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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準會貨幣政策如預期，美國
公債波動度指數從高位回落

 升息對信用債市擾動仍存，短
存續期美國非投資級債為首選

 成熟投資級債長線投資人待通
膨增速放緩後再進行分批鎖利

觀點評析

成熟債市留意潮水退去後的利率波動變化

資料來源：ICE Data Indices，2022/5/4，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整理，2022/5/5

重點摘要 《成熟債留意潮水退去後的利率波動變化》

聯準會如預期升息2碼與公布縮表進程，美國公債波動度指數

(MOVE)從先前高位130回落至122。今年以來聯準會啟動升

息循環，推升MOVE指數升至2010年以來高點，檢視過往美

債利率波動升溫與美國信用債利差變化，兩者之間多呈同向

關係，即當利率波動升至相對高位後，倘若利率市場波動下

降將有利於債券利差朝收斂發展。考量聯準會升息態勢持續

明朗化，後續觀察：(1)美國公債利率市場波動是否因貨幣政

策能見度打開後開始出現降溫跡象，(2)當前物價持續推升美

國未來5年之5年期預期通膨率至2014年9月以來高位，留意

物價若因美國持續升息及縮表舉措而抑制通膨增速趨緩。(3)

檢視第1季美國大型企業獲利動能雖可能放緩至個位數，多數

企業將以漲價因應薪資成本上升問題，市場預估之後將逐季

回溫，而美國非投資級企業毛利年至今雖較先前高位下滑

0.75%但仍維持15%以上，美國當地中小企業財務槓桿仍呈持

續改善態勢，這也是債券利差升幅不如利率波動度與美公債

殖利率升幅潛在原因，研判若上述論點成真，成熟信用債市

場表現將有望止跌回穩。

利率風險年至今持續橫掃成熟信用債市，各債種表現多為負

報酬。考量聯準會升息對信用債市擾動仍存，存續期間僅4.4

年的美國非投資級債仍為短線降低利率風險之首選。因Fed將

於6月啟動縮表，考量後續物價、景氣動能變化與殖利率位階，

成熟投資級債長線投資人建議待通膨增速放緩後再進行分批

鎖利。

《偏緊的金融環境對新興債市不利，擇優佈局為上策》

以歷史經驗來看，聯準會進入升息循環通常對新興國家資產

有利，因象徵經濟復甦格局確定；然新興市場信用債市過去

一個月利差不斷擴大，今年流出新興債市資金規模已達190億

美投資級債利差對利率波動反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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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成長不確定性仍為新興債
市投資人主要疑慮之一，擇優
佈局仍是較佳策略

 新興企業債走勢穩健，金融及
大宗商品產業債各有利基

觀點評析

前次聯準會縮表期間新興債利差擴大

資料來源：ICE Data Indices，2022/5/4，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整理，2022/5/5

重點摘要 美元，為2016年以來最高，主要反映：(1)聯準會升息步伐加

快、縮表將於6月展開，美債及美元維持高檔格局可能對新興

市場帶來傷害；(2)烏俄戰爭造成的原物料短缺及供應鏈亂象

衝擊經濟，國際貨幣基金(IMF)下修全球經濟成長預估值，少

數疲弱國家則可能出現零成長或衰退，亦對新興債市不利。

部分新興國家雖在此次景氣週期中因提前升息而具相對較高

的實質利率，暫降低資金大規模外逃風險或發生如2018年新

興市場匯率危機這類風險，然各經濟體成長動能與市場表現

差異仍大，擇優佈局為現階段較適合的投資策略。

觀察2017年時聯準會同時升息與縮表期間，新興企業債利差

走勢雖與主權債相當，然較短的存續期間卻使得企業債總報

酬波動風險相較主權債低，而今年以來企業債指數利差僅擴

大不到20個基點優於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當中金融債利差

更逆勢收斂，便是受惠於殖利率上升對金融業的正貢獻及穩

健的基本面；另外，由於新興國家中有許多具備定價能力的

大型能源及原物料生產商，在大宗商品多頭行情延續下，這

類型財務條件良好的大宗商品產業債可望成為尋找走勢穩健

部位的投資人較適宜選擇，並建議避開違約風險較高的中國

地產及多角化企業。

《市場波動加劇，風險與機會並存，強化股債平衡配置》

多國央行陸續緊縮貨幣政策抗通膨及宏觀市場的不確定升高，

將使波動加劇，然已因過度定價而回檔修正，市場面臨風險

與機會並存。雖利率整體墊高對需求和股市評價面造成壓力，

然建議拉長時間分批佈局，預期因貨幣政策差異與基本面優

勢，仍以美元及美股為首選；美國公債殖利率雖維持偏高水

位，然預期再上揚空間漸減，建議可留意4.4年期的美國非投

資級債，新興市場則以新興企業債及人民幣債相對抗波動。

重點資產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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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市場對通膨及經
成長不確定性升溫，且
聯準會6月即將縮減資產
負債表，美信用債利差
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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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高點，新興債市
利差擴大趨勢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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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５

左圖：美股散戶投資人
情緒稍有反彈但仍處在
相當悲觀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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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4，右，Bloomberg，2022/4/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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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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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4.1 -2.8% -7.6% -8.4% -7.1% -3.9% -5.7% -9.3%

美國 4146.9 -3.6% -7.6% -6.2% -2.0% -3.8% -5.2% -7.1%

歐洲 3638.3 -0.4% -4.0% -3.3% 4.3% -2.2% -0.8% -0.4%

泛太平洋 167.1 -0.1% -5.1% -12.3% -20.5% -1.6% -5.3% -13.3%

新興市場股 1058.7 -0.5% -6.1% -14.7% -23.4% -2.2% -6.0% -14.6%

拉丁美洲 2255.6 -2.5% -14.2% -5.3% -15.4% -8.2% -9.0% -4.5%

新興歐洲 84.3 -1.8% -11.1% -74.1% -76.0% -7.8% -37.8% -71.7%

新興亞洲 567.1 -0.2% -5.3% -14.0% -24.5% -1.4% -5.4% -14.9%

中國A 3067.8 0.7% -5.7% -11.4% -14.6% -0.7% -5.7% -11.8%

印度 55702.2 0.1% -6.3% -4.2% 6.9% -2.8% -2.6% -2.6%

東協 683.0 -0.5% -3.6% -6.8% -6.2% -1.1% -3.0% -3.2%

科技 451.0 -4.7% -8.0% -10.6% -4.5% -3.6% -7.2% -13.1%

非核心消費 336.7 -4.8% -11.2% -15.6% -16.9% -7.7% -10.7% -18.2%

核心消費 278.0 -1.3% -3.7% -2.4% -0.6% -2.5% -1.0% -0.8%

工業 297.5 -1.7% -5.0% -8.9% -14.2% -3.0% -5.8% -11.5%

金融 132.7 -2.3% -7.5% -14.7% -10.9% -3.9% -7.3% -9.5%

地產 235.3 -1.7% -8.0% -3.7% -5.4% -5.4% -4.7% -7.0%

原物料 342.0 -1.9% -6.3% -3.2% -7.4% -3.5% -3.4% -2.6%

能源 234.6 -0.8% 0.8% 9.6% 36.0% 2.4% 5.9% 26.7%

公用事業 158.9 -1.0% -6.4% 2.2% 2.2% -3.1% -1.0% 0.8%

健護 336.1 -1.5% -9.2% -1.3% 2.1% -4.0% -3.1% -4.0%

通訊服務 83.4 -3.5% -11.1% -13.1% -22.1% -4.7% -9.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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