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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暨利率>歐洲領先指標進入反彈格局，預計實質經濟緊接跟進轉佳 

12月歐洲一連串低迷的經濟數據終於傳出令人振奮的消息，IFO企業信心連續3個月走強，且升幅創2018年新高。月初德

國公布最新工業生產較去年同期衰退-5.3%，創10年新低，且惡化程度超過預期，德國央行表示，2020年德國經濟將繼續

受到疲弱的製造業所拖累，因此下修2020年經濟成長至1%，然而近期不論是調查分析師及機構投資者的歐洲經濟研究中

心(ZEW)對6個月德國經濟的預期，或是昨(18)日針對企業調查的IFO商業景氣指數對於未來6個月的景氣均顯示大幅反轉的

態勢。IFO現況及預期指數均優於市場原先預期，企業對於經營環境逐漸改善的看法逐漸增加，指數連續3個月走揚，且12

月升幅亦創下2018年以來新高，優於預期的數據帶動德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升至-0.25%。整體而言，德國及全球製造業

疲弱以不是新聞，資產價格已完全充分反應疲弱的製造端，因此資產價格對於領先實際經濟的調查報告的連動性高，預計

在歐洲央行貨幣寬鬆政策延續的環境下將繼續提振市場信心，進入2020年，歐元區景氣仍面臨諸多挑戰，然而以出口為導

向的歐洲企業似乎受中美貿易爭端緩和而表現優於大盤，同時德債殖利率的反彈亦代表避險氛圍大幅退散，短線資產價格

將繼續由領先指標所帶動，惟實際經濟成長托底的時間恐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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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美中達成口頭協議及中國經濟數據撐腰，提高投資人持股跨年信心 

經過美中宣布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連續3個交易的急漲，昨日(12/18)亞股暫時熄火觀望美中後續的動態。不過今年以

來漲幅落後的價值型循環類股，如能源及金融，在昨日的溫吞盤勢中仍上漲1%及0.6%。消息方面，美中雖然口頭宣布達

成第一階段協議，但並非後續將一帆風順，而其中有幾個重點值得持續關注，1. 簽署正式文本時間又遞延到1月，在簽屬

之前都可能有新變數，2. 今年以來美方貿易代表及川普本人都對外表示，美中貿易協議會由川普與習近平本人簽署，但最

新消息突然傳出1月將改由部長級官員簽署，降低規格的真正原因不明，3. 美中雙方對第二階段協議何時進行有出入，表

示後續還有的拖。話雖如此，過去幾個交易日資本市場的反應卻相當正面，本行認為主因，美中雙方皆釋出關稅戰已經到

頂的風向球，而關稅本身是影響企業獲利及未來投資意願的關鍵變數，與資本市場連動最高。此外，中國公布的11月進口

年增率與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回到正成長或擴張，皆優於市場預期，因此陸股內資領先指標創業板指數已在過去3日

突破4月的高點。總的來說，美中談判雖然依然充滿不確定性，但中國經濟此時出現止穩訊號對投資人持股跨年信心提高

不少。若接下來中國如過往農曆年前進一步對市場挹注流動性，股市樂觀氛圍延續的機率非常高。 

<原物料>市場已提前反應樂觀預期，維持1Q20原物料指數負向展望，僅因評價面調升因素，預期指數回檔幅度將縮小 

受市場觀望美歐貿易戰是否升溫、英國硬脫歐風險、川普彈劾案及企業財報展望，昨日(12/18)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

產業跌多於漲，其中地產指數上漲0.66%，表現較為突出，然受聯邦快遞下調盈餘展望股價大跌，拖累工業指數跌幅最

重。在原物料方面，近期受美中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樂觀情緒，帶動指數及原物料價格反彈，然昨日也隨美歐貿易戰

是否升溫而下跌。由原物料次產業化學看來，2020~2022年全球乙烯新增產能約3,000萬噸以上，約佔每年需求5~6%，

美國因頁岩油成本優勢，出口競爭力較強，加上中國拉升自給率，壓縮歐、亞洲生產利潤。因美中貿易戰和緩，預期美化

學廠利潤再跌有限，然歐、亞廠仍承壓。因上游價跌，下游獲利以特化較佳。在採礦方面，因預期貿易戰和緩及廠商依需

補庫，礦價已提前上漲反應，全球製造業產量在11月初步複甦，主要需求以消費品較佳，中間品仍疲弱，製造業出口仍下

降，為隱憂。預期短期因各國央行寬鬆貨幣，市場整體評價面提升，資金恐轉炒作大宗商品，然因部分原物料供給增加，

若需求不如預期，原物料價格恐將回跌。仍維持對1Q20原物料指數負向展望，僅預期指數回檔幅度將縮小。 

<信用>美高收債價格分岐程度為2016年來最高下的2020年美高收投資策略；土國地緣擾動再起以財政體質穩健新興國家

較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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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過去美高收債指數殖利率向下收斂至5.3%，落在指數殖利率正負100個基點內的債券比重相對較高，然而統計年至今

美高收債指數殖利率正負100點範圍佔整體指數僅22%，意即目前美高收債價格分歧程度為2016年以來最高。此外，考量

當前BB級高收債利差接近歷史低位，而投資人對CCC級面臨較高違約風險仍保持謹慎態度，各信評中只有B級指數殖利率正

負100個基點範圍佔整體信評B級高收債指數僅28%，相較BB級與CCC級與長期平均水準差距較大，預期信評B級內債券有

較高機會找出漲勢較高者，然而美國景氣增速放緩且企業違約率緩升仍需避開低信評且發債量過高企業債，明(2020)年美高

收債指數選債重於選市且報酬來源以孳息為主，信用分化問題持續CCC級債券應保持低水位降低資本利損可能。 

由於美國擔憂歐盟成員國賽普勒斯朝俄羅斯靠攏，解除對賽普勒斯武器禁運，土耳其批評美國此舉恐將破壞地中海區域和

平。考量(1)土耳其央行本月再度降息200點，然而從土耳其實質利率僅存約1%來看，預期2020年土耳其降息動作將較俄羅

斯等其他新興國家謹慎且幅度有限，(2)美國國會將針對先前土耳其向俄國購買導彈進行制裁，地緣政治擾動再起讓當地債

市波動升溫，預期以其他財政體質穩健且貨幣政策具降息空間的新興國家走勢相對穩健。 

<匯市>澳洲央行會議紀要偏鴿，澳幣短線區間窄幅震盪格局不易改變 

澳洲央行12月會議紀要整體鴿派，委員會希望等到明(2020)年2月以評估澳洲經濟對2019年三次降息的反應。澳央並表示

已準備好在必要時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以刺激通膨並達到消費目標，再次敞開降息大門，因此2020年2月仍有可能降息。

但值得觀察的是，房市復甦可能是澳洲央行推遲進一步放寬政策的理由，另一方面，澳洲政府似乎更加關注償還債務而非

支出方面，並不打算使用財政政策去支持經濟，使澳洲央行仍將承擔刺激經濟的重任，這也讓澳幣在消化完中美貿易第一

階段協議後轉弱。技術面觀察，澳幣上方面臨200日均線反壓的強力阻力而不易突破，澳幣短期料更多時間是在窄幅震盪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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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18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18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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