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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美12月ISM製造業指數暫時回落但不改經濟穩健前景，維持美10年債殖利率1Q20挑戰1.95%預估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先前公布12月ISM製造業指數意外由前月的48.1下跌至47.2，低市場預期。細項來看，新訂單和生

產指數拖累是主因，不排除是暫時性因素所致，包括波音公司暫停發貨737 Max飛機訂單及較長節日假期導致產量下滑。

儘管ISM指數不如市場預期，但12月美Markit採購經理人指數仍站穩景氣榮枯分水嶺之上並接近7個月高點，納入中小型

股為調查樣本的Markit數據凸顯美國內需市場強勁的表現，搭配近期美消費旺季業績屢傳佳音，加上就業市場穩健，密西

根大學消費信心創7個月新高，美經濟進入高原期預計1Q20仍維持穩健成長。美公債殖利率離八月低點也已大幅反彈，近

期因地緣政治風險恐推升避險情緒，中期因Fed(聯準會)對市場釋出流動性而殖利率上行的動能近2%將面臨壓力，研判美

十年公債殖利率將進入橫盤震盪格局，維持1Q20挑戰1.95%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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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短線技術性修正有利美股多頭健康走勢，小型股有追漲機會 

美股開低走高，美伊衝突並沒有全面衝擊多方信心，標普500指數上漲0.35%收3246點，谷哥、網飛、臉書、蘋果等通

訊、科技類股領漲，國防概念股雷神、洛克希德馬丁開盤隨即衝高3-4%，但在伊拉克國會通過美撤軍案、美國國會預計投

票限制川普戰爭權力等消息釋出後回跌、終場收黑。短線市場仍會圍繞伊朗對美國空襲獵殺反應的不確定性，若衝突升級

恐會影響全球經濟前景。5G為科技類股帶來新一輪周期成長爆發，美國小型科技股相對大型科技股本益比已跌至2001/1

最低水準，具有追漲機會。接下來三周即進入財報季高峰，預估4Q19獲利成長將從谷底回升，1Q20因基期關係轉為正成

長，整體獲利展望持平，在基本面沒有打敗市場預期前提下，標普500評價偏貴，目前標普500指數本益比為19倍，向

2018/1的五年新高20倍靠攏，短線技術性修正有利美股多頭健康走勢。 

<能源及黃金 >OPEC地緣風險升高，能源類股中性偏多看待，黃金維持正向看法 

對中東局勢緊張情緒降溫，美股反彈，然歐股仍疲弱，昨日(1/6)全球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指數漲多於跌，其中因

近期油價反彈帶動能源指數漲幅最高，擔憂景氣受影響，需求放緩，原物料指數跌幅最重。因美空襲伊拉克，造成兩伊高

級將領死亡，伊朗揚言報復，及利比亞內戰再起，地緣風險升級。然因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具閒置產能、非OPEC有

新產能開出、中德法籲克制、歐盟介入調解、美民主黨反對及高油價並不符合美國利益，布油反彈迄今，價格已隱含伊拉

克供給受損狀況，然實際並未有產能減損，對布油價格為中性看待，除非未來攻擊事態擴及沙烏地阿拉伯或封鎖霍爾木茲

海峽，油價才有再漲升空間。未來下行風險為油國增產或美伊重談核協議。美國能源類股可望受惠油價上漲及可能的訂單

移轉，仍有短多行情，然美歐中於中東皆有能源投資，若受攻擊致產能受損或成本上升，整體能源指數表現將受影響。黃

金因避險需求升高，短期漲幅較高，未來震盪加大，然受全球利率維持低檔；貨幣供給增加，外匯儲備多元化，新興央行

仍續增黃金儲備；全球政經地緣風險擴大、債務創新高，將增加全球主權債務風險，仍有避險需求，黃金可對沖資產風

險，逢回仍可留意。 

<信用>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將對中東債市帶來較直接的衝擊；油價上漲雖支撐美能源高收債利差收斂，仍需留意基本面疲弱

風險 

中東地緣政治風險又起，風險趨避情緒升溫帶動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利差連2日擴大，其中又以歐非中東債擴大15個

基點較為弱勢。地緣政治風險對信用債市影響取決於時間延續長度、雙方衝突擴大範圍及對基礎建設破壞程度，這些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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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高度不確定性，若引發油氣產能受損或長久性傷害，將迅速反應在中東原油生產國出口及財政收入上，且因部分中國

國家會將原油相關收入轉換至其他部門，影響時間拉長將使經濟及金融環境全面性惡化，貿易及部分非金融產業也將受到

波及，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杜拜便可能因遊客減少及物流位置重要性而受影響。中東國家中，伊拉克及黎巴嫩這類體質

較差的國家受波及程度恐較大，預期卡達、阿聯或阿曼抗震能力較佳。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信用違約交換(CDS)與公債利差

亦同步彈升，且幅度高於去年9月原油設備遭轟炸時，然以本行現階段設定的基本情境來看，美伊應不致於爆發大規模軍事

衝突，除非對原油產出造成實質傷害或時間再拉長，否則利差的擴大反而是進場像沙國這類體質相對較佳債市的時間點。 

自去年12月以來，西德州原油漲逾10%，帶動過去一年表現落後的美國能源債出現補漲行情，今年短短3個交易日能源高收

債指數便收斂25個基點。美國危難債券族群中很大部分集中在能源產業，若油價漲勢能延續，確實將降低一些美國鑽油井

業者破產壓力，部分高負債原油生產商也可望藉此鎖定避險成本，對現金流將帶來小幅度的提振效果，然而低評級能源債

違約風險仍高，能源高收債目前價格應已反應油價漲幅，另一方面，若美國能源生產商以增產因應，天然氣產量恐連帶上

升，對目前偏低的天然氣價格將進一步產生壓力，雖然油價走揚，然隨著天然氣價格逼近三年低點，Chesapeake En-

ergy、奧特羅資源或奧創石油這些能源商所發行的高收債大多仍列於危難債券中，像西南能源這類專注於天然氣的生產商

所受的衝擊也較大，此時追逐信評等級較差的美國能源高收益債風險仍大。 

<匯市>中東局勢發展引發市場擔憂，非美貨幣上半年有輪動回升契機，惟從全年角度來看美元仍為核心 

美中貿易戰火放緩，彭博資訊報導中國副總理劉鶴將於1/13赴美簽署貿易協議，惟國際政治局勢仍有動盪，上週美國派無

人機至伊拉克巴格達機場附近，伊朗最高領袖的專屬部隊將軍蘇雷曼尼被擊殺，而美國總統川普持續警告伊朗，若有報復

行為，美國隨時會對52個伊朗目標進行攻擊。在此行動之後，伊朗宣稱將自行停止核協議的禁令，引發各國的擔憂。在地

緣政治動盪的影響下，股市一度出現修正，避險資產黃金和日圓走揚，不過昨(6)日金融市場已經穩定，美股回升。 

在經濟數據方面，全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從上月的50.3降至50.1，不過服務業PMI從51.6上揚至52.1，綜合PMI

從51.4上揚至8個月以來新高的51.7，整體而言仍維持全球景氣已見底復甦的基調。不過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公布的製

造業卻從48.1下滑至47.2，低於市場預期，這樣的數據也壓抑了美元的走勢，美元指數維持在96.5上下震盪。本行維持先前

的看法，即聯準會今年上半年向市場注入美元流動性，全球景氣溫和復甦，將壓抑美元的強勢動能，非美貨幣在上半年有

輪動回升的契機，但就全年的角度來看，美元仍然是相對具有利率和基本面優勢的貨幣，且也同時具有避險的優勢，中東

局勢的不穩定將對美元提供支撐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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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6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債券指數截至1/6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3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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