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Daily
每日財經觀點

策略觀點
升息預期的校正回歸

2022/5/5

 5月FOMC會議如市場預期宣
布升息2碼，鮑威爾表示未考
慮單次會議升息3碼後，市場
升息預期驟降

觀點評析

市場升息預期在一天內驟降

資料來源：CME，2022/5/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2/5/5

重點摘要 《5月FOMC會議結論》

5月FOMC會議如市場預期宣布升息2碼，上調聯邦基金利率

目標區間至0.75%-1.0%，為2000/5以來首度單次會議就升息

2碼。本次會議並宣布6/1將開始啟動資產負債表的縮減，目

前設定每個月縮減上限為475億美元 (300億公債和175億

MBS)，三個月後縮減上限提高至950億美元(600億公債和

350億MBS)。幾個觀察重點如下：

 會後記者會一開始主席鮑威爾便表示：美國通膨太高，聯

準會的職責是讓通膨不會變的根深蒂固，缺乏物價穩定性

將不利經濟，貨幣政策的緊縮過程不會令人愉快，但對經

濟長遠發展是有利的。

 對於後續升息的路徑展望，鮑威爾認為未來兩次會議都再

升息兩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表示並沒有積極考慮單次

會議就升息3碼的可能性，也並沒有給定最終利率水準。

 經濟展望的部分，鮑威爾堅定表明美國經濟強勁，沒有任

何跡象看到美國接近陷入經濟衰退，美國經濟可以承受貨

幣政策的緊縮並達成軟著陸。鮑威爾並針對就業市場提出

重要的觀察點：預期勞動參與率將持續回升，但職缺的創

造速度將因政策的收緊而放緩，失業率或將因此小幅回升，

但這是供需回復平衡的正常現象。

 美股大幅拉升，單日漲幅近3%，美債殖利率滑落，2年期

殖利率大幅下滑13.8個基點至2.652%，10年期殖利率小幅

下滑至2.944%，10年期和2年期的利差拉開到30個基點左

右，美元指數下滑0.95%至102.5。股債匯的行情主要反映

了市場先前對聯準會的過度定價，鮑威爾排除了單次會議

升息3次，降低了市場再持續拉高升息預期的可能性，期貨

隱含升息機率在一天內驟降。而縮表行程也已給定，並未

一次達到先前單月縮減950億美元的目標，而是階段性進行，

且將以持有債券自然到期的方式進行，而非主動出售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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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通膨展望: 進二退一趨勢
延續

 美國景氣展望: 趨緩趨勢下尋
求軟著陸之道

觀點評析

美國通膨展望: 進二退一趨勢延續

資料來源：亞特蘭大聯準會，2022/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2022/5/4

重點摘要 《美國通膨展望:進二退一趨勢延續》

美國3月CPI通膨雖達8.5%，不過4月開始基期明顯墊高，從

供給面因素來看，航運價格雖然偏高但已自高點回落25%，

原油價格維持在110美元/桶之下震盪，二手車價格有所滑落，

使得克里夫蘭聯準會的通膨即時預測數據出現近一年來的首

次下滑，美國通膨已見高點的假設成為市場共識。但與此同

時，服務類項目如醫療、房租、外食費用，上揚幅度雖不如

商品價格這麼大，但卻較具持續性。因此，若貨幣政策沒有

積極應對，2023年基期轉換後又有再上揚的風險，使通膨呈

現「進二退一」的趨勢，這也是鮑威爾在記者會上開宗明義

表明的立場。另從全球角度來看，強勢美元將降低美國的進

口成本，但相對地將增加非美國家的進口成本，使得全球今

年通膨高點將落後美國出現。

《美國景氣展望:趨緩趨勢下尋求軟著陸之道》

美國經濟「現狀」並不差，但「市場預期」衰退已經接近。

各大機構和IMF(國際貨幣基金)因烏俄局勢而持續下修全球景

氣預估，美國是下修幅度相對小的國家，雖第一季GDP季增

年率出現-1.4%的萎縮，但年增率仍有3.6%。且觀察GDP結

構，民間消費和固定資本投資都有相當強勁的成長，主要拖

累項目為存貨和出口，而存貨偏向一次性的因素，輔以強勁

的就業數據表現，聯準會仍定義景氣現狀為「過熱」而需要

以積極的貨幣政策來壓抑需求。惟緊縮力道拿捏並不容易，

雖鮑威爾對美國經濟的韌性表達了堅定的立場，但利率的快

速墊高對消費需求、財政支出空間、債務問題，都有負面的

影響，歷史上積極升息常帶來景氣硬著陸的後果，對於新興

市場尤其嚴重，這是市場對於未來景氣抱持悲觀看法的主要

理由。所幸美國家庭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健康，降低了債務

問題的衝擊，增加景氣軟著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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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政策展望:正處在集中火力
壓抑需求和通膨的階段，不過
市場的激進定價可望暫時緩和

 資產展望: 嚴控風險水位，強
化股債平衡配置

觀點評析

市場情緒極度偏空可望帶來短線反彈契機

資料來源：AAII，2022/4/2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2/5/5

重點摘要 《貨幣政策展望:正處在集中火力壓抑需求和通膨的階段，不
過市場的激進定價可望暫時緩和》

3月FOMC會議利率點陣圖預估今年升息7碼，但其後市場對

升息預期的定價仍不斷上升，也不斷有單次會議就要升息3碼

的聲音出現，在5月FOMC會議前市場已定價今年將升息12碼

至3.25%，甚至超過3月FOMC利率點陣圖所預估本次升息循

環的高點2.75%。聯準會正處在集中火力壓抑需求和通膨的階

段，使得聯準會一直未出面引導市場激進的預期。手段上也

是在升息循環的初段採行先加速的方式應對。不過在鮑威爾

排除了單次會議升息3碼的可能性之後，市場對升息預期的激

進定價可望暫時緩和，而到了下半年若通膨按照既定預期略

緩，需求也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為求景氣軟著陸，聯準

會鷹派態度將適度放緩，本行基準情境認為全年升息碼數應

在10碼以內。

《資產展望:嚴控風險水位，強化股債平衡配置》

股市方面，AAII(散戶投資人信心)來到金融海嘯以來最低，市

場情緒極度偏空，在升息預期得到適度緩和後，股市反彈可

期，惟在通膨實際看到緩解之前，聯準會仍不會輕易放棄鷹

派論調，利率整體墊高對需求和股市評價面的壓力仍在，股

市恐難就此V轉為多頭趨勢，研判大盤區間震盪，個股強弱分

歧將延續。殖利率方面，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來到接近3%，

預期將維持偏高水位，不過預期再上揚空間漸減，衡量流動

性存量的聯準會隔夜反向附買回交易(ONRRP)仍處高水位，

後續資金將有重回債市的可能性，預期殖利率下半年略有回

落。建議投資人嚴控風險水位，強化股債平衡配置。

-40

-20

0

20

4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AAII散戶投資人信心-看多減看空



Market Daily
每日財經觀點

策略觀點

 美國銀行整體息收成長

 銀行業基本面良好，投資價值
浮現

觀點評析

預期美銀行股未來數季淨息收維持成長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4/28，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2022/5/4

重點摘要 《市場資金回歸金融股基本面》

美國聯準會如預期升息2碼，FED對後續的升息步調以及縮表

時程說得更明確了，市場的擔心及疑慮也獲得和緩，市場資

金將回歸金融股基本面，有利美國金融股股價回到合理價位。

升息循環下，銀行業務中的息收收益會持續增加，如同美國

四大銀行股(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富國銀行) 上修

2022全年息收收入預估並同步釋出壞帳準備金，表達出對往

後兩個季度營運樂觀的訊號。回顧歷史升息期間，銀行淨息

收成長都有較好的表現。

SP 500金融類指數近一個月下跌8.84%，今年以來下跌6.65%，

主要歸因於市場對FED利率與通膨的不確定因素，產業基本面

仍健康，今(2022)年出現較多的不確定因素，股債價格都受

到較大的修正，但目前看來疑慮尚未完全讓市場放心，因此

投資的方向也需要順勢轉向價值投資，升息的利多題材市場

已經很清楚了，目前也無法再大幅推升金融類股股價，但是

成長的基本面是可以帶來價格上的保護，金融產業中的銀行

股符合上述的條件．但另一方面，強調多元化的線上支付金

融業，近期受到市場線上消費需求降溫影響，營運基本面已

經放緩且公司展望也不佳，產業營運成長性低於銀行業．資

產配置時應減少這類資產比重。

《中期仍須留意緊縮政策下的市場擾動》
短線風險趨避情緒在美國FOMC會議政策落地後可望有所緩
和，美元亦將陷入高檔整理。惟中期而言主要央行貨幣政策仍
將如預期往加速緊縮的態勢前進，故建議在投資策略因應上還
是要留意增加避險與對沖通膨部位。在利率上升時期，防禦性
產業的健護、公用事業擁有較佳的抗震特性。而能源及原物料
等產業則是對沖通膨的主要受惠產業。

重點資產推薦



左圖：聯準會主席談話
降低市場對今年激進升
息預期，惟6月緊接著縮
減資產負債表，美信用
債利差在五年均值上下
震盪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投資人對縮表疑
慮猶存，且美元指數仍
處於五年高點，新興債
市利差仍擴大

資料來源：左，BofA ICE Indices，右，BofA ICE Indices ，虛線為對應指數之五年均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2/5/4

左圖：美股散戶投資人
情緒再度來到新低，市
場情緒相當悲觀

CFTC美元期貨投機部位淨多/空單美國AAII散戶投資人情緒指數-多減空

右圖：美元期貨部位維
持高度淨多單局面，
Fed加速退場帶動美元
多頭局勢

資料來源：左，AAII，2022/4/27，右，Bloomberg，2022/4/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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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4 累計報酬率 昨日收盤價與各均線距離

收盤價 報酬率 近20日 近60日 近240日 月線距離 季線距離 年線距離

成熟市場股 2864.4 1.9% -5.0% -7.2% -3.6% -1.5% -3.1% -6.7%

美國 4300.2 3.0% -4.4% -4.5% 2.6% -0.6% -1.8% -3.7%

歐洲 3651.9 -1.1% -2.2% -3.4% 5.2% -2.1% -0.5% 0.0%

泛太平洋 167.4 -0.3% -4.9% -12.7% -20.3% -1.7% -5.4% -13.3%

新興市場股 1063.8 -0.5% -5.5% -15.0% -23.1% -2.0% -5.8% -14.2%

拉丁美洲 2313.3 1.6% -12.4% -2.3% -12.8% -6.5% -6.8% -2.1%

新興歐洲 85.8 -0.3% -8.6% -74.6% -75.4% -6.7% -38.5% -71.3%

新興亞洲 568.3 -0.7% -4.9% -14.6% -24.5% -1.4% -5.5% -14.9%

中國A 3047.1 0.0% -5.9% -12.6% -15.0% -1.7% -6.5% -12.5%

印度 55669.0 -2.3% -5.7% -5.5% 6.6% -3.2% -2.7% -2.6%

東協 686.4 0.2% -3.1% -6.6% -6.3% -0.8% -2.7% -2.7%

科技 473.1 3.0% -4.8% -9.0% 2.0% 0.7% -2.9% -8.9%

非核心消費 353.5 1.8% -7.5% -13.4% -12.1% -3.7% -6.5% -14.2%

核心消費 281.6 0.8% -2.0% -1.1% 1.3% -1.5% 0.2% 0.4%

工業 302.8 1.4% -3.5% -8.5% -12.4% -1.6% -4.3% -10.0%

金融 135.8 1.6% -4.6% -13.7% -8.6% -2.0% -5.4% -7.5%

地產 239.5 0.6% -6.2% -3.1% -3.5% -4.2% -3.0% -5.3%

原物料 348.4 1.4% -3.7% -2.1% -5.1% -2.1% -1.6% -0.8%

能源 236.3 2.9% 4.1% 12.8% 37.8% 3.2% 6.9% 27.8%

公用事業 160.5 1.4% -5.0% 2.8% 3.3% -2.5% 0.1% 1.9%

健護 341.3 1.2% -7.2% -1.2% 4.4% -3.0% -1.7% -2.6%

通訊服務 86.5 3.0% -8.4% -11.9% -18.3% -1.8% -6.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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