直警告巴西政治風險，根據EPFR調查，今年以來全球新興市場經理人普遍加碼以中國為主的新亞市場，相對

減碼拉美部位，但國內的樂觀情緒對巴西當地股市具支撐作用，在重挫時反而吸引3倍槓桿看多巴西IBOV指數ETF資金進

場，佔當週總成交市值32%，巴西股市短線上尋求季線95957點支撐。儘管巴西基本面不錯，但政治事件因素影響股市波

動甚鉅，預估下議院第一次投票時間為５月底，此為觀察法案通過機率的前哨站，預料養老金改革的審批程序將帶來劇烈

波動，目前巴西股市定價仍隱含法案通過的情境，技術面檢視若巴西IBOV指數守穩在年線85000點，將維持中長線多頭走

勢。 

<健護>MSCI健護指數先震盪後上行的可能性大 

4/2(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上漲產業漲幅皆不超過0.3%，下跌產業則以核心消費跌幅較

重，跌逾0.6%，因美國醫藥零售公司沃爾格林財報不佳，該企業下調2019年營收成長預期，且公布的季度獲利低於分析

師預期，導致健護族群中同屬藥妝連銷與藥品批發的CVS、美源柏根、麥卡遜等股價也跟著受影響而下跌，成為健護次產

業中昨日表現最差的族群，所幸生技次產業的漲勢收斂了健護指數的跌幅。展望健護產業，市場對2019年健護產業的營

收、盈餘趨勢皆抱持正向期待，除了營收盈餘皆會延續去年(2018年)的雙位數成長力道外，更處於11大全球產業的前段

班，加上產業持續創新的政策原則不變，顯示基本面仍健康。但從季度的角度來看，第2季的獲利成長預估是全年最低水

準，加上2Q19缺少新藥核准題材加持，且部份次產業在經歷年至今的一波漲勢後，評價面已偏貴，故本行預期MSCI健護

指數經適度的修正後才可迎來下一波行情。 

<信用>多項因素恐使汽車高收債價格波動加大，沙國國家石油公司發債可望吸引資金 

歐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需大規模刺激政策來因應歐元區低成長與低通膨困境，激勵歐高收指數利差下跌 6 個基點，領先成

投 資 策 略  

空頭最高的水準，顯示投資人認為景氣下行對長天期利率的影響性已充分反應，本行預期目前10年期公債殖利率2Q-3Q19

為2.7%，年底預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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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國家債市，美耐久財訂單數據不佳，且 GM 及 Fiat Chrysler 等汽車製造商第一季汽車銷售較去年同期下滑，相關產業表

現多受壓抑，惟汽車產業因 3 月以來陸續反映負面消息，昨日價格變化不大。2019 年有 55 億美元汽車及工業產業高收益

債到期，市場對 Jaguar 及 Tesla 這兩家非投資級債發行人看法尤其保守，不確定因素恐造成利差擴大，不過 Tesla 營運有

所改善，或可經由收入、銀行貸款及資產出售來增加現金部位，今年槓桿率亦可望下滑至 3.2 倍，雖仍高於汽車產業均值，

但已較 2018 年下滑，應不致於出現流動性壓力，5 年期 CDS(信用違約交換)走勢亦平穩，然美國整體汽車高收債產業槓桿

率已見惡化，利息覆蓋率亦有下滑，在全球汽車銷售低迷及美國汽車關稅調查等不確定影響下，汽車產業高收債仍將面臨

較大波動。 

新興債市部分，昨日企業債指數小漲 0.04%優於主權債。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商沙烏地阿美(Saudi Aramco)預計最早本週將

發行 100 億美元的企業債，雖是以籌措併購沙烏地基礎工業公司(Sabic)691 億美元資金為由，但以該公司之獲利能力，加

上去年現金部位達 488 億美元及 1210 億美元營運現金流入，實不需發債取得資金。此為沙烏地阿美首次國際市場債券發

行，Moody’s 與 Fitch 分別給予 A1 及 A+投資評等，Fitch 更表示此評級是受限於沙國主權債信評級，否則應可獲得

AA+評等、高於荷蘭皇家殼牌及 Total，市場預期該企業債利率可能比沙國主權債高不到 40 個基點，且未來還具收斂空

間，可望吸引資金追逐。 

<匯市>南非幣因主權評級未被調降而大幅反彈，能否突破14端視風險偏好 

今年以來全球面臨的經濟下行風險有所上升，澳洲目前較大的挑戰在於貸款疲軟、房地產市場陷入困境，致使消費降溫，

但目前勞動市場依然強勁，並有望減少失業與實現通膨回歸的目標上取得進展，研判澳洲央行將繼續維持低利率為國內經

濟提供支撐，澳幣料維持弱勢格局。5月中旬澳洲將面臨大選，目前民調顯示聯合政府的支持度以49%小幅落後給反對派工

黨的51%，不過差距已經有所縮小，市場關注於接下來政府對於移民和商業投資的態度。 

穆迪未調降南非主權信用評級，顯示其在南非財政預算可能因南非國家電力超支，限電影響增長等情境下，依舊看好南非

償債能力，使得南非幣週初出現大幅反彈。後續南非景氣若無明顯惡化，後續降級風險較低。南非幣報復性反彈後，目前

在14.20附近震盪，料需整體市場風險偏好回升後方可突破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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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4/2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4/2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29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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