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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歐元區信心指標陸續反轉將引領實體經濟逐漸改善 

德11月工業訂單增速意外較前月月減1.3%，年衰退-6.5%，主要來自大宗訂單急遽下降，但若排除一次性因素，德11月月

訂單逆轉成長1%。儘管實體數據回暖還待一段時間，但歐元區近期公佈信心指標陸續改善，德Ifo 12月商業景氣指數創6

個月新高，昨日歐盟委員會公佈12月歐元區經濟信心指數竄升至101.5，優於前值與市場預期。展望2020年，隨英國脫歐

事件趨明朗，新一輪脫歐期限獲展延，搭配觀察本行建置的『中國信託歐洲景氣儀表板』顯示，對歐元區實體經濟具領先

意味的指標如價格、信心面分項均已領先陸續反轉，代表歐元區實質景氣展望雖不若美國強健，但前景已轉為審慎樂觀。

然由於歐洲央行每月200億歐元購債計畫仍未達德債發行總量33%購買限制，不排除歐央未來仍有進一步購買德債可能進

而壓抑德債殖利率走勢，本行預估德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目標價1Q20、2Q20分別為-0.7%、-0.3%。 

今 日 S p o t l i g h t  

 澳洲PMI數據低於50，顯示基本面依然疲弱 

重 點 提 示  

總經&利率 

 歐元區信心指標陸續反轉將引領實體經濟逐漸改善 

投資策略 

 歐股指數在震盪中出現類股輪動，留意評價面較具

優勢的價值股表現機會  

 半導體、軟體服務領航，正向看待1Q20科技產業 

 美國百勝餐飲併購案有助於加速獲利成長，若能控

制財務槓桿有助於債券利差收斂；馬來西亞國家石

油公司若發債預計將獲投資人青睞 

 美伊情勢升級，且澳洲基本面薄弱而仍有降息預

期，將持續壓低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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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歐股指數在震盪中出現類股輪動，留意評價面較具優勢的價值股表現機會  

昨夜歐股指數先跌後漲，開盤反映伊朗導彈攻擊美軍基地的地緣風險升溫，隨後在伊朗表示該攻擊「結束」了對美國先前

行動的報復，加上川普發表較為和緩的談話，市場疑慮出現回落而帶動整體指數收小漲0.15%。 

本週地緣政治風險令原本在高檔盤整的歐股出現較大波動。隨著美伊戰爭出現一觸即發可能，能源類股表現一枝獨秀，其

餘類股則是遭逢賣壓。然隨緊張局勢出現緩和跡象，能源類股便轉趨回落，其餘類股則再度走升。若相關地緣消息依舊持

續，預期歐股將反覆出現上述現象而令指數短線持續震盪。 

雖然近期歐股指數偏向高檔盤整，但類股則是以價值型類股表現優於成長型類股。觀察引領2019年歐股上漲的動力來源一

直是成長型類股，價值型類股在景氣指標持續疲弱的環境下表現相對疲弱。然在現階段景氣循環似乎有落底跡象的背景

下，價值型類股除了比已經漲多的成長型類股擁有本益比低的優勢之外，隨著景氣若真能持續好轉，價值型類股亦是最直

接受惠而可能有所表現的一群，包含銀行、能源、原物料等產業。儘管指數震盪，研判類股風格輪動可能會是近期歐股需

留意的變化。 

<科技>半導體、軟體服務領航，正向看待1Q20科技產業 

1/8(三)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上漲族群由科技領軍帶頭上攻，而能源則是跌幅最重的產

業，因美伊間的武力衝突暫緩，市場擔憂趨緩下使油價回跌。昨日雖再傳出波音737客機失事消息造成股價下挫，但在運

輸類股走高下，縮小了整體工業指數的跌幅。 

昨日科技產業在軟體服務類的微軟與硬體設備類的蘋果領軍下持續墊高指數表現，技術線型上維持多頭排列格局。近期微

軟持續受到外資券商的青睞，如摩根士丹利上調微軟目標價，因其看好該公司利潤空間會加大，並可維持在雙位數的成長

軌道上，企業獲利之所以被看好，其中之一就是來自雲端業務的商機，美銀預估此業務將會是公司成長中佔比40%以上的

驅動力。 

市場對上游半導體出貨預估、設備支出於2020有望好轉的基調不變下，疊加軟體服務族群掌握起飛中的雲端運算市場，在

產業能見度居前的視野下，本行正向看待1Q20科技產業。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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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美國百勝餐飲併購案有助於加速獲利成長，若能控制財務槓桿有助於債券利差收斂；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若發債

預計將獲投資人青睞 

美國百勝餐飲(Yum! Brands)宣布以3.75億美元現金及可動用循環貸款來併購速食餐飲連鎖店Habit，除了補足旗下所沒有

的漢堡連鎖餐飲線外，也希望能利用其遞送及數位發展的能力。百勝餐飲向來專注以內生成長來支持股票買回及股利發

放，新任執行長策略的改變可能帶動未來更多併購交易，目標可能集中在科技相關層面，2018年便收購線上訂餐平台

QuikOrder，預計單一規模不會太大，除非資本配置優先順序有所調整，否則應不會造成公司槓桿大幅上揚，此次與Habit

的交易亦僅使財務槓桿自4.9倍小幅拉升至5倍左右，不會對信用層面產生太大衝擊，而Habit的加入也有助加速該獲利成

長。近期美國餐飲業整合趨勢密集，如去年9月多品牌餐飲集團Inspire Brands/Jimmy John's併購案以及11月牛排餐廳

Landry's/Del Frisco's之交易，預期以併購來鞏固品牌的策略可能持續，若能在控制負債的情況下增進獲利，對該產業將帶

來正向幫助。 

馬來西亞國家石油(Petroliam Nasional Bhd；Petronas)傳出考慮在國際市場發債消息，雖然之後公司表示現金部位充裕、

並無立即發債需要，但也提到正在評估低利率環境下的融資選項，若此，這將是Petronas公司2015年以來首度發債。

Petronas目前獲穆迪信評A2評等，較馬來西亞主權信評高出一級，2019年原油價格穩定，於馬來西亞邊佳蘭(Pengerang)

的煉油及石化開發計劃可望對2019年的金流帶來貢獻，預估2019年自由現金流將於2018年相當，淨現金部位亦達1050億

馬幣，由於Petronas目前增加的資本支出主要以下游部門開發為主，幾個重要計畫即將於今年開始營運，未來將尋找更多

海外上游能源資產，以分散目前原油儲備集中於國內的風險，雖然資本支出可能持續增加，但穩健的資產負債表預計仍將

使Petronas公司債受投資人青睞。 

<匯市>美伊情勢升級，且澳洲基本面薄弱而仍有降息預期，將持續壓低澳幣  

澳洲目前基本面並不強，消費者支出下滑、投資和消費信心仍屬疲弱、通膨和就業仍未達到央行的目標。今(2020)年澳洲央

行仍有降息至少1碼以支撐經濟增長，加上澳洲政府不願意使用財政刺激措施，讓更多刺激經濟的重擔落在央行身上。去年

12月底因市場清淡、流動性不佳，以及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澳幣兌美元上升至0.70位置，但CFTC期貨持倉部位顯示市

場仍對澳幣有大量的淨空單存在，美國和伊朗的衝突升級，更讓本周的風險偏好下降，市場避險情緒油然而生。本行仍認

為澳洲的森林大火加上澳洲央行可能在1Q20採取寬鬆政策，澳幣中長線仍然承壓，不過下行空間可能不若去年來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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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8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債券指數截至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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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