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事項】本行所提供之資訊僅供參考用途。本行當力求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靠之來源，但對其完整
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漏或疏忽，本行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任何人因信賴此等資料而做出或改變投資決策，應審
慎衡量本身之需求及投資之風險，並就投資結果自行負責。未經本公司許可，本資料及訊息不得逕行抄錄、翻印或另作派發。本行以下
市場資訊與分析，不涉及特定投資標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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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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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類別近期漲跌變化 

資料截至109/11/13  PM 05:00 3 



4 

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1W(%) 1M(%) 3M(%) 6M(%) YTD(%)

全球股 1.59% 1.83% 4.99% 25.56% 6.39%

美國 0.76% 0.71% 4.85% 25.43% 9.48%

歐洲 5.17% 2.93% 1.20% 8.47% -10.29%

日本 4.36% 7.56% 9.19% 25.26% 7.31%

新興市場 0.49% 4.02% 7.84% 30.02% 6.05%

新興亞洲 -0.20% 3.34% 8.99% 31.32% 15.97%

中國 -0.06% -1.48% -0.32% 14.22% 8.52%

台灣 2.31% 2.52% 4.00% 21.35% 10.64%

新興歐洲 6.88% 8.49% -7.23% 8.98% -25.88%

俄羅斯 4.41% 6.41% -7.23% 10.79% -20.58%

新興拉美 4.50% 8.35% 3.47% 35.66% -29.01%

巴西 1.74% 4.07% 2.04% 31.80% -11.36%

生技 -0.93% -3.29% 4.02% 7.70% 15.77%

健康護理 0.39% 1.49% 2.73% 11.14% 8.96%

科技 -1.53% -1.30% 6.04% 32.12% 30.50%

能源 9.84% 6.49% -13.59% -8.62% -45.69%

貴金屬 -9.40% -7.39% -5.69% 13.63% 29.40%

全球債 -0.62% 0.38% 0.88% 5.66% 6.54%

投資級債 -0.40% 0.42% 0.22% 8.15% 8.88%

美高收 0.22% 1.24% 2.33% 11.09% 1.79%

全高收 0.84% 1.85% 2.13% 14.91% 2.79%

歐高收 1.06% 1.64% 2.47% 10.89% -0.39%

新興美元主權債 0.68% 1.83% 0.51% 13.47% 3.22%

新興當地貨幣債 1.57% 3.41% 3.87% 11.67% -1.05%

美元指數 0.77% -0.63% -0.42% -7.28% -3.59%

歐元 -0.51% 0.19% -0.25% 8.73% 5.33%

日圓 -1.68% 0.31% 1.64% 1.76% 3.31%

人民幣 -0.31% 1.84% 5.00% 7.46% 5.27%

澳幣 -0.19% 0.74% 1.00% 11.51% 3.34%

南非幣 -0.22% 5.34% 11.43% 17.50% -10.28%

台幣 -0.49% -0.16% 2.19% 3.68% 4.15%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盤勢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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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後新政局】川普仍不認輸，然拜登將啟動人事布局，逐步完成政權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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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不認輸，然不影響選舉結果:雖然本次美總統與
國會大選，仍有部分地區計票作業尚未完成，甚至
喬治亞州因拜登、川普得票差距僅0.03%而需重新計
票、川普亦提訴訟試圖翻盤，但預期並不影響選舉
結果，總統毫無疑問由民主黨籍拜登入主白宮。國
會方面，民主黨繼續掌眾院，參院部分，阿拉斯加
州由共和黨籍參議員奪下後，現階段共和黨以50席
領先民主黨的48席，另喬治亞州2席，由於目前領先
者票數皆未過半，依規定明年1/5將舉行第2輪決選，
不過預料最終共和黨續掌參院機率高。 
 

拜登時代來臨，穩定投資人信心:拜登稱希望在11/26

感恩節前列出部分內閣人選清單。值得關注的是拜
登政權移轉團隊包含亞馬遜、微軟旗下Linkedln、
Google等眾多科技業決策領導層，同時該團隊內主
張對大型科技公司進行分拆、課稅的幕僚較少，意
味著未來拜登對於科技企業態度未必如市場想像強
硬。另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也表
示與下屆政府的權力移交不中斷，隨著選舉塵埃落
定。市場不確定因素逐漸消除，預估市場仍將持續
反應國會分治制衡，以及加稅等衝擊股市的政策面
風險降低，有助持續提振風險偏好。 資料來源：Fox News、中國信託投信，華南銀行彙整 

選後迎新局   新總統、議員將就任  



7 資料來源：Nomura、瑞士信貸，華南銀行彙整 

輝瑞(Pfizer)與合作夥伴BioNTech研發的新冠疫苗傳出達90%有效後，若隨後實驗
結果正向，將向FDA申請緊急使用授權，加上美國其他藥廠如Moderna稱將發布
第3階段初步實驗結果、阿斯特捷利康、嬌生也在進行最後階段臨床試驗，預期最
快年底至明年初新冠疫苗將上市，期望減緩新冠肺炎疫情，同時緩和市場對各國
續推嚴格防疫封鎖措施的擔憂、亦降低疫情對景氣衝擊，有利支撐全球金融市場
表現。 

預測2021年下半年後新冠疫苗施打才會全面普及 

【新冠疫苗研發展望】疫苗研發保持正向發展，有利全球金融市場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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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美、歐續推刺激政策，資金行情可望延續 

資料來源：Fed、ECB、工商日報，華南銀行彙整 

日前美國聯準會(Fed)決議維持貨幣寬鬆政策不變，另達拉斯分行總裁卡普蘭(Robert 

Kaplan)表示預期未來半年新冠疫情仍可能對美經濟構成威脅，呼籲政府部門需要推出更
多財政刺激政策，以協助中小企業與失業者渡過難關。 
 

歐央(ECB)總裁拉加德在歐洲央行論壇上暗示，ECB很可能進一步降低銀行借款成本，以
及調整疫情相關的資產購買計劃。拉加德稱所有選擇都在討論中，包括傳染病相關的緊急
購置計劃(PEPP)，以及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s)，這些在當前的環境中被證明有效，因
此它們仍是當前貨幣政策中主要的工具。 
 

美、歐刺激政策偏多心態不變，有助全球資金行情延續。 

自疫情爆發以來，ECB高度依賴 PEPP 和 TLTROs 作為救市工具  



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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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測晴雨表 

資產類別 
市場展望 

短期 長期 

成熟
市場 

美國 

歐洲 

日本 

新興
市場 

中國 

台灣 

新興亞洲 

新興歐洲 

拉丁美洲 

資產類別 
市場展望 

短期 長期 

產
業 

健護 

科技 

能源 

貴金屬 

債
券 

亞債 

投資級債 

高收益債 

新興市場債 

               = 正向                                 =中性                               =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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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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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總評 
僅管全球疫情升溫造成市場對Q4的經濟前景感到擔憂，惟疫苗研發樂觀的

正面訊息及全球主要國家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仍有利中長期的趨勢，若美國

新一輪紓困方案能有正向發展，將可望更進一步提振投資人信心。建議積

極投資人可分批布局美股、日股、科技、健護、新興國家等股票基金，穩

健投資人可配置全球型、平衡型及多重資產股票相關基金。 

成 熟 市 場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美 

 

股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市場將迎來拜登新政局，再加上輝
瑞(Pfizer)與BioNTech共同開發的新冠疫苗，傳出第三階段實驗有
效機率逾9成，有機會在短時間內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緊急使用授權，政治面、疫苗進展利多激勵美股大漲，然之後隨
著疫苗利多降溫，加上美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破千萬人，利空消
息導致美股回跌。即便美新冠肺炎疫情仍未退燒，惟共和、民主
黨依舊會針對新紓困案內容持續協商，預計兩黨會在紓困規模、
學校重新開放、疫苗接種、幫助失業者及促進經濟等議題繼續討
論，預期新財政刺激案仍有機會過關，有助支撐美股後續表現。
建議投資人可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S&P 500指數 

指數最高:3,645 

        最低:2,727 

        11/12:3,537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歐 
 
股 

受到國際股市上漲、新冠疫苗可能問世的樂觀情緒及歐洲央
行(ECB）暗示12月會議後可能擴大緊急購債計畫(PEPP)的激
勵，抵消了對感染病例激增對經濟造成損害的利空影響，歐
股近期出現跌深反彈的走勢。歐盟（EU）表示，第2波疫情阻
礙了歐洲剛萌芽的經濟復甦道路，Q4歐元區經濟可能再度面
臨衰退，GDP增速可能再度轉為負值，並預測2023年前歐洲
經濟難返疫情前的水準，根據歐盟的最新預測，歐元區經濟
今年將萎縮7.8%，明年僅成長4.2%(7月的預測值6.1%)。雖
然貨幣及財政政策有助減緩今年經濟衰退的程度，不過新冠
疫情仍使未來經濟復甦具不確定性，故建議可待新冠疫情及
景氣轉趨明朗後再行布局。 

日 
 
股 

輝瑞和BioNtech的新冠疫苗發展成效優於預期，加上國際股
市近期呈現漲勢，日股走勢強勁，連續8個交易日收紅，並於
11/12再創29年來收盤新高。新冠疫情重創Q2景氣，為防疫
而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嚴重抑制商業活動，經濟學家預期Q3
的景氣可望回溫，然而經濟復甦之路仍充滿挑戰，也使得官
方在財政刺激和貨幣寬鬆政策上持續推動。政府在前兩輪的
紓困方案合計規模約230兆日圓，首相菅義偉於11/10指示研
擬新一輪振興經濟計劃，執政黨議員估規模金額約10~30兆
日圓，顯示官方在刺激經濟的政策方向不變。在預期經濟將
逐步回溫、財政及貨幣政策持續偏多下，將有利日股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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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市 場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3,867 

        最低:2,302 

       11/12:3,428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24,313 

        最低:16,358 

        11/12:25,520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中
國 
 

受中國反托拉斯新規草案的衝擊、美國總統川普再度簽署

針對中國投資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投資與中國軍方有

關聯的31家中企，及全球新冠疫情的升溫帶動全球股市震

盪修正等多項利空消息的影響下，沖淡了中國近期樂觀的

經濟數據(如：10月出口較同期成長11.4%，是繼去年3月

之後，出口再度出現2位數增長)及企業財報亮點(如：騰訊

公佈第3季財報，公司營收達1254.47億人民幣，較去年同

期成長29%，和利潤為385億人民幣，均超出預期) ，使上

證四連跌並創兩週最大跌幅，截至11/13上證指數週跌

0.6%。阿里巴巴公佈「雙十一」購物節銷售量總額達到

4,982億人民幣(750億美元)，並表示今年的銷量「高於預

期的增幅目標」且「在強於預期的成長下，提高了第三季

財報成長預測的實現可能性」，此外市場也認為中國購物

節的銷售成長部分反映了中國消費已從疫情谷底逐步反彈

的跡象，故建議展望明年在基本面有撐下，可佈局消費、

新能源、新基建、5G等政策強化產業為主軸的中國基金分

批承接布局。 

新 興 市 場 

上證指數 

指數最高: 3458.79 

        最低: 2802.47 

       11/12：33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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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台 
 
股 
 
 

由於國際股市近期呈現漲勢，加上台灣在防疫上表現出色及經濟數
據亮麗，台股終於突破箱型盤整區，並於11/12創下13,324的歷史新
高點。台灣出口超旺，10月出口值達到322.3億美元，創下歷年單月
新高，年增率高達11.2%的雙位數成長。財政部預計11月出口成長
應為正成長5%～8%，主計總處預估Q3經濟年成長率為3.33%，全
年經濟成長率1.9%。外資今年截至10月底淨賣超6906億元，不過11

月以來截至11/12外資轉為淨買超917億。因台灣經濟表現亮麗，外
資11月以來也出現偏多操作的跡象，加上振興經濟措施持續展現成
效，因此台股仍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以技術線型上分析，先前的
壓力已轉為支撐，建議投資人可分批承接布局。 

新 
 
興 
 
亞 
 
洲 
 

受到全球繼續採寬鬆刺激政策(如歐洲央行拉加德表示將繼續提供
經濟支持)及對於新冠疫苗的憧憬帶動下，帶動MSCI新興亞洲扣除
日本指數於週初一度創2018年3月以來的高點，惟隨美、歐、日等
新冠疫情的升溫下(美國確診人數突破千萬大關、日本11/12單日新
增確診人數破單日疫情以來最高單日新增確診人數)，令市場擔憂
第二次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因而收斂了週初市場對疫苗的樂觀
情緒，使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截至11/12週漲3.47%。惟觀
察經濟復甦層面，新興亞洲國家已逐步從經濟的谷底逐步復甦，如:
菲律賓11/10公佈今年第三季的實質GDP年減11.5%，較前一季出
現改善，且展望明年經濟成長，料新興亞洲仍預期享有較穩定的經
濟成長率，故建議可分批承接，或採定期定額的操作策略，佈局以
經濟基本面復甦力道較強之大中華為主軸的新興亞洲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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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台灣加權指數 

指數最高:13,324 

        最低:8,523 

       11/12 :13,262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787.10 

        最低：5822.64 

       11/12：777.5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新 
 
興 
 
歐 
 
洲 

先前由於第二波新冠疫情明顯擴大，國際原油價格下跌，
加上俄羅斯盧布貶值，使得俄股表現相對弱勢，近日隨著
國際股市上漲、新冠疫苗可能問世的樂觀情緒及國際原油
價格回升，俄股出現大幅反彈。央行表示今年Q3的GDP年
增率概估為-3~-4%(Q2為-8%)，另預測今年的GDP年增率
為-4.5%~-5.5%，明年轉為成長3.5%~4.5%。經濟部長預
測11月通膨率為4.1%~4.2%(10月為4.0%)，市場預估年底
前央行將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寬鬆的貨幣政策方向不變。
雖然新冠疫情仍嚴峻，但估計終將獲得舒緩，官方政策方
向仍以振興經濟為重點，明年經濟可望恢復正成長，建議
可利用定期定額或分批承接佈局俄股相關股票基金。 

 

 

 

 

拉 
 
丁 
 
美 
 
洲 

新冠疫苗的正面訊息，加上巴西經濟表現優於預期，近期
巴西股市呈現上漲走勢，指數由10/30的93,952點反彈至
11/12的102,507點。央行於11/10公布，將今年的通膨率
由3.02%提高至3.20%(10月通膨率3.92%，央行目標區為
4~6%)，預估央行年底前將維持2%的低利率。央行並將今
年的GDP年增率再次上調至-4.8%，10月的製造業PMI由9
月的64.9持續上升至66.7，服務業PMI也由9月的50.4上升
至52.3，顯示經濟表現優於預期且已在逐步好轉中。由於
經濟表現優於預期，央行持續調升今年的經濟預估，加上
寬鬆政策有利未來資金行情的發酵。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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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俄羅斯RTSI$指數                 

指數最高:1,651 

        最低:808 

        11/12 : 1,238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19,593 

        最低:61,690 

       11/12 :102,507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雖然輝瑞和BioNTech宣布新冠疫苗試驗效果，可預

防超過90%的感染，若能通過安全性測試，可望在短

時間內獲FDA緊急使用授權，但由於目前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加劇，導致美、歐等部分地區重新祭出封

鎖措施，多空消息紛雜導致金價呈震盪走勢。考慮

近期Fed依舊保持貨幣寬鬆政策，預測在2023年前升

息機率仍低，有利金價向上，建議投資人可單筆逢

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健 
 
護 
/ 
科 
 
技 

亞馬遜股價受歐盟的反壟斷訴訟與調查而下挫，加
上半導體Nvidia、超微股價也因賣壓出籠呈現下跌，
導致Nasdaq指數一度走弱，惟隨後資金再度逢低買
進，Nasdaq指數才止跌回穩。儘管先前市場憂心拜
登上任將推動加稅或分拆大型科技業等政策，恐進
一步壓抑科技股價格走勢，然目前拜登政權交接團
隊包含眾多科技公司領導高層，涵蓋亞馬遜、微軟
旗下Linkdln，以及Google等公司決策人，而團隊內
主張對大型科技公司持強硬反對態度幕僚較少，未
來拜登對科技業態度未必如市場想像強硬，加上
iPhone 12換機需求暢旺，有利科技股重啟攻勢。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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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daq指數 

指數最高:12,108 

       最低:8,215 

        11/12:11,709 

黃金價格 

指數最高:2,075 

        最低:1,659 

       11/12:1,877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亞 
 
債 

中國公布10月份信貸報告，社融規模1.42兆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增加，加上現階段美中公債利差仍繼續
維持歷史高檔，有利資金在尋求相對收益下繼續流
入中國債市。雖近期中國當地評級AAA的國有永城
煤電控集團爆發短期融資未能按期償付，同時市場
也傳聞紫光集團境內短期也可能面臨極大融資壓力，
導致紫光集團美元債價格上週暴跌25%，但並未影
響亞高收主要成分債地產與金融債上週表現，加上
印度10月份製造業PMI來到今年新高，市場對於印
度基本面由疫情中復甦有所期待，推升印度美元債
上漲逾1.5%。由於亞洲高收益債持續具備殖利率相
對高的優勢，加上法人買盤穩定的支撐下，積極者
若已佈局美國高收益債基金，短期亦可再慎選選債
能力良好的亞洲高收益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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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總評 

債 市 

摩根大通亞洲信貸指數 

市場投資情緒延續美國大選不確定性消除，轉趨相對樂觀，儘管未來美國大選
可能有選舉訴訟的干擾，但市場資金仍買超高收益債，顯示在投資人信心大增
下，信用債價格仍緩步上漲的可能。此外，英國央行與歐洲央行透露將加大貨
幣寬鬆規模，考量絕對收益與主權債違約機率較低下，資金強力回補新興市場
美元債。建議積極投資人可以優先以美國高收益債基金為佈局核心，小量佈局
亞洲高收益債基金，較保守投資人則可透過複合債基金或新興市場美元債基金
作為佈局核心。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投
資
等
級 
債 
/ 
高
收
益
債 

儘管美國總務署遲遲未宣布拜登為新任總統當選人，
加上現任總統川普陣營針對選務舞弊提出訴訟，但
市場依舊沉浸在選後不確定性消除的樂觀情緒下，
資金由美國公債抽離，轉往風險性資產，導致美國
10年期公債殖利率再度彈升，最高一度逼近8個月
高點0.97%，而公司債信用利差也因為樂觀投資情
緒影響，連兩周收窄，雖下半周在全球新冠疫情再
度拉警報下，加上聯準會官員出面呼籲必要時強化
購債計劃內容，公債殖利率拉回至0.9%以下。追
逐風險意願提升，高收益債周間價格一度再創今年
新高，預期年底前高收益債信用利差可望近一步收
窄，未來價格表現可期。保守者可佈局含高收益債
之複合債基金，積極者可佈局高收益債基金。 

新 
 

興 
 

市 
 

場 
 

債 

市場擔憂歐洲央行擴大寬鬆規模，部分尋求收益的
資金持續重返新興市場，近期信評公司惠譽確認墨
西哥投資等級信評，先前身受惡性通膨的土耳其，
上週公布的經常帳赤字大幅改善的激勵，在墨西哥
美元債延續上漲與土耳其美元債破底反彈的帶動下，
新興市場歐非中東與拉丁美洲美元債指數均上揚近
1%。短時間負利率債券規模難明顯下降下，資金
提前布局利率相對成熟國家主權債高的新興市場美
元債，資金連續6周流入美元債基金。此外，美元
短線趨弱，讓部分新興市場貨幣表現止跌回穩，但
中期主要新興國家匯率貶勢仍未改變，短期當地貨
幣債或有轉機，但中長期展望仍偏負向，因此建議
暫且觀望，核心配置以美元債基金為主。 

債 市 

巴克萊美國高收益債指數 

巴克萊新興市場美元債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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