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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析
重點摘要 《歐洲通膨成因、形態與結構主要與能源價格有關》

新冠疫情爆發、烏俄戰爭乃至於到中東亂局，影響了全球能

源市場的供需秩序，再加上美歐對俄羅斯金融制裁、G7國家

承諾逐步淘汰俄羅斯石油、以及美國參議院通過OPEC法案，

再度增加全球油價上漲壓力。由IMF統計成熟國家驅動通膨因

子變化可看出，歐洲的通膨壓力主要來自能源價格，去年初

布蘭特石油開始飆漲時，歐洲PPI馬上跳升，隨時間推移，廠

商為反映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不過歐洲整體CPI上升幅

度不若PPI劇烈陡峭，而核心CPI上升的幅度又較CPI溫和，目

前歐洲通膨主要反映能源價格上漲，尚未看到歐洲通膨變形

廣泛傳導到其它層面，或由薪資推升的螺旋式通膨上升形態，

歐洲央行較聯準會有時間餘裕考慮升息路徑。

《歐洲央行將付諸行動壓抑通膨，增加歐洲股債的脆弱性》

近期歐洲央行官員言論繼續朝鷹派方向發展，再加上歐元區4

月服務業PMI創8個月新高，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將在６月的利

率會議上給出更明確的升息前瞻指引，部份鷹派官員表示不

該等見到薪資明顯成長再來升息，因此不排除７月開始加息

的可能性，研判歐洲打算在今年退出長達十年的負利率政策，

歐洲債券殖利率走揚趨勢不變。歐股在烏俄戰爭開打後最大

跌幅達9%，後來隨戰爭負面消息鈍化，歐股短線雖有反彈，

但仍不過前高，屬弱勢反彈，代表即便烏俄戰爭消息鈍化，

副作用仍將持續干擾歐洲市場，歐盟之後將持續面臨難民收

容、電價、食品高漲等問題，研判歐洲央行下半年若啟動升

息將增加歐洲股債的脆弱性。

《鷹派言論並未提振歐元，經濟前景疑慮引領歐元破底》

歐元區資產近期面臨股匯債三殺局勢，觀察高盛歐元區金融

策略觀點
歐洲通膨升溫股債匯弱勢延續

歐洲通膨升溫股債匯弱勢延續

資料來源：IMF，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匯整，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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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指數上揚，顯示市場風險持續加大，美國聯準會加速緊

縮以及能源供給疑慮刺激通膨上行，帶動德債利率大幅上升，

部分南歐國家消費者物價指數逼近雙位數，通膨壓力的分歧

造成歐洲央行單一貨幣政策必須因應各國面臨通膨的差異，

然而央行總裁拉加德表示貨幣緊縮政策無法解決能源供給端

所帶來的通膨壓力，但德國央行行長Nagel卻認為7月應該升

息因應通膨上行的壓力，各國貨幣政策因通膨壓力而產生分

歧，加上經濟下行風險大增，歐元兌美元順勢破底創5年新低。

展望後續，英國央行隨國際貨幣基金下調經濟成長的趨勢將

2023年經濟下調至-0.25%，預期全年衰退的論述主要環繞在

烏俄戰爭對歐洲的擴散效應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飆漲的問

題，而對歐元區而言亦將面臨相同的壓力，因此歐元下行風

險因基本面轉趨惡化而延續，加上聯準會鷹派退場支持美元

利差優勢，帶動資金繼續回流美國尋求孳息來抵禦波動，歐

元兌美元短線或將有跌深技術性反彈，但中期底部轉折仍須

基本面支持，歐元偏弱格局暫難改變。

金融環境轉趨惡化促使歐元波動加大

資料來源：Bloomberg，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匯整，20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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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震盪下，投資宜謹慎布局》
全球股債市近期再度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除反映國際貨幣
基金(IMF)大幅下調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估外，景氣增長亦面
臨俄烏戰爭延宕、中國防疫封控措施以及央行加速緊縮等多
重夾擊下推升市場對衰退風險加劇的擔憂。在當前市場震盪
環境下，建議在投資策略因應上可結合避險與對沖通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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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此外，新興市場
在美元強勢及全球金融條件趨緊下，仍有貨幣貶值壓力，預
期受惠原物料出口貿易條件改善利益的拉美及部分東南亞有
較佳表現機會。

重點資產推薦



左圖：美國通膨再創40

年新高，債市波動加
大，美信用債利差來到
五年均值之上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聯準會可能加速
收緊貨幣政策的不確定
性、美元指數創20年新
高，均為新興債市帶來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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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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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市場風險趨避疊加
Fed加速退場帶動美元
多頭局勢

資料來源：左，AAII，2022/5/4，右，Bloomberg，2022/5/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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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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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2.6 -0.9% -10.4% -11.8% -11.8% -6.5% -9.4% -13.4%

美國 3935.2 -1.6% -10.4% -10.2% -7.2% -6.9% -9.4% -11.8%

歐洲 3562.4 1.5% -5.8% -4.6% 1.2% -3.0% -2.5% -2.5%

泛太平洋 160.0 0.0% -8.4% -16.0% -23.7% -4.3% -8.4% -16.7%

新興市場股 1011.2 0.4% -9.5% -18.6% -26.7% -4.8% -9.1% -18.0%

拉丁美洲 2195.5 1.7% -15.2% -7.7% -17.6% -7.2% -11.0% -6.7%

新興歐洲 81.8 -0.5% -14.0% -74.5% -77.1% -7.7% -31.3% -72.1%

新興亞洲 539.5 0.4% -9.0% -18.3% -28.0% -4.5% -8.9% -18.7%

中國A 3058.7 0.8% -5.2% -11.8% -15.3% 0.2% -5.1% -11.8%

印度 54088.4 -0.5% -7.3% -6.6% 3.4% -4.2% -5.0% -5.5%

東協 648.8 -0.5% -7.1% -12.1% -11.5% -4.8% -7.2% -7.8%

科技 420.5 -2.9% -11.2% -15.7% -11.9% -8.2% -12.6% -18.9%

非核心消費 311.1 -2.1% -17.2% -21.9% -23.6% -11.9% -16.2% -24.2%

核心消費 274.2 0.3% -4.5% -4.1% -1.8% -3.0% -2.2% -2.2%

工業 285.2 -0.2% -8.7% -12.2% -16.9% -5.5% -9.0% -14.9%

金融 127.3 -0.2% -9.6% -16.3% -12.7% -5.8% -9.9% -13.0%

地產 219.7 0.2% -12.9% -9.5% -13.9% -9.5% -10.5% -13.0%

原物料 326.0 0.9% -11.3% -7.7% -10.3% -5.9% -7.4% -7.0%

能源 228.0 1.8% -2.6% 9.6% 32.0% -0.2% 2.3% 22.5%

公用事業 158.3 1.1% -5.4% 2.5% 1.2% -2.3% -1.5% 0.5%

健護 324.2 -0.8% -10.1% -3.9% -4.5% -5.5% -6.4% -7.4%

通訊服務 79.7 -1.2% -13.1% -15.7% -26.3% -6.4% -12.2%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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