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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美11月ADP就業人數不及預期但不足以撼動下周利率決策維持不動的結果  

ADP Research Institute公佈11月新增就業僅6.7萬人，低於市場預估，且10月新增就業人數小幅下修至 12.1 萬人。細究

11月就業報告數據，商品製造業減少1.8萬雇員下滑幅度最大，但服務提供商的就業表現佳，教育醫療等行業新增3.9萬就

業人數。以公司規模區分，大中型企業新增僱員優於小型企業。貿易紛爭等不確定性凸顯企業投資減少下招聘速度放緩的

趨勢，或預告6日公布的非農新增就業人數有下調可能，不過預計失業率仍將維持歷史低點附近。進入2020年，本行認為

美景氣將進入成長高原期，儘管增長幅度緩和，但內需動能相對穩健，預期美國2020年經濟成長率有機會維持在2%水

準。下周美聯準會將召開利率決策會議，從景氣趨勢搭配多數官員對貨幣政策的看法轉向「適宜、合理」水準，預計下周

美聯準會將如市場預期對利率政策按兵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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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提防科技股業績不如預期風險，亞股短期整理格局不變 

昨(12/4)日亞股因川普對美中談判進展發表的悲觀言論而下跌，不過即便近日消息忽多忽空，原先指數高檔整理格局並沒

有因此而改變。週二美方對第一階段協議進度，及12/15日要不要對1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發表談話，其中本行認為最

重要的訊息在於，商務部部長羅斯表示，美國零售商已備貨，提高關稅不會對聖誕節銷售旺季造成影響。本行先前提到，

亞洲科技股第二季末到第三季財報表現優於預期，主因兩大終端客戶Apple及華為同步為新機與逐季提到的關稅備貨，年

末美國銷售旺季後終端客戶調節訂單是科技股短期風險，而羅斯的言論間接驗證我們的擔憂。若美方於12/15日對Apple

手持裝置與筆電增加關稅，或許不會影響銷售旺季，甚至助長消費旺季，但對於明年第一季亞洲電子業而言恐淡季更淡。

今年亞股靠科技股與消費股唱獨角戲，一旦科技股業績不如預期，勢必提高獲利了結風險，而新亞指數短期也難脫今年以

來由政治事件主導的盤勢。 

<原物料> 受經濟成長放緩及原物料供給面增加，原物料指數仍具回檔壓力  

市場對美中貿易協議接近達成的樂觀預期，推升昨日(12/4)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全數上漲，其中預期OPEC+(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及其盟國)可能延長減產協議及美油庫存降幅大於預期，能源類股漲幅達1.26%，表現最佳，地產及原物料

類股漲幅最低。在原物料方面，4Q19因亞洲輕裂廠減少歲修，產量增加，多項基本塑化產品報價走勢疲弱，預期亞洲煉

化廠產能供給將逐季增加，1Q20通用化學仍承壓，特化較佳。鐵礦砂因預期中國基建趕工需求，價格跌多反彈至85~90

美元/噸區間，然因1Q20為傳統淡季及冬季環保限產，預期對鐵礦砂需求下降，價格仍將走弱；銅價受下游需求不如預期

及美中貿易協議不確定性壓抑，價格低於去年同期，然若貿易緊張情勢緩解，預期在1Q20農曆年後庫存回補，價格將有

反彈空間；綜合評估，4Q19原物料類股獲利將不如預期，近四週市場下修4Q19原物料指數盈餘預估，1Q20因經濟成長

放緩，企業將僅依需補庫，且原物料供給面增加，未來價格反彈力道將偏弱，1Q20原物料指數將呈現年盈餘負成長，加

上股價已提前反映對貿易戰緩解對景氣衝擊力道的減少，預期年底前股價仍有下修壓力。 

<信用>歐高收債為分散區域的衛星配置，央行降息限縮墨西哥當地債殖利率上方空間 

歐元區負利率環境推動機構投資人持續找尋優質收益，觀察(1)歐高收債中信評BB級殖利率半數高於3%，而信評B級僅半

數殖利率大於5%，此外，歐元區企業活動仍疲，然而低利率環境支持讓企業再融資償債壓力較小，預期明年歐洲企業債發

債量下滑，歐洲央行購債計劃(CSPP)仍提供相關債種需求。若和美高收債相比，匯率避險優勢後歐高收債殖利率仍低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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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債約40個基點，但歐高收債信評CCC級以下佔比僅5%低於美高收債11％，考量違約事件仍為明年企業債焦點，建議歐

高收債可作為分散區域的衛星配置。 

墨西哥製造業數據不如預期，加上央行季度報告下調今明兩年經濟成長預測並表示通膨已降至目標水準並略為上調通膨軌

跡。此外，墨西哥11月物價高於市場預期，造成市場原預估未來12個月高達175個基點的降息幅度收斂至125點。觀察(1)

投資人對墨西哥降息預期仍存但收斂，(2)美加墨協議簽署在即，加上智利、玻利維亞及及哥倫比亞等國家抗議活動推升外

部區域地緣政治擾動，(3)墨西哥政府努力實現財政目標並針對墨西哥國有石油公司(PEMEX)提供支持，預期短線逆風因子

對墨西哥當地債造成擾動，然而若當地物價持維持3%央行目標水準下方，預期央行降息空間仍有助於限縮當地公債殖利率

上方空間。 

<匯市>澳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市場對未來降息仍有預期，維持澳幣保守看法  

澳洲央行12月利率決議維持不變，符合市場預期，認為降息支撐了就業和收入增速，考慮到貨幣政策的滯後性，此次決定

按兵不動，但是強調必要時將放鬆政策以支持經濟持續增長。因預計經濟將逐步加速，澳幣兌美元在利率決策公布後短線

上漲逾20點。在國際貿易局勢不確定性以及澳洲經濟數據表現欠佳的背景下，上週四澳大利亞官方數據顯示第三季度私人

資本支出連續第三個季度下降，加上第三季GDP(國內生產毛額)季度表現不及預期，外界對澳洲央行將進一步降息的預期不

斷升溫。本行基於此對澳幣仍然是偏空，短線預期處於區間整理範圍，上方200日均線的技術面壓力在0.69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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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4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4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1/29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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