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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日本近期信心指標好壞參差，留意經濟下行風險 

日本3月領先指標初值降至2016年7月以來新低，其中企業躉售銷售年增率由-1.4%惡化至-2.8%，小型企業對未來銷售轉

趨悲觀。4月26日日本央行公布季度總經展望報告顯示，央行對於2019年經濟成長小幅下修0.1%至0.8%。綜觀近期日經濟

數據好壞參半，日2月工具訂單年衰退雙位數趨勢依舊，但最新日本3月採購經理人指數出現反彈，係海外新訂單改善所

致。展望後市，貿易紛爭與中國景氣疲弱打擊日本外需，但本行認為各國與美貿易紛爭談判最終達成協議機率仍高，同時

隨中國景氣見曙光打底完成，日製造業景氣應可望逐漸轉佳，現階段較強健的內需景氣或過程稍受影響，但預計也將隨製

造業景氣齊步好轉。 

<Rates 利率> 避險資金回流美國公債，殖利率短線低檔震盪 

美國利率方面持續下行趨勢，中美貿易最終雙方決定調升關稅的結果引發避險買盤回流公債，同時聯準會紐約分行針對消

費者對未來3年通膨預期的調查降至2.7%，為21個月新低，全球貿易及美國以外經的國家濟環境惡化壓抑10年期公債殖利

率走勢，短線上檔面臨技術面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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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國關稅報復舉措打擊歐股人氣，短線仍將受到貿易戰消息而拉高市場波動程度 

昨夜(5/14)歐股STOXX50指數收盤下挫0.82%，主要反映中國宣布6/1將對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作為報復美國

在5/10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的舉措，打擊原已脆弱的市場人氣，令歐洲股市擴大早盤跌幅。 

除了能源類股受到中東地緣政治消息而獲得支撐，加上防禦性的公用事業、核心消費受到投資人謹慎態度青睞以外。大多

數產業皆出現回落現象，對貿易消息敏感的類股為主要重災區，包含非核、原物料、科技、工業等。市場原先預期中國可

能會更低調一些而有助恢復雙方談判腳步，不過隨著中國升級報復手段，顯露出中國軟中帶硬的態度，市場對於快速恢復

談判的期待降溫。若陷入僵局狀態則對於美中兩國需求的負面影響恐將拖長，當然不利於貿易敏感的相關類股，故不難想

像這些類股對指數的拖累。 

投 資 策 略  

巴西央行上週利率會議維持基準利率於6.5%不變，會後聲明稿透露出央行對於通膨穩定的看法以及貨幣政策保持「耐

心」，意味央行近期將繼續維持利率水準不變。COPOM(巴西貨幣政策委員會)對於1Q19景氣的看法轉趨保守，3月會議

原先認為景氣現況緩步復甦，而本次則調整為2018年底景氣的放緩延續至1Q19，主因外部全球景氣放緩所致，然而中長

期央行繼續透露緩步復甦的預期，央行對於貨幣政策基本假設情境為美元兌巴西里爾2019年底3.75、2020年3.8(目前5月9

日為3.95)，而對於利率的基本情境維持2019年底在6.5%不變，2020年的看法則由原先7.75%下修至7.5%。COPOM認為

目前通膨的風險仍是雙向的，一方面產出缺口可能會導致通膨低於預期，另一方面則是巴西目前所面臨的政策改革受阻可

能會影響風險溢價，並且提升通膨的路徑，同時新興經濟體的景氣惡化加劇亦可能提升輸入性通膨的風險。整體而言，巴

西景氣放緩加上通膨在控制範圍內，且外部風險加大的環境下，本行認為升息時點將有所遞延。 

依目前全球與日本經濟形勢、財政政策來看，搭配主要央行利率政策會會議結果觀之，本行認為日央仍需營造相對寬鬆的

貨幣政策環境呵護景氣渡過震盪期，4/24-4/25日央會議下修2018年~2020年財年的景氣與物價預估，同時修改前瞻指引

表示將把極低的利率水平至少維持到2020年春季，本行認為持續延長低利至2020年以後的可能性很高，物價不易達到央

行預估目標2%困難度，本行預估2019年日基準利率皆會維持在-0.1%不變，且目前隨避險情緒升溫推動日圓強勢，研判日

公債利率維持低對景氣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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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線歐洲市場投資情緒仍將聚焦在美中談判的變化，若未能達成協議或更加惡化，歐洲股市短線可能再度受到市場情緒拖

累而有調整空間。然若中國選擇讓步而達成協議，則有助股市收復短線下跌的幅度。回到基本面，隨著企業獲利與景氣仍

在尋底的過程中，今年以來已大幅反彈的本益比進行適度修正對於形成歐股投資機會是有幫助的。加上英國脫歐、美中&美

歐貿易談判之不確定性也會不時的拉高市場波動度。然若未來事件面能朝向正面發展，搭配基本面獲利與景氣落底回溫，

屆時評價面有所修正與資金面未見擁擠流入的歐股指數，便有機會吸引資金回流而創造後續回升空間，本行維持對後續歐

股指數先下後上的看法不變。 

<地產>MSCI地產指數位置恐有利多出盡之嫌，本行研判地產指數仍有持續下行的風險 

5/13(一)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中除了公用事業與地產外，其餘產業皆收黑，下跌產業平均跌幅逾

1.8%，因中美貿易談判再度燃起火藥味，在市場風險趨避轉濃下，科技相關產業成為重災區，跌幅逾3.4%。不同於科技業

的跌勢，地產業在美10年債殖利率回落，以及昨日香港地產適逢休市，讓全球地產指數仍夠一路收斂跌幅至平盤附近。由

於此次風險事端震央在中美，故當中美貿易談判生變時，香港衝擊也會很大，除了留心香港地產股的下行風險外，美國地

產股行情至此，不管是與房市供需水準、本益比位置，市場對季度獲利成長水準，種種跡象皆突顯MSCI地產類股指數位置

恐有利多出盡之嫌，故本行研判地產指數仍有持續下行的風險。 

<信用>美BBB級企業債以獲利及評價面具吸引力者為首選，中美貿易衝突增溫暫避開新興當地債 

檢視美國第1季投資級發債企業獲利成長及優於預期動能仍佳，特別在資本財、非循環性消費、通訊、科技等產業較佳，而

難以忽視的BBB級發債企業中，又以資本財及非循環性消費投資級債表現較整體指數亮眼。此外，檢視過去12個月各產業

BBB/AA級指數利差，非循環性消費、健護醫療及煙草業仍高於歷史均值上方許多，考量美中貿易問題擾動仍在，高信評企

業債以獲利佳且評價具吸引力者作防禦首選。 

中美貿易衝突有增溫跡象，檢視新興國家對中國出口部位，以台灣、巴西、南韓等國出口佔比逾25%，若兩強國貿易問題

升溫，全球經濟成長有進一步下修疑慮且不利新興國家原物料需求，此外，考量資金外流恐增添匯率貶值壓力，仍以主要

貨幣主權債指數為首選且暫避高Beta新興當地債指數，並待評價面修正至甜蜜點後再行進場。 

<匯市>美中貿易緊張情緒仍高，人民幣和新興貨幣趨弱 

美國政府5/10宣布上調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關稅至25%，而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訪美，並未帶來改變調高關稅

的結果。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宣示，若中國亦以關稅報復，美中僵局將會更為惡化，但中國國務院在川普的推特後，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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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先前已對美國實施加徵關稅的600億美元商品，將部分進一步提高關稅，稅率介於10%至25%。貿易局勢緊張，全球

股市普跌，先前平靜的外匯市場，波動也開始有加大現象。美元指數雖大致在97上方整理，似沒有太多方向，但非美元指

數權重貨幣的人民幣和澳幣出現明顯跌勢，離岸人民幣昨(13)日快速貶破6.90的關卡，澳幣則貶破0.70。新興貨幣整體趨

弱，雖新興貨幣的波動度並未拉升至去(2018)年8月的高水位，但仍有提高，花旗新興市場風險指數也提高至警戒線之上，

短線需謹慎看待相關風險。與人民幣連動性高的亞洲貨幣，都有一定的貶值壓力，韓圜已貶破2017年初以來的新低。而由

於貿易戰演變的情境已與當時評估有所不同，美元強勢的時期也將比原預估來的更長(原預估美元上半年強勢，下半年漸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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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5/13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13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5/10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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