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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殖利率偏高環境難以在短
期內改變，不過預期再上揚空
間將逐漸限縮

觀點評析

殖利率偏高環境不變惟上揚空間限縮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2/5/16，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2022/5/16

重點摘要 《殖利率偏高環境不變惟上揚空間限縮》

美國公債殖利率今(2022)年以來進入上行趨勢，10年期利率

從年初的1.5%左右，至5月最高來到3.2%，造成了成長股估

值大幅修正、股債同跌使得資產配置未能發揮抗震作用等問

題。本行認為，美國殖利率偏高環境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不

過再上揚空間將逐漸限縮，幾個構面分析如下：

 通膨：CPI年增率仍遠高於利率水準，是目前最大的風險。

惟本行認為，美國通膨第二季雖仍將維持7-8%的偏高水準，

但油價和原物料不再創高、航運價格已自高檔回落，從近

兩個月的CPI分項當中，顯示供給端造成的月動能已經有所

放緩，本行維持美國通膨下半年將略下滑的看法。

 貨幣政策：市場升息預期無視聯準會每次會議給予的定錨

點，不斷往鷹派定價前進，是殖利率走揚的主因。若下半

年通膨如預期有所放緩，研判市場預期仍將回歸聯準會定

錨點。在3月的利率預測點陣圖中，聯準會將長期中性利率

設定在2.4%，本次升息循環的高點則設定在2.8%，本行據

此研判美國10年期利率超過3%後的再上揚空間限縮。

 景氣：美國內需現狀仍穩健，但放緩趨勢已經確立，生產

端受制企業去庫存壓力有所增加、中國封城影響供應鏈緩

解速度，需求端受制高通膨影響消費者信心和零售銷售、

聯準會政策將使需求降溫，景氣的疑慮或使資金再度前往

美國公債尋求避險。

 供需：整體而言美債的需求是減少的，美債海外最大買家

為中日，但中國看到俄羅斯海外資產被凍結，或有使減少

增持美債意願的可能性；而日本由於依賴能源進口，能源

價格提高將減少經常帳盈餘，也將減少購買美債的動能。

所幸美國財政部目前預估發債量不高，部分抵銷了美債需

求面減少的問題。

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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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波動與通膨預期回落，成
熟投資級債待通膨降溫方止跌
回穩

 成熟非投資級債聚焦景氣動能
與金融情勢變化，以信評B級
以上者表現較穩健

觀點評析

成熟債市留意利率波動&借貸環境變化

資料來源：Fed，ICE Data Indices，2022/5/13，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整理，2022/5/15

重點摘要 《成熟債市留意利率波動&借貸環境變化》

今年時序已過3分之一以上，成熟投資級債表現持續承壓。觀

察：(1)20年期以上長天期債券平均跌幅達2成以上，從價格

離散程度來看，長天期美國投資級債價格接近賤售債券且落

在80至90元占整體指數比例今年至今大幅攀升至43%，利率

風險持續橫掃成熟投資級債市且聯準會升息舉措仍對利率連

動性高債種壓力仍存。(2)近期美國公債波動度指數(MOVE)持

續回落至114且未來5年之5年期預期通膨率與10年期平衡通

膨率亦回落。因Fed年底前仍將持續升息且於6月啟動縮表，

考量未來12個月通膨預期動向、景氣動能變化與當前殖利率

位階，待美國通膨增速因聯準會持續升息而降溫，成熟投資

級債表現將具止跌回穩機會，長線投資人再進場分批鎖利。

成熟非投資級債市中，檢視(1)5月美國信用債投資人調查

當前主要風險因子來自於通膨與景氣衰退問題，信用債投資

人有39%預期信評BB級表現較佳，(2)4月銀行對中大型與小

型企業商業和工業(C&I)貸款標準仍偏寬鬆但數值仍較前季朝

偏緊發展，預期美國當地銀行面對通膨壓力與景氣下行疑慮，

可能有進一步收緊放貸可能，但從貸款需求在第1季仍有所增

加且今年至今美國中小型企業發債量年減近8成來看，後續企

業能否順利從信用債市再融資實為關鍵。(3)從價格離散程度

來看，當前非投資級債價格落在80至90元占整體指數比例今

年至今大幅攀升至26%為2005年來高位，而賤售債券(價格低

於70元)者比率仍低於2%，當前債市持續因利率波動推升跌

價損失，但短期內企業債信仍趨改善且債券利差在獲利動能

支持下升幅低於美公債利率升幅，預期短存續期的非投資級

債指數表現相對溫穩，後續留意景氣與金融情勢變化仍為企

業債信走弱潛在原因，宜以信評B級以上者表現較穩健。

美國當地銀行放貸鬆緊標準朝中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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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企業獲利佳及預期美國
公債殖利率再上揚空間漸減，
評價面已趨合理，惟市場波動
仍需時間沉澱，建議可拉長股
債布局時間

重點摘要
重點資產推薦

《 市 場 震 盪 持 續 ， 抗 波 動 策 略 仍 屬 必 要 》

受高通膨，多國央行加速收緊貨幣政策及經濟數據不如

預期，加深對景氣衰退的疑慮，投資人情緒偏悲觀，預

期全球金融市場仍將持續震盪，然因評價面已修正，企

業獲利仍佳及預期美國公債殖利率再上揚空間漸減，建

議拉長股債布局時間，預期強勢美元仍將維持一段時間，

成熟股市以美股為首選；成熟債市可先留意短天期美國

非投資級債，成熟投資級債則建議以長期鎖利為投資目

的投資人可伺通膨回落情形而開始分批鎖利。新興債市

則以新興企業債及人民幣債相對抗波動。



左圖：美股走勢震盪，
市場信心不足，美信用
債利差持續擴大至1年半
以來高點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聯準會收緊貨幣
政策不確定風險仍存，
加上全球經濟數據普遍
疲弱，新興債市利差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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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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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1，右，Bloomberg，2022/5/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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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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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4.0 -0.3% -9.7% -8.7% -10.7% -3.5% -7.5% -12.0%

美國 4008.0 -0.4% -10.2% -6.9% -5.6% -3.6% -7.4% -10.1%

歐洲 3603.3 0.0% -3.8% -1.7% 1.1% -1.0% -1.3% -1.4%

泛太平洋 160.5 0.3% -6.1% -13.3% -23.7% -2.8% -7.3% -16.1%

新興市場股 1007.5 0.3% -8.1% -16.5% -26.9% -3.6% -8.5% -18.0%

拉丁美洲 2287.1 1.9% -11.4% -4.8% -13.7% -1.1% -7.0% -2.6%

新興歐洲 80.9 -0.4% -14.5% -71.4% -77.1% -6.2% -25.3% -72.1%

新興亞洲 536.9 0.2% -7.4% -16.2% -28.4% -3.6% -8.4% -18.7%

中國A 3073.7 -0.3% -3.8% -11.1% -13.6% 1.3% -4.1% -11.2%

印度 52973.8 0.3% -6.2% -7.6% 0.4% -5.0% -6.6% -7.4%

東協 641.0 -0.2% -7.3% -11.8% -12.5% -4.7% -7.7% -8.8%

科技 427.1 -1.1% -11.4% -12.3% -11.6% -5.0% -10.6% -17.5%

非核心消費 318.0 -1.6% -17.1% -17.1% -22.1% -7.5% -13.5% -22.3%

核心消費 278.2 0.5% -2.9% -1.9% -0.4% -1.0% -0.6% -0.7%

工業 288.2 -0.1% -8.1% -9.0% -16.3% -3.3% -7.6% -13.8%

金融 127.6 -0.4% -10.2% -15.0% -12.5% -4.1% -9.0% -12.7%

地產 224.4 -0.4% -11.9% -6.5% -11.2% -5.8% -8.3% -11.0%

原物料 325.8 0.1% -11.4% -6.2% -9.8% -4.1% -7.1% -6.9%

能源 237.8 2.1% 0.9% 16.6% 35.4% 4.3% 6.1% 27.2%

公用事業 158.5 0.6% -5.2% 3.6% 0.4% -1.2% -1.5% 0.6%

健護 331.4 0.6% -7.4% -0.7% -2.2% -2.0% -4.2% -5.3%

通訊服務 81.5 -0.5% -12.1% -12.1% -24.7% -2.3% -9.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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