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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美歐信心指標好壞參半，德國景氣2Q19維持打底格局 

昨(14)日美國公布NFIB中小型企業信心指標優於預期，4月指數由101.8升至103.5，優於市場預期之102，而德國最新

ZEW6個月後經濟前景預測指數由3.1降至-2.1，市場原先預期升至5，惟ZEW的5月調查期間出現中美貿易戰升溫的變數，

或因而干擾短期的看法，德國景氣2Q19維持打底格局。美國方面，NFIB中小型企業信心指標創4個月新高，指數10個分項

中有9個上升，美中貿易談判似乎對美國中小型企業信心未造成全面性的衝擊，有淨25%(同意減不同意)的企業仍認為目前

是擴張的時機，淨27%將提升資本支出，本次上升最多的分項為中小型企業對獲利的預期，指數上升5%至-3%，顯示年初

悲觀的氛圍已有所改善。 

<利率> 貿易戰升級的可能性提升，公債避險買盤延續 

昨(14)日美國公債市場隨美股反彈而波動度下滑，10年期公債利率小幅上升0.9基點至2.41%，2-10年利差則維持在21.4基

點，德日10年期公債則分別維持在-0.07%、-0.05%，公債市場的交易氛圍繼續對經濟前景看法保守，美國隔夜指數交換利

率繼續反應12月降息27基點的預期，並且於2020年上半年再降息一碼。聯準會紐約分行行長Williams及坎薩斯分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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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股受貿易戰影響波動加劇，短線呈高檔震盪格局 

美股週二(5/14)反彈收高，收復週一(5/13)大部份失地，標普500指數上漲0.8%收2834點，川普表示他會與中國達成貿易

協議，安撫市場緊張情緒，科技、能源、工業類股跌深反彈幅度最大，但從5/5貿易戰升級以來，標普500指數仍跌逾

4%，與全球景氣連動深的科技、工業、非核心消費等類股跌幅超越大盤。在美中貿易爭端消息方面，中國進行報復，自

6/1起對美國進口600億美元產品加徵關稅，美國已對額外325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提出25%關稅清單，預計6/17舉行公

聽會，此外，G20會議將於6/28-6/29舉行，川習是否會面也是重要觀察點。中美貿易戰如何發展，可能還需一些時間才

能確定，而下一個具體結果不是非常好就是非常壞，同時還需加入經濟及政治的變數，將令美股波動加劇，所幸企業繼續

買回庫藏股，及市場提高對於聯準會降息的預期，將支撐指數高檔區間震盪，根據目前的發展，川普威脅恫嚇的成份居

多，此次避險資產黃金、日圓、美債表現相對淡定，在週報(5/10)提及的基礎情境下，本行將視此事件為美股拉回波段操

作的買進機會。 

<非核>次產業動能好壞參半，汽車族群再度面臨壓力  

昨日(5/14)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除公用事業外皆反彈，科技本波跌幅較大因而反彈顯著(+1.5%)。市場

焦點再度回歸到中美貿易紛爭，成長型產業相關族群如半導體與汽車，近五日皆下跌超過5%，尤其汽車族群今年以來仍在

低檔震盪，目前距離2018年底前波低點僅有6%，顯示產業基本面的疲弱加上政策風險持續帶來壓力，也拖累非核心消費

指數近五日跌幅(-2.7%)大於其他產業。以產業基本面來看，市場依舊期待下半年汽車銷售將逐漸轉佳，除景氣回升外，政

投 資 策 略  

George表示，美中新關稅措施可能會影響美國通膨及成長前景，但目前聯準會沒有必要為此作出任何反應，「在一個成長

速度高於潛在趨勢的經濟體中，就業人數增加和失業率的下降讓我看不到降息的理由。」，目前聯準會對貨幣政策展望保

持「耐心」，鴿派的貨幣政策繼續支持短率維持在低點。展望後續，美國貿易代表(USTR)辦公室公告針對3000億美元中國

商品加徵25%關稅徵求意見並舉行公開聽證會，同時USTR在附件中公佈了一份涵蓋3805種產品、包括手機、筆記本電腦

在内的徵稅清單。短線貿易戰升級的可能性仍存，公債避險需求將繼續壓抑利率維持在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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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面的干擾，如2018年歐洲的法規衝擊已過、2019年中國推行更嚴格的排放標準(國六)，皆有機會帶來一波題材，只要貿

易戰不要擴大，汽車業最壞的時期已過，但即使如此非核心消費指數先前早已反映，本行雖認為下半年旺季仍存，修正後

尚有足夠的反彈動能，但要再大幅創高的幅度有限，現階段中性看待非核心消費。 

< 信用>德化工大廠遇訴訟逆風，土耳其內憂外患擾動持續 

德國化工大廠拜耳(Bayer)除草劑致癌訴訟案，遭美加州陪審團宣判需賠償及懲罰性罰金共20.55億美元，由於此次判決金額

甚鉅，加上美國當地對拜耳除草劑訴訟案仍有13,400件，拜耳為解決該問題所產生訴訟糾紛已決定再次上訴。拜耳2018年

財務槓桿約3.9倍偏高，觀察(1)前日已準備將防曬品牌Coppertone以5.5億美元出售，並計畫出售旗下Animal Health、

Currenta及Dr.Scholls業務，以強化資產負債表並減輕訴訟風險所帶來自由現金流量壓力。(2)總債務約420億歐元，然而帳

上仍有40億歐元現金，檢視税前息前淨利成長動能仍屬穩健，且保守估計今年EBITDA約100億歐元，短期償債能力無虞。

(3)拜耳信評落在BBB+且5年CDS(信用違約交換)約100點，相較其他相同或較低信評化學公司來的高。近一週拜耳債券利差

走升逾10個基點以上，預期訴訟逆風因子反映於債券價格內，儘管短線訴訟問題仍存，但考量拜耳進行資產重組且持續去

槓桿化，將有助於降低債券價格波動。 

土耳其央行上週暫停公債回購拍賣來提高資金成本，以減緩資金外流造成匯率走貶壓力，也將損害當地銀行以美元計價的

不良貸款及債務重組借款。考量(1)物價持續居高不下，(2)土耳其將於6月23日再次舉行大選，(3)土國購買俄羅斯導彈防禦

系統問題，將造成與美國之間關係再次惡化。考量土耳其面對經濟與政治等內憂外患問題恐加深匯率波動，當地債價格擾

動恐存。 

<匯市>義大利預算問題再升波折，英國脫歐糾葛難解，歐系貨幣延續偏弱格局 

美國總統川普顯現出的態度稍有緩和，他表示在6月的G20峰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可望「富有成果」，金融市場

風險情緒略有回溫，惟去(2018)年爭議不斷的義大利預算問題再生波折，義大利副總理表示，若有必要，將以超過歐盟的預

算規定來刺激就業，歐元兌美元昨(14)日走貶0.16%。英鎊方面，英國政府還在與在野的工黨協商，嘗試突破脫歐僵局，但

英國首相May已打算在6月初針對脫歐協議執行辦法向國會提案。由於今(2019)年3月May的脫歐協議屢在國會被否決的經

驗，市場對後續進程無法給予太樂觀的看法，英鎊昨日走貶0.4%至1.2905，維持在今年以來的偏低價位附近震盪。整體而

言，歐系貨幣還難看到太多升值動能，美元上半年強勢的看法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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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5/14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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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