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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20~3Q20 市場趨勢與投資策略 

策略總結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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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20~3Q20市場趨勢】 
全球股市告別黑色三月，儘管四月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在全球延燒、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聯盟)達成減產
協議但止不住油價崩跌、美國經濟數據出現斷崖式下跌，風險性資產在諸多基本面利空下四月仍迎來大級數反彈，以本波反彈
時間點研判主因係來自Fed(聯準會)一連串的行動，包括3/23無限量QE(量化寬鬆)、購買投資等級債以及4/9公布2.3兆美元的貸
款方案以支持中小企業與購買少部分的高收益債，Fed及時且強力的政策介入有效緩解了流動性緊張與資產無差別拋售的惡性循
環，當然這段期間各國政府陸續端出救急的財政政策也適時提振了市場的信心與風險偏好。不過，本行提醒的是本波行情反彈
至此僅可說是政策利多暫時壓過COVID-19疫情所引起的一連串基本面利空，而非基本面利空不存在，畢竟政策的挹注只能避免
金融市場狀況不再惡化但無法解決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停機。 
本行研判五月後風險性資產漲勢暫歇的機率較高，上述行情預測係基於市場利多漸少但利空猶存的研判，如前所述本波反彈係
基於政策利多，而不管是美元流動性指標-銀行同業拆款與隔夜指數交換的息差(LIBOR-OIS spread)或是信用市場壓力指標-投
資級與高收益債利差，均已明顯改善，也就代表市場要再重演三月下旬前因流動性緊張導致的無差別和急速拋售的可能性降低，
也因此要期待Fed短時間內再推出其他政策利多的可能性也同步降低，反觀先前市場未反應的利空則持續存在，諸如歐美國家解
封令多延至五月，即便順利解封，五月所公布的四月經濟數據卻仍將體現經濟按下暫停鍵後的窒息數據，同樣的也會體現在企
業2020獲利估值會是相同的下修趨勢，而上述的一切都還是以歐美國家能夠順利在五月解封為前提假設，屆時解封日期若再次
後延，則金融市場免不了又將再起波瀾。 
展望後市，鑒於歐美國家解封採漸進式且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繼續實施可能性較大，預料對服務業的傷害將延續較長時間，本
行研判經濟的修復需要時間，U型復甦應是較為可能的趨勢。反映在金融市場上，即便本行認為經濟U型復甦的可能性大，但鑒
於疫情的不確定性，風險性資產能否築底成功進而重拾上漲動能仍取決於二大變數，包括是否出現企業連鎖違約潮以及美歐解
封後是否爆發二度感染。綜上所述，COVID-19疫情的威脅若不能順利解除，金融市場仍將持續處於較為緊繃的狀態，因此本行
建議投資人當下仍應該積極檢視資產水位與配置，一方面強化應對不確定性的下檔風險，一方面尋找未來可能的上檔機會。 
【2Q20~3Q20投資與配置策略】 
投資策略方面，歐美即便順利在五月解封，但經濟的復甦難出現V型反轉，風險性資產在經歷20~30%的跌深反彈後，大概率會
暫歇或陷入整理，風險性資產可能由同漲轉為分歧，反映在投資策略上，股市可著重受疫情干擾較少的市場，如基本民生必需
的公用事業以及較不受經濟增長快慢影響的健護類股；疫情影響的時間不得而知，但貨幣政策的挹注與經濟難於短時間內V轉將
讓公債殖利率難大幅上行，債市策略上建議以亞洲投資級債、美投資級債等具優質息收的債種為主；匯市策略上美元隨著全球
央行同步寬鬆及避險需求而形成下檔支撐，預料美元高檔格局得以延續。 
配置策略方面，未知的病毒會造成多久多大的影響性不得而知，面對極大的不確定性正好是投資人重新檢視投資組合與自身風
險承受度的時刻，故以中期配置來看，建議平衡股債部位，並藉由多元配置，兼顧波動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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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20 股債匯市場策略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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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債匯市場策略 

3Q20 Like Neutral Dislike 理由 

股市 
國家 

 

成熟市場股         疫情得到控制但實體經濟恢復需要時間，DM(成熟國家)較高的企業槓桿令獲利損失變得複雜，恐延緩回升力道 
美國         美股崩跌及失業率急速上升令美國財富效應縮水，進一步壓抑消費及投資，企業削減庫藏股回購限縮美股反彈 

拉丁美洲         拉美股市具吸引力，惟市場保守心態仍存，拉美股市相對全球股beta高，表現恐受壓抑 
歐洲         即使未來疫情趨於緩和，但歐洲景氣&產業的恢復恐依然緩慢。更何況若疫情反覆出現，需求表現恐需時間復原 

新興歐洲         3Q原油供需略較2Q改善，但若沙俄擴產持續而打壓油價，權值的能源類股恢復力道料持續疲弱 
泛太平洋         評價具有吸引力，但終端對原物料商品及耐久財(汽車)需求疲弱，不利日本及澳洲出口型企業 

新興市場股         新興市場疫情拐點出現時間市場預估比成熟市場慢，過往股價真正落底時間在疫情拐點後 
新興亞洲         科技權值股2Q展望優於預期，3Q能見度雖然不高，但全球5月經濟重啟後，企業財報有望逐季改善 

中國A         評價不貴，疫情看似受控，但在美歐終端需求露出署光前保持中立 
東協         央行降息造成資金外逃匯率大幅貶值，資金斷鏈風險高於其於亞洲國家 

股市 
產業 

科技         雖製造業供應面似已漸恢復，但因疫情而拉長的經濟停滯，為需求帶來修正壓力，線上相關科技題材為亮點 
非核心消費         若疫情趨緩，企業可以逐漸恢復營業，但企業因疫情的停工損失，在景氣放緩疑慮下，恐需要更長時間彌平 

工業         疫情仍需防範，保持社交距離下運輸業持續受限，加上景氣放緩疑慮增，資本支出的抑制也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金融         降息不利息收，景氣放緩讓資本市場活動趨保守，加上停止股票購回恐延續，整體盈餘成長能見度不足 
地產         疫情帶來的失業率衝擊會加劇指數波動，然，地產受惠低利環境，且在疫情衝擊下供需基本面仍穩定 
能源         油價維持相對低檔、上游探勘資本支出下滑及庫存過高，對能源類股股價仍造成壓力 

原物料         製造業雖重啟，然對景氣的擔憂，原物料價格反彈力道仍弱，且化工產業受供給增加，利差仍承壓 
公用事業         受工商業活動重啟，加上夏季降溫需求，工商業用電需求回升，且低利環境下，資金青睞公用事業的高股利題材 
核心消費         消費雖回溫，然受可支配所得下降，以線上消費、廉價品牌表現較佳 

健護         醫療資源被新型冠狀病毒患者排擠的狀況改善，相對看好醫藥優於醫療器械 
通訊服務   企業對數位廣告投放量成長，然線上服務競爭者增加。次產業相對看好網路媒體 

信用 

全球投資級債         成熟債市以帳上流動性無虞的美投資級債表現相對穩健，聚焦聯準會購債計畫標的 
全球高收益債         流動性緊縮及企業違約問題抑制美高收債表現，在違約風險疑慮下，建議保守因應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經濟成長放緩及大規模刺激政策可能造成財政惡化問題，惟利差已部分反應，暫避雙赤字嚴重國家 
新興主要貨幣企業債         企業獲利放緩及降評風險干擾企業債表現，避開違約風險上升之高收債，現金充裕之龍頊企業債相對穩健 

新興當地貨幣債         經濟成長放緩及大規模刺激政策可能造成財政惡化問題，加上資金持續流出，匯兌風險仍高，不利新當債 

匯市 

美元指數         景氣或有緩慢復甦契機，惟市場保守心態延續，美元強勢格局不易改變 
日圓         全球低利率環境，日圓負利率劣勢不被凸顯，提供配置避險貨幣日圓誘因 
歐元         歐元區疫情問題惡化，2020年恐陷入經濟負成長，不過價位已低，中性看待 
澳幣         澳洲經濟成長預期將出現30年來首次負成長，貨幣政策寬鬆力道大，加以外需不振影響原物料價格，偏空看待 

人民幣         中國第三季或有補庫存行情，中國人行寬鬆力道小於歐美央行，對人民幣形成支撐，惟因外需不振，中性看待 
南非幣         南非幣具備利率吸引力，但經濟下行趨勢明顯，財政體質惡化問題仍引發資金流出可能性，偏空看待 

商品 
布蘭特原油         OPEC+減產，原油需求較2Q好轉，然仍將壓抑油價，逼迫高成本廠商退出市場，布油中性看待 

黃金         量化寬鬆緩解美元流動性緊縮，主權債倒債風險上升及地緣政治動盪 下，黃金具對沖風險資產的效果 

上個月資產位置 

基本假設~景氣大U型復甦 



3Q20 股債匯市場策略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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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債匯市場策略 

股市 
(國家) 

經濟活動陸續恢復，趁勢汰弱留強，新歐疊加油市壓力，尤須留意 

美、歐城市解封延後至５月，就業惡化恐影響需求恢復時間，等待更多證據檢視基本面，中性看待美股。歐洲
及新歐受國際油價崩跌壓力最鉅，政策後續施展空間亦有限，股市反彈力道相對疲弱，維持負向評等。中國復
工進度如預期，將帶動科技業補庫存急單，台灣科技廠2Q獲利不若市場預期悲觀，上調新亞及中國至中立。 

股市 
(產業) 

工商業活動重啟，然需求仍不確定，非循環性產業優於循環性產業 

受工商業及實體消費活動重啟，企業加速數位化、智慧化轉型，為悶經濟帶來一線曙光，然受失業率上升，可
支配所得下降，消費反彈力道受限，仍有庫存待消化，利潤受壓縮；健護延遲非必要醫療手術的狀況改善，且
可能有病毒治療方式發表；低利率環境持續，對地產及公用事業仍有利。建議可留意健護、公用事業及地產等
產業。 

信用 

政策利多支持成熟市場投資級債表現，以亞洲投資級債及體質佳之主權債渡過不確定期 

考量聯準會持續推出非常規政策工具緩解流動性緊縮問題，短期以受惠政策利多且帳上現金豐沛投資級債表現
較佳，長線待疫情過後整體成熟市場企業債仍以信評BBB至BB級走勢較穩健。資金持續流出新興債市加上貨幣
貶值，可能打擊部分體質脆弱的邊陲國家，新興債市慎選體質較佳、有政策空間的國家，亞洲投資級債為新興
市場中相對穩健之標的。 

匯市 

美元流動性緊縮問題稍緩但未回到正常水準，美元高檔格局不變 

隨著聯準會寬鬆，市場普遍認為美元將走弱，期貨部位轉向看空美元，但美元實際走勢並沒有明顯轉弱。境外
美元流動性仍相對緊縮，而新興市場國家取得美元流動性的能力並不如歐日英，也使得新興市場國家的信用風
險仍偏高。在此情況下，美元下方空間有限，且市場情緒和實際價位走勢存在矛盾，將使得外匯的波動度維持
較高水位。在外幣配置上仍建議以美日圓的防禦型操作為主。新興市場貨幣趨勢續弱，惟人民幣可望有較穩定
的表現。 



美歐解封後仍須追蹤疫情及美元流動性 

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左:J.P. Morgan ，2020/3/31，右: Bloomberg ，2020/4/2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3  

美元流動性有改善但仍吃緊 新冠病毒高隱匿性可能在秋天演變成週期性病毒 

 新增確診2Q相繼出現拐點，但3Q疫情發展仍有變數：在防疫政策優先下，截至4/20部分亞
洲國家或歐美城市的確診人數已相繼見到峰值(拐點)，但另一方面更多數據顯示輕症比例高達
2成。亦即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高隱匿性及傳播率，不排除由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的單波峰演變成多波峰的周期性病毒。因此美歐國家5月陸續重啟民生活動後，3Q必
須持續追蹤疫情是否再轉惡化。 

 流動性停止惡化：做為市場美元流動性指標的銀行同業拆款與隔夜指數交換利差在聯準會公
布2.3兆美元政策後有停止惡化的跡象，然而目前的利差水位仍未回到正常的水準，意味流動
性問題雖短期獲得緩解但各國因COVID-19封城對中長期經濟帶來的衝擊恐難以估計，不確
定性因素持續受疫情干擾，美元流動性風險尚未完全平息。 

全球感染曲線_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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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解封後對市場信心考驗才要開始 

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左: Bloomberg， 右: Rystad Energy，2020/4/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4 

油價接續重挫需求疲弱是主因 美歐封城期間經濟數據可能遠低於市場預期 

 美歐經濟U型底部時間可能更久：歐美國家目前預計自五月開始陸續解除封城令，雖然市場
已預期封城前間的經濟數據可能因經濟活動下降而惡化，但以中國的例子來看，1. 封城期間
的數據可能低於市場下修後的預期，2. 解封後數據會改善，但優於預期幅度有限。 

 近期油價接續重挫或領先反應需求不如預期：4/20西德州油價五月期貨暴跌至負值，市場解
讀與交易合約將於4/21到期結算換倉有關，屬於單一事件，但隔日當布蘭特油價接續重挫，
或已領先反應即將公布的美歐封城期間數據，恐大幅不如市場預期的風險。目前雖然機構預
測下半年原油需求減少會逐月收斂，但由於4月實際經濟狀態有待5月做確認，因此不排除持
續下修的可能性。 

中國疫情出現拐點後經濟數據狀況 

疫情出現拐點前後(天) 

封城期間經濟數
據vs.市場預期 

全球原油需求預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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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下行對美債利率與信用違約帶來壓力 

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左: Bloomberg，2020/4/8， 右: 美銀 ，2020/4/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4 

高收益債危機相較2015年更為全面 經濟下行加上能源價格下跌壓抑通膨預期與殖利率 

 經濟下行壓抑通膨及利率：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在年初已先行反映美國景氣下行的疑慮，
進入3月COVID-19疫情惡化迫使Fed(聯準會)出手救市，避險資金及QE(量寬)進場壓抑利率走
勢，同時，原油供過於求導致油價下跌則令通膨預期(未來5年的5年期通膨交換利率)隨之下
行。本行研判整體經濟U型的趨勢與疲弱的油價恐繼續壓抑利率走勢。 

 美企業違約情況有惡化可能：觀察1. 3月份美高收債企業違約率較前月3.5%攀升至3.99%，
其中因油價持續低盤受害最深的能源高收債為主要違約產業(3月能源高收債違約率較2月走升
至16%)，2. 3月美高收債賤售比率近3成，未來聚焦於銀行放貸標準在延遲還款及企業違約預
期2Q將收緊，銀行雨天收傘情況仍可能推升非能源高收債賤售比率。由於此次賤售比攀升來
自非能源產業的貢獻超過一半，因此即便未來油價回升並不代表企業違約風險解除。 

美國高收益債賤售比與違約率 

能源: 44% 
非能源: 56% 

能源: 52% 
非能源: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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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與通膨預期 



企業違約潮以及解封後是否二度爆發為未來重要觀察點 

趨勢分析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7 

2Q-3Q成熟市場指數情境預測圖 

市場擔憂及漲多回檔 
• 企業債務違約風險 
• 經濟復甦力擔憂 

斷鏈風險降低 
流動性改善 
跌深後技術面支撐 
電子業補庫存(新) 
 

中國內需及科技新品發表主
導3Q急單、下一輪貨幣及
財政政策預期 

 歐美封城令解封後為才是重要觀察點：本行前月提到，2Q下旬後築底成功與否需觀察四大變
數: 金融市場流動性是否改善、是否出現企業連鎖違約潮、封城對美歐疫情控制程度、及提早
解封國家是否出現二度感染。現階段，金融市場流動性與美歐疫情的確往好的方向改善，企
業消息方面則傳出，部分電子業因全球防疫接到新的訂單，另一方面中國在2月大規模停工，
終端客戶因擔心再度停工，而在復工後加速下單補庫存。但同時疫情二度爆發所產生的經濟
下行風險，以及企業因收入減少導致的債務違約風險並未解除。本行認為，當5月歐美國家
開始如計畫解除封城令，對市場的信心考驗才要開始。 

情境一: 

政策面: Fed擴大降息及實行QE 

政策面: 禁止放空(韓、義、英、西) 

技術面: 接近2016支撐 

3月以來變化: 

2月 

基本面: 中國持續復工 

Now 

1Q20 2Q20 

美歐解除 
封城禁令 

全球爆發二度感染以致再次斷鏈
及企業連鎖性違約 
失業率居高不下導致需求再遞延 

情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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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主題-股市_國家篇】 

 
經濟活動陸續恢復，趁勢汰弱留強， 

新歐疊加油市壓力，尤須留意 
 

美、歐城市解封延後至５月，就業惡化恐影響需求恢復時間，等待更多證據檢視
基本面，中性看待美股。歐洲及新歐受國際油價崩跌壓力最鉅，政策後續施展空
間亦有限，股市反彈力道相對疲弱，維持負向評等。中國復工進度如預期，將帶
動科技業補庫存急單，台灣科技廠2Q獲利不若市場預期悲觀，上調新亞及中國至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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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主題─國家 

資料來源：Barclays，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16 

成熟市場股 新興市場股 

3Q20 美國 歐洲 泛太平洋 拉丁美洲 新興歐洲 新興亞洲 中國A 東協 

基本面 

獲利面 + + + + 

政策面 + + + + + + 
事件面 
(疫情) - － - - - 

評價面 

全球新增確診人數趨緩，在中、歐、美城市陸續解封後，
是否出現二次感染不確定性高，且留意疫情在新興市場
擴散惡化，全球大流行狀況將持續反覆，MSCI世界指
數難V轉。 

全球政府大力救市穩住全球股信心，惟美、歐城市解封
延後至５月，就業惡化恐影響需求恢復時間，中性看待
美股。 

歐洲及新歐受國際油價崩跌壓力最鉅，政策後續施展空
間亦有限，股市反彈力道相對疲弱，維持負向評等。 

中國復工進度如預期，科技業有補庫存急單，台灣科技
廠2Q獲利不若市場預期悲觀，上調新亞及中國至中立。 

全球股急跌反彈，更好的基本面證據出現前有回檔可能 

全球股反彈後打第二支腳可能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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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走勢難測，獲利下修未止，美股反彈遇壓 

過去十年來美股牛市買盤主要來自企業庫藏股 2020年美股獲利預估跳水 

投資主題─國家 

資料來源: 右上:高盛，2020/4/20，左下:德銀，2020/4/3，右下:高盛，2020/4/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0 

美國疫情走勢難以預測 

美國每日新增確診人數變化 

 疫情不確定性高，美股反彈過度樂觀：此波美股反彈有很大

程度是反映市場樂觀預期在疫情趨勢漸緩下，經濟能馬上重

回軌道，由於白宮預期在5/1有條件重啟部份經濟，開放基

本條件為新增確診病例數連續 14 天呈現下降趨勢，多數經

濟重鎮大城如紐約及洛杉磯已宣布將解封時間延後至５月中

旬，恐令美國商業活動恢復的速度比預期慢。 

 企業從損益表到現金流量表的保衛戰：在美國各州封城下，

美股獲利慘遭下修，企業傾向保留現金來因應不確定性，削

減企業購買庫藏的額度，過去十年庫藏股為美股買盤重要支

柱，不利美股推升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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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衝擊造成油價低迷與需求面疲弱，歐洲&新歐股市負向看待 

近期油價崩跌也壓抑了俄羅斯股市表現 封城每延長1個月，便會拉低歐洲GDP約1% 

資料來源: 左下:Bloomberg、 右下/右上:高盛，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0 

歐洲能源業獲利下修幅度最大 
 OPEC+協議無助新歐&歐洲能源業表現：油價低迷讓能源

業為主的俄股首當其衝。儘管4月OPEC+達成減產，但市場

疑慮未減，油價持續低檔徘徊亦不利整體新歐股市，對歐洲

能源股獲利預期也產生顯著負面影響。 

 封城措施延後，解封恐未能立即恢復需求：疫情緩和下，多

數歐洲國家不敢大意，陸續將解封日期延至5月，即便解封

也是逐步放鬆而非一步到位，意謂對於需求的影響仍將持續

一段時間。俄羅斯方面，則因較晚爆發，目前正在面對疫情

升溫的階段與加強管控，內需料將受到壓抑，進而拖累經濟

與股市。 

投資主題─國家 

歐元區:2020年預估經濟成長率 

基本情境 

樂觀情境 

悲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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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5月經濟重啟有望，上調新亞至中性展望 

資料來源： 下: 維基百科，2020/4/17，上: Eikon，2020/4/15，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0 

 日澳韓疫情現拐點，亞洲國家5月經濟有望逐步重啟：繼韓

國後，澳洲與日本確診人數在過去1個月也似乎見到拐點，

若疫情未再惡化，意味著亞洲國家隨著防疫措施在5月鬆綁，

經濟有望逐步重啟。 

 台韓龍頭企業2Q-3Q展望好壞參半，3Q業績優於2Q：4月

以來多家台灣上市櫃企業反應，部分客戶在擔憂中國供應鏈

無預警二度停頓風險下，3月下單更為積極，3Q訂單有提前

到2Q的趨勢，此外，歐美因封城或遠距通訊及上班，對資

料中心、筆電、平板、PC的需求提高。以4月市場對台韓龍

頭企業最新預測，2Q業績上修家數多於下修，3Q下修多於

上修，但整體而言仍預期3Q業績優於2Q。 

亞洲國家5月經濟有望逐步重啟 繼韓國後，澳、日疫情也似乎見到峰值(拐點) 

投資主題─國家 

台韓龍頭企業2Q-3Q營收最新預測變化 

台韓企業2Q-3Q展望好壞參半，3Q業績優於2Q 

0

500

1000

2/13/2020 3/4/2020 3/24/2020 4/13/2020

新增確診(7日移動平均)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印度 澳洲 印尼 

2Q20 2Q20 new 幅度 3Q20 3Q20 new 幅度

廣達 組裝 201,961      214,052     6% 243,039      252,849     4%

鴻海 組裝 1,009,317   1,115,280  10% 1,323,235   1,404,544  6%

仁寶 組裝 215,078      249,315     16% 245,389     

可成 機殼 19,832         20,906       5% 24,172        27,051       12%

台積電 晶圓代工 295,568      309,142     5% 318,581      312,153     -2%

南亞科 記憶體 14,826         15,310       3% 16,825        16,551       -2%

海力士 記憶體 7,498           8,090         8% 8,962          8,532         -5%

三星電子 手機/記憶體 56,582         53,049       -6% 66,513        60,853       -9%

穩懋 手機PA 6,006           5,150         -14% 7,192          6,248         -13%

大立光 手機鏡頭 14,960         13,708       -8% 18,977        17,542       -8%

台塑 塑化 56,857         38,493       -32% 54,608        41,065       -25%

單位: 百萬元 
(韓國企業10億韓元) 

亞洲防疫措施時間表 
防疫措施 更新

新加坡 4/7-5/4啟動斷路器(circuit breaker)防疫措施 延後至6/1

北海道 2/28-3/19為緊急狀態 4/14重啟緊急狀態，學校停課至5/6

日本 4/7起東京、大阪等7區進入緊急狀態1個月 4/16緊急狀態擴大至全國至5/6

印度 3/24起封城21天 4/14宣布封城延長至5/3

馬來西亞 3/18起實施行動管制令(MCO)到3/31

三度延長，由4/14延長至4/28，

4/23在宣布延至5/12

但部分行業有條件營業

泰國 3/26起進入緊急狀態1個月 4/3起實施宵禁



【投資主題-股市_產業篇】 

 
工商業活動重啟，然需求仍不確定，非循環性產業優

於循環性產業 
 

受工商業及實體消費活動重啟，企業加速數位化、智慧化轉型，為悶經濟帶來一
線曙光，然受失業率上升，可支配所得下降，消費反彈力道受限，仍有庫存待消
化，利潤受壓縮；健護延遲非必要醫療手術的狀況改善，且可能有病毒治療方式
發表；低利率環境持續，對地產及公用事業仍有利。建議可留意健護、公用事業
及地產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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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需求回升不確定性，非循環產業優於循環產業 

資料來源：JP Morgan，2020/4/1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0 

投資主題─產業 

受工商業及實體消費活動重啟，企業加速數位化、

智慧化轉型，為悶經濟帶來一線曙光，然受失業

率上升，可支配所得下降，消費反彈力道受限，

對消費類股、科技及通訊服務持中性看法。 

受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延遲非必要醫療手術的狀況

改善，且可能有病毒治療方式發表；低利率環境

對地產、公用事業仍有利。維持對健護、公用事

業、地產正向展望。 

隨債務增加、企業利潤下降及破產可能性上升，

拖累資本支出持續萎縮，對需求及產出的拉抬受

限，對天然資源、金融仍負向看待。 

  循環型產業 非循環型產業 

3Q20 科技 非核心 工業 原物料 能源 金融 地產 公用事業 核心消費 健護 通訊服務 

基本面         ━   +       + 
獲利面 +     ━     +   + + 

政策面       
+ 

(中國刺激
政策) 

+ 
(減產) 

━ 
(貸款損失

準備) 
          

事件面 
+ 

(新療法) 
  

評價面   ━     ━             
技術面 ━ ━ ━ ━ ━ ━ ━ ━ ━ ━ ━ 

企業利潤下降拖累資本支出持續萎縮，不利未來獲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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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供過於求待解，中性看待3Q20成長型產業 

3Q20上游製造業出貨有望改善，但恐較去年衰退 

運量難滿載，航空工業訂單被取消的比例不斷攀升 線下產業需求驟降凍結人力，線上產業需求強勁 

 製造業供過於求待解，中性看待3Q20成長型產業：疫情難測，
JP Morgan列出三種情境與三種預測結果，最佳情境是假設市
場能在7月~9月恢復，次之是10月至12月恢復，最差是假設
2021年才恢復。即使在最佳情境中，3Q20上游製造業出貨量
仍會較去年同期(3Q19)衰退7%，但出貨狀況會較前季(2Q20)
改善，但能否如預期見到需求回籠取決於疫情的受控程度。疫
情使非核心消費不同類股間出現兩樣情，因需求大幅衰退，車
廠、實體店面選擇裁員凍結人力比例高，而電商平台挾其線上
需求強勁，成為疫情之下仍有徵員加薪的產業，但配售的商品
會以基本民生必需為優先。而受創嚴重的航空工業鏈，即使疫
情受控到足以重新開放航線，年底前全球航空客運量回復的情
況也很緩慢，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機隊等新訂單的暫停可能
會持續一段時間。整體來看，在全球需求恢復仍緩的前提下，
中性看待3Q20成長型產業。 

2020年各季度半導體出貨量預估值 
YoY%  QoQ% 

資料來源：右上:JP Morgan，2020/4/17，右下:高盛，2020/3/30，IATA，2020/4/19，左下:candor。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2020/4/19 

2020年底前航空客運量難滿載 

取
消
訂
單
的
比
例 

投資主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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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穩收益，正向看待地產，損失風險蠶食利潤，負向看待金融 

地產息差優勢擴大(低利環境延續) 

部份地產需求仍在，使整體租金收入成長受衝擊低 

自1月初以來，股息收益率與10年期
美國公債的息差已經飆升 

租金收入成長率(%) 

金
融
海
嘯 

FactSet統計，第一季，美國最大五
家貸款機構貸款損失準備金急劇增加 

 美整體REITs仍穩定，正向看待3Q20地產：因疫情減少社交、
外出活動，使零售型地產衝擊最大，至於經營電塔、數據中心、
工業物流型租約地產卻可因雲端、電商等企業需求強勁而影響
較輕，住宅型地產也因有剛性需求，及有限的住房供應，影響
也較輕微。疫情何時落幕難以預測，所幸部份地產仍有需求支
撐，令整體租金成長率仍穩定，加上目前抵押貸款利率也低、
高股利率優勢也在攀升，故本行相對正向看待地產。 

 金融業利潤難成長，負向看待3Q20金融業：全球降息讓銀行
業利息收入面臨削減，另全球銀行體系面對的信貸壓力，也讓
銀行業必需提列貸款損失準備，損失準備金的急劇增加也正在
蠶食利潤。對於銀行而言，損失的嚴重性取決於政府計劃是否
能夠挽救面臨破產威脅的小型企業，並使人們重返工作崗位。
由於全球疫情仍未明朗，使金融業仍有進一步提列損失準備的
可能，並持續減損獲利空間，本行負向看待金融類股。 

銀行業損失準備金的急劇增加正在蠶食利潤 

資料來源：右上:美國勞工統計局，2020/4/19，右下:高盛，2020/4/2，左下:Factset，2020/4/15，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0/4/19 

投資主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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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20受需求及庫存干擾，天然資源指數維持負向 

資料來源：左上: J.P. Morgan，2020/4/17。左下:IHS，2020/3/30。右下:JPM，2020/4/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0/4/17 

全球原油存儲容量飽和，廠商將被迫減/停產 疫情對需求的破壞，2020年礦產供給過剩擴大 

 廠商對景氣保守，拉抬需求受限，對3Q20原物料指數持負

向看法：受中國以外廠商對景氣看法保守，下調資本支出，

製造業需求回升幅度仍偏弱，基本金屬礦產供給過剩擴大；

北美化學品受油價暴跌，利差縮水，雖對歐亞廠有利，然

因亞洲新產能開出，獲利仍呈壓；對原物料維持負向看待。 

 受需求回升不確定性，對3Q20能源指數維持負向看法：

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友)雖達成減產協議，然預

期3Q20仍謹慎維持社交距離，全球油市仍呈供給過剩，且

受儲油容量飽和、物流限制及仍有施壓高成本產油業者減/

停產或退出市場的意圖，預期3Q20布油仍將壓在30-40美

元之間。北美能源業者大量縮減資本支出，獲利大幅衰退，

恐影響未來股息配發率，對3Q20能源指數仍持負向看法。 

價
差(

美
元/

噸) 

石油腦
進料 

乙烷進料 

原油儲存容量上限 

投資主題─產業 

油價暴跌，美國乙烷進料的化學品失優勢 

供過於求
程度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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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循環產業看好度排序：健護>公用事業>通訊服務>核心消費 

資料來源：右上: Goldman Sachs，2020/4/3 。左下: Goldman Sachs，2020/4/1。右下:MAGNA，2020/3/2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6 

可支配所得下降，廉價自有品牌成長動能佳 1H20廣告營收下修，然2H20反彈 

健護每股盈餘下修不明顯，優於標普500指數 
 對3Q20健護指數、公用事業持正向看法：處方藥較不受景氣

影響，而受新型冠狀病毒患者延遲非必要醫療手術的狀況改善，

且可能有病毒治療方式發表，維持對健護正向看法，然醫療器

械銷售則受醫院預算採購壓力，綜合評估次產業看好醫藥優於

醫療器械。受工商業活動重啟，加上夏季降溫需求，工商業用

電需求回升，對公用事業持正向看法。 

 3Q20通訊服務、核心消費維持中性看法：因放鬆出行管制，

消費回溫，企業對數位廣告投放量回復成長，然受可支配所得

下降及線上服務競爭者增加，廉價私有品牌消費提升打壓國際

大廠利潤。3Q20通訊服務、核心消費維持中性看法。預期次

產業以網路媒體成長動能較佳，線上消費、廉價品牌次之。 

E
P

S

標
準
化 

2020、2021年EPS預估從
2020/1~2020/4/3 

2020/2開始下修 

投資主題─產業 

(

倒
置) 



【投資主題-信用篇】 

 
政策利多改善流動性問題， 

以全球高評級債市渡過經濟不確定期 
 

聯準會持續推出非常規政策工具緩解流動性緊縮問題，短期以受惠政策利多且帳
上現金豐沛投資級債表現較佳，長線待疫情過後整體成熟市場企業債仍以信評
BBB至BB級走勢較穩健；新興市場也同樣受惠聯準會大規模釋出流動性，然資金
持續流出新興債市，加上貨幣貶值壓力未減，將打擊體質脆弱的邊陲國家，新興
債市慎選體質較佳、有政策空間的國家，亞洲投資級債仍為相對穩健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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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市場債 新興市場債 

2Q20 全球投資級債 全球高收益債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新興主要貨幣企業債 新興當地貨幣債 

基本面 - - 

供給面 - 

事件面 - - - 

評價面 + 

企業獲利下滑及違約事件，低波動風險債種較受青睞 

投資主題─信用 

受疫情及油價下滑影響相關企業違約風
險攀升，聯準會推出多項非常規政策工
具因應流動性緊縮問題，短期以受惠政
策利多且帳上現金豐沛投資級債表現較
佳。高收益債拋售壓力較大，能源及低
信評高益債需避開。 

資金持續流出新興債市，避開經濟體質
脆弱的新興國家，企業債部分則應以資
產負債穩健者為優先，亞洲投資級債較
為穩健。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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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賤售比例有大部分在非能源，凸顯違約風險遍及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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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業獲利下滑及違約風險，降低信評較差企業債曝險 

投資主題─信用 

資料來源：左下/右上/右下:BofA，2020/4/1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14 

 疫情推升美高收債違約率預估：檢視過去2003年、2012年
美高收債大舉發債期往後4年面臨一波修正，而前波美高收
債大量發債時間為2017年，考量油價持續低迷且疫情推升
美高收債違約率預估，投資人仍須留意明(2021)年企業債務
到期潮及債券跌價風險，慎選政策利多支持如部分墮落天使
及信評BB級以上者或逐步降低高收債比重方為上策。 

 以帳上具流動性及受惠政策利多的投資級債為首選：疫情
持續下成熟債市將迎來充滿不確定性的財報季，市場預期美
國投資級企業獲利將年減8%，以海外營收大於5成及高國內
營收兩者來劃分，受疫情影響預期海外營收占比較高者獲利
年減幅達8.9%相對低於國內營收占比高的企業，聯準會持
續端出非常規政策工具穩定市場流動性，例如購買投資級債
與高收益債ETF。考量疫情持續打擊經濟與企業營運及聯準
會購債政策預期仍以美投資級債受惠程度較深。 

美高收債違約率預估攀升 

海外營收占比較高美投資級企業獲利下滑幅度較重 美投資級債企業獲利預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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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評級企業債留意信用風險，精選體質佳之新興主權債 

資料來源：右上:Deutsche Bank，2020/3/27，右下:J.P. Morgan，2020/4/14，左下:BofA，2020/4/15，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整理，2020/4/17 

 精選體質較佳的新興債市：全球決策者盡全力防堵經濟潰
敗，近期金融市場已脫離先前緊張的狀態，然而經濟衰退
的可能及財政惡化導致多個新興國家主權債信遭調降，目
前利差實已反映部分降評風險，且大部分遭降評的國家多
為體質脆弱的邊陲國家，因此在疫情仍充滿不確定的環境
下，仍應以財政及經常帳體質佳的國家為優先。 

 新興高收債違約率預估將上升：新興國家企業信評雖也遭
調降，惟墮落天使比例很低，即投資級債落入垃圾等級風
險較小；然經濟活動幾乎停頓，不僅獲利下滑，現金流也
可能中斷，尤其許多新興國家多以出口為導向，美、歐等
外部經濟將對新興國家企業造成衝擊，一些高槓桿、低現
金部位的企業違約風險將上升，摩根大通便上調今年新興
國家企業違約率至近5%，高收債投資需小心因應。 

體質佳的國家擁有較多政策的空間 

美國經濟進入衰退將連帶推高新興企業債違約風險 新興美元債利差已反映部分降評風險 

 經常帳/GDP (%) 

財政餘額/GDP(%) 

利差(右,bp) 

平均債信評等(左) 
美國實質
GDP(右,%) 

新興企業債違約率(左,%) 

新興美元債指數利差(bp) 

平均債信評等 

     Baa3                               Ba1                                  Ba2 

投資主題─信用 



【投資主題-匯市篇】 

 
美元流動性緊縮問題稍緩但未回到正常水準 

美元高檔格局不變 
 

隨著聯準會寬鬆，市場普遍認為美元將走弱，期貨部位轉向看空美元，但美元實
際走勢並沒有明顯轉弱。境外美元流動性仍相對緊縮，而新興市場國家取得美元
流動性的能力並不如歐日英，也使得新興市場國家的信用風險仍偏高。在此情況
下，美元下方空間有限，且市場情緒和實際價位走勢存在矛盾，將使得外匯的波
動度維持較高水位。在外幣配置上仍建議以美日圓的防禦型操作為主。新興市場
貨幣趨勢續弱，惟人民幣可望有較穩定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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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流動性緊縮問題稍緩但未回到正常水準，美元高檔格局不變 

投資主題─匯市 

資料來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4 

基準情境 

美元流動性緊縮問題稍緩，但離正常水位仍以一
段距離，提供美元支撐。 

成熟市場財政空間較大，新興市場貨幣政策空間
較大，不利新興匯價。 

投資建議 

市場情緒和實際價位走勢存在矛盾，將使得外匯
的波動度維持較高水位，維持美日圓防禦操作 

商品貨幣和新興高息貨幣如預期出現技術性反彈
但弱趨勢未改，惟人民幣可望有較穩定的表現。 

成熟市場貨幣 新興市場貨幣 

2Q20 美元指數 日圓 歐元 澳幣 人民幣 南非幣 

基本面 

貨幣政策、利率 - - - - 
市場情緒 

(籌碼,資金,技術面) + - + - 

事件面 (疫情) + 
(疫情→避險) 

+ 
(疫情→避險) 

- 
(疫情→原物料) 

- 
(財政體質惡化) 

越多貨幣政策空間 

越多財政政策空間 

成熟市場財政空間較大，新興市場貨幣政策空間較大 

大經濟體 
新興高息 
新興低息:新歐 
新興低息:新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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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流動性緊縮問題稍緩但未回到正常水準，美元高檔格局不變 

資料來源：右上:Bloomberg，2020/4/20，左下:BCA，2020/4/14，右下:Bloomberg，2020/4/20，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0/4/20 
 

 市場情緒已偏向看空美元，但美元價位仍居高不下：隨著
聯準會寬鬆，市場普遍認為美元將走弱，期貨部位轉為偏
空看待美元，但矛盾的是，美元指數價位始終維持在100上
下的高檔價位震盪，動能並沒有明顯的轉弱跡象。 

 流動性緊縮問題稍有緩解但未回到正常水準：觀察流動性
的緊縮狀況，美國境內如商業本票利差、高收益債利差，
都有明顯的改善，成熟國家如歐日英取得美元的成本也降
低不少，但Libor-OIS仍遠高於正常水準，顯示境外美元流
動性仍相對緊縮，而新興市場國家取得美元流動性的能力
並不如歐日英，也使得新興市場國家的信用風險仍偏高。
在此情況下，美元下方空間有限，且市場情緒和實際價位
走勢存在矛盾，將使得外匯的波動度維持較高水位。在外
幣配置上仍建議以美日圓的防禦型操作為主。 

外匯波動度稍有下滑但仍在近年高位 新興市場取得美元的能力較低，信用風險偏高 

投資主題─匯市 

期貨部位已轉為偏空看待美元 

美元期貨多空部位(>0淨多單 ; <0淨空單) 

巴西 
俄羅斯 
墨西哥 
印度 
土耳其 

── G7貨幣波動度   
── 新興貨幣波動度 

信用違約交換(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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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數據已被預期，利差優勢有利人民幣持穩 

資料來源 : 左下/右上/右下: Bloomberg，2020/4/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0 

 目前匯價已反映第一季利空數據：COVID-19爆發導致中國
經濟慘摔，也拖累而全球。中國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繳出年減
6.8％的差勁成績單，不過3月份工廠產出僅下降了1.1％優
於預期，反映經濟活動逐步回穩，預計在未來的救市政策下
景氣復甦將繼續。有利人民幣回穩。 

 寬鬆政策將延續循序漸進的幅度：全球因疫情而經濟當機，
但中國疫情拐點出現得早且復工復產符合進度下，人行祭出
的寬鬆政策將不激進而會延續循序漸進的幅度以維持國內就
業以及避免信貸危機。與此同時，人民幣將保留利差面利多，
而基本面利空在市場預期範圍內加上「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的基礎上，人民幣在避險情緒退潮後，預期將隨美元修正回
歸至7.0附近。 

寬鬆政策將漸進延續有利人民幣維持利差優勢 連月防疫措施導致國內消費不振和境外需求疲弱 

投資主題─匯市 

利空數據已被預期並已計入人民幣價格 

中國消費者信心(L) 
中國進口值(R) 
零售物價指數(R) 
消費者價格指數(R)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R) 
財新製造業PMI(L) 
中國工業產出(R) 

 

(L) 
(R) 

(R) 
(L) 



澳洲失業率(R) 
非農業務產能利用率(L) 
服務業產能利用率(L) 
消費者信心指數(R) 

28 

原物料需求與避險情緒共振下，不利商品貨幣 
 優於預期的勞工數據不足以使澳幣走升：澳洲3月份失業率小
幅升至5.2%，然而非農業務及服務業產能利用率在3月份下
降反映疫情管控措施下國內經濟活動仍處於停頓狀態。西太
平洋銀行（Westpac Banking Corp.）表示，澳洲消費者信
心指數面臨47年以來的最大跌幅。 

 中國鋼鐵減產遏制澳洲向中國的鐵礦石出口：中國3月份鋼鐵
出口同比增長2％，鐵礦石進口同比下降1％，反映出中國鋼
鐵先前產量及庫存量高企和全球需求恢復緩慢的窘境。澳洲
非農業出口需求日益削弱，大宗商品價格下挫，預計經常帳
將面臨長期壓力。 

 澳洲需要大量的貨幣財政協調來恢復長期受挫的景氣：儘管
RBA(澳洲央行)祭出各項重大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預計不足
以抵消應對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的經濟後果及外在衝擊。
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需要大量的貨幣財政協調來恢復長期
受挫的景氣。研判澳幣在2Q20~3Q20走勢將以貶勢為主。 

庫存量高企和全球需求恢復緩慢，遏制澳洲向中國的
鐵礦石出口 

投資主題─匯市 

資料來源: 左下: Bloomberg，2020/3/30，右下: J.P. Morgan，2020/3/30，右上: Bloomberg，2020/4/16，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0/4/20 
 

澳洲國內經濟活動仍處於停頓狀態 

全球需求緊縮導致商品價格下挫，澳洲出口飽受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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