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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後勢展望
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於上週召開，聯準
會(Fed)主席鮑威爾雖表達支持縮減購債(QE
Taper)將在今年實施，但因未提出明確時間點
，市場解讀釋出積極信號，再加上7月核心個
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Core PCE)月增率為0.3%
，連續三個月減少，以及輝瑞 (Pfizer) 與
BioNTech研發的新冠疫苗正式獲美FDA全面
使用授權，可望提高民眾接種意願，進而提振
投資人樂觀情緒，激勵標普500及那斯達克指
數再創新高。雖然鮑威爾並未透露啟動QE
Taper明確時間，但預期今年底前Fed仍會宣布
啟動QE Taper，惟將採逐步縮減方式，減少貨
幣緊縮措施對市場衝擊，加上近期發布截至
8/21當週初領失業金人數僅小幅升至35.3萬人
，仍是疫情爆發以來低點水準，且美第2季
GDP成長率修正值達6.6%，優於初估值6.5%
、Factset預估標普500大企業第3、4季獲利年
增率仍有逾2成水準，以及眾院通過3.5兆美元
預算框架和1.2兆美元基建案可望於9/27投票
通過，意味經濟基本面將保持穩健增長，有助
美股維持多頭氣勢。

美股多頭氣勢料將
延續、QE Taper與
經濟持穩



歐洲後勢展望
雖變種病毒來襲引發擔憂，然而隨歐洲主
要經濟體英、德、法、義、西至少施打一
劑疫苗占總人口比率逐步突破七成比例，
歐元區及英國公布八月服務業PMI初值仍是
高於榮枯線50的擴張狀態，分別為59.7及
55.5，維持高檔，顯示在高疫苗覆蓋率的保
護下，變種病毒對歐洲服務業的衝擊逐漸
淡化。此外，歐元區及英國公布八月製造
業PMI初值分別為61.5及60.1，保持火熱擴
張。歐元區第一大經濟體德國第二季GDP
成長年增率由負轉正達9.4%。相對Fed可望
先於年底前執行縮債計畫，ECB及BOE仍維
持寬鬆貨幣政策，加上歐洲經濟強勁復甦
，基本面佳，助益歐股多頭漲勢。歐元區
主要經濟體及英國完整接種疫苗(施打兩劑
以上)比例已超過或接近六成比例。在疫苗
普及情況下，加上ECB跟BOE仍維持鴿派
立場，投資人信心受到支撐，資金行情助
益歐股，歐股維持多頭格局不變。

ECB、BOE保持寬鬆
， PMI亮眼，歐股多
頭格局



亞太市場後勢展望

日本確診人數居高不下
拖累日股，新興亞洲疫
情仍干擾經濟活動

日本：截至8月26日，日本新冠疫苗至少施打一劑占總人
口比率為54.95%，不及歐美主要經濟體施打率(美、德、
英分別為60.65%、64.32%、70.31%)。在此同時新冠變種
病毒肆虐日本境內，截至8月29日，單日確診人數為
22,748人，確診人數已連數日超過兩萬人次，其中8月23
日更創下單日26,121人確診的新高數字，染疫人數仍處高
峰期。日府加大管制範圍並延長緊急事態宣言至9月12日
，惟確診人數仍居高不下，如期解除緊急事態宣言機率
低。日本經濟成長受到壓抑。其中，延長並加大緊急事
態宣言範圍拖累日本服務業表現，日本八月服務業PMI
初值陷入疫情爆發以來的另一波新低點43.5，呈現更深的
萎靡。另截至8月21日當週，外資淨流出日股5,506億日圓
，日股表現持續疲弱。

新興亞洲：本區域的防疫封鎖措施壓抑著經濟活動，占
權值重的中概股騰訊、阿里巴巴等股價下跌，使MSCI新
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近期呈現相對弱勢。印度的新冠疫
情放緩，經濟前景看法更趨樂觀，推升印度股市8/27再創
56,124點新高。越南新冠疫情嚴峻，胡志明市自8/23起實
施「居家禁足令」，但估計對股市的影響屬短暫的衝擊
，越股短線出現技術性拉回可望形成布局良機。南韓為
控制通膨及利率正常化，於8/26宣布升息1碼，開了亞洲
央行啟動升息的第一槍。由於中概企業股價受中國加強
監管干擾表現相對弱勢，建議待中國監管放緩、中概股
回穩後，再行布局。惟因疫情衝擊超跌的越南股市，建
議可分批布局。



中國加強監管，股市
嚇跌，台股創高後拉
回，可擇機布局

大中華後勢展望
中國：受到近期中國持續加強監管，持續擴散至房地
產、監管網科股、赴美掛牌IPO股、教育類股、外賣
送平台及白酒企業等，中國當局再度加強對大型上市
公司監管，近日又再延燒至演藝行業，市場疑慮加深
，也擴延陸股及港股。受華中嚴重水患及新冠疫情增
溫影響，中國7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年增
6.4%，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8.5%，分別比6
月回落1.9個百分點和3.6個百分點，1～7月固定資產
投資年增10.3%，均不及預期。由於中國加強監管政
策持續進行中，且尚無停歇跡象，因此短期波動風險
較大，故建議先行觀望。另外，中國人行自7/15起下
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近期華中地區
發生嚴重洪災，估計年底前可望再次降準，由於預料
官方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中長期有助刺激經濟，因此
中國長期展望看法正向。

台灣：台股於7/15攻克「萬八」創下史上新高紀錄後
，獲利調節賣壓出籠，台股指數一路回跌至8/20的
16,341波段低點，隨後強勁反彈(截至8/27)站上17,200
點。政策方面，當沖降稅優惠原本將於今年底到期，
不過行政院8/18拍板當沖降稅將延長三年，稅率維持
千分之1.5，以助提升台股交易動能，接下來就看立法
院審議情形。7月景氣綜合判斷分數較6月減少2分，
惟燈號續呈紅燈。台股上市櫃公司今年上半年營收、
獲利金額均創10年同期最高。台灣全國疫情已明顯趨
緩，並持續擴大接種疫苗，將有助經濟活動恢復，台
股基本面、政策面及資金面仍有利多方趨勢。



俄羅斯央行升息控通
膨，經濟數據亮麗增
強投資人信心

新興東歐後勢展望
俄羅斯：由於俄羅斯近期公布的重要經濟數據表
現優異(GDP、失業率、零售銷售等)，抵銷了投資
人對本土Delta變種病毒疫情及國內通膨高漲的擔
憂，俄股近期呈相對強勢格局。國際油價在7、8
月的走勢波動相當大，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一度
回落至8/20的65.0美元/桶，隨後因為輝瑞首支疫
苗獲得美國FDA全面授權，市場預期新冠疫情將可
趨緩有利原油需求，加上墨西哥石油平台發生火
災，使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又強勁反彈(截至
8/27)至71.6美元/桶。央行為對抗攀高的通膨，
央行今年來已4度升息(共9碼)，然而7月份通膨年
率6.46%仍遠高於央行4%的目標，預估還有升息空
間。基本面數據方面，受新冠疫情再度增溫影響
，7月的工業生產年增長6.8%低於預期的8.2%，惟
今年Q2年增長10.3%，經濟表現明顯優於預期，總
統普丁表示經濟已回到疫情爆發前水準。由於受
惠今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漲，今年Q2的經
濟表現為2000年以來最快增速，摩根士丹利也上
調對俄羅斯今年GDP增長預期至4.6%(先前央行估
4.0-4.5%)。由於持續擴大接種疫苗，未來經濟活
動可望再更趨活絡，今年經濟可望有超過4%以上
的成長，可分批佈局以掌握景氣回升行情。



巴西通膨疑慮、鐵礦
砂價格回落、政局紛
擾影響投資信心

拉丁美洲後勢展望
巴西：由於中國(全球最大鋼鐵生產國)近期推出
壓抑鋼鐵生產的措施，使在中國鋼鐵生產放緩
，導致近期鐵礦砂(生產鋼鐵的原料)價格明顯回
落，由於鐵礦砂是巴西的重要出口產品，近期
價格大幅走弱，致使近期巴西股市呈現明顯下
跌走勢。今年7月的通膨年率由6月的8.35%再竄
高至8.99%，另根據央行會議紀錄顯示，預計9
月將再度升息100個基點(4碼)，也加深了投資人
對通膨的疑慮及減弱對資金行情的期待。政治
方面，巴西將於明年(2022)10月舉行總統大選，
目前大部分民調中，波索納洛的支持度都落後
給前總統魯拉，因此波索納洛亟欲尋求軍警的
支持，各州州長擔心軍警會在9/7的遊行公開支
持波索納洛，加上稍早提出電子投票可能造成
選舉舞弊的說法，讓投資人擔心短期政局恐有
震盪不安的疑慮。另外，巴西新稅務改革方案(
預計明年企業所得稅率由15%降至12.5%、2023
年降至10%、徵收20%的股利稅)，眾議院已第
三度遞延稅改法案表決，政治與政策面不確定
性壓抑市場信心。雖然新冠疫情已有減緩跡象
，先前公布經濟數據優於預期，但由於鐵礦砂
近期價格大跌、通膨疑慮未除 及政局陷入紛擾
不安，建議先行觀望。



產業族群後勢展望
返校需求與新機題
材支撐科技股、疫
苗接種和新創醫療
延續生技人氣

科技：由於輝瑞/BioNTech新冠疫苗獲美FDA授權完整藥
證，預期將有利各國更方便採購疫苗以對抗疫情，以及
鮑威爾對QE Taper保持謹慎言論，緩解投資人擔憂情緒
，不僅推動投資人風險偏好逐步修復，亦激勵微軟、
Alphabet、Facebook、Nvidia等大型科技股價格反彈。考
量時序進入學生返校(back to school)將提升對筆電(NB)
及軟體服務需求，加上蘋果新一代iPhone 13預計將於9
月中旬發布，預估本次新機種電池容量提升、鏡頭再升
級等規格進化，可望再次迎來新一波銷售熱潮，有助提
振科技股人氣。
生技健護：輝瑞(Pfizer)與BioNTech共同研發的新冠疫苗
獲美FDA全面使用授權，成為首支取得完整藥證疫苗，
激勵Pfizer、莫德納等疫苗股大漲，再加上必治妥施貴寶
旗下抗癌藥物Opdivo亦獲FDA核准作為癌症患者輔助療
法等利多消息推動NBI指數止跌回穩。由於拜登政府擬
規畫完全接種2劑新冠疫苗民眾，未來將注射第3劑加強
針，預期接下來莫德納、嬌生疫苗也有機會取得FDA完
整藥證，加上歐盟也與新冠疫苗製造商諾瓦瓦克斯
(Novavax)簽署上限2億劑的疫苗供應合約，以及美歐藥
廠不斷鑽研抗腫瘤和癌症等高端基因免疫療法技術，有
利生技股延續反攻氣勢。



先進國家力推第3劑
疫苗有利穩定油價、
Fed未來縮減購債不
利金價表現

原物料後勢展望
能源：美能源資訊管理局(EIA)發布截至8/20當週原油
庫存減少298萬桶，創去年1/24當週以來最低、墨西
哥石油平台祝融將導致產量減少約25%，加上輝瑞
/BioNTech製造的新冠疫苗獲美FDA全面使用授權，
提振投資人信心，緩解經濟封鎖與油市需求下滑擔憂
，帶動油價反彈。雖然新冠疫情繼續蔓延，但考量美
、歐等先進國家正搶先計畫民眾施打第3劑疫苗，不
斷力拼擴大疫苗覆蓋率，期望降低疫情對景氣與經濟
活動的干擾，將有利支撐油市需求，且OPEC目前仍
僅以每日增加40萬桶速度，緩步調升產量，原油供給
面也未存在大幅增產疑慮，預測布蘭特油價歷經修正
後，可望逐步回穩，有機會站穩每桶70美元關卡。

金屬：Fed利率會議紀要暗示年內將啟動縮減購債，主
席鮑威爾支持但未透露啟動時間，金價止跌回升。考
慮Fed年底將執行縮減購債計畫、市場亦預期明年底
Fed有機會重啟升息循環，至於銅價展望，儘管日前
全球最大銅礦生產國智利出面調解銅礦商勞資糾紛，
惟智利國營銅礦公司所提的薪資協議已遭工會拒絕，
罷工風險上升，恐讓全球銅礦供應面臨緊縮威脅，再
加上電動車銷量持續成長，預期有機會推升扮演潔淨
能源關鍵原物料的銅價走勢。



聯準會縮減購債在即美
國高收益債違約率降至
10年新低

高收益債後勢展望
美國商務部公布，7月份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
年增3.6%，增速大致與上月持平，雖增速仍維持於
近30年高位，但整體通膨升溫的情勢稍見緩和。不過
隨著美國就業市場自下半年起明顯改善，在市場矚目
的全球央行年會上，聯準會主席鮑威爾透露，將在年
內支持聯準會進行縮減購債，大致符合市場多數經濟
學家的預期，同時鮑威爾亦強調，現行縮減購債並不
表示升息在即，市場依舊估計聯準會於2022年底才
會啟動升息。在鮑威爾安撫市場言論下，美債殖利率
滑落，由於目前美國債務上限延長仍未通過，美國財
政部減少發債壓抑殖利率曲線，短期美債殖利率大幅
彈升機率不高。

今年以來有226家企業被調升信評，僅有102家企業被
降評，調升評等/調降評等之比率達兩倍之多，隨著
企業獲利展望仍佳，多數美國企業的債信品質也同步
提升，依信評公司惠譽近期報告顯示，今年高收益債
的預期違約率將有機會創下2007年以來的新低。由於
目前美國公司債投資風險偏好仍強，加上信用市場持
續改善，在預期資金流動性充足下，公司債價格走勢
穩健。建議保守者可以透過含投資等級債之複合債基
金進行佈局，積極投資人可佈局美國收益債基金。



油價上行波灣債較具
優勢，縮減購債期間
宜避開當地貨幣債

新興市場債後勢展望
新興市場美元債：近期在中國經濟走弱的疑慮下，大
宗商品價格出現明顯回弱，但對於新興國家所造成的
輸出型或輸入型通膨依舊延續，除亞洲之外，其他主
要的新興國家仍陷入貨幣緊縮政策中，伴隨著經濟強
勁復甦預期下滑，恐已陷入停滯性通膨的疑慮。受到
全球央行年會上，聯準會主席鮑威爾偏鴿的言論激勵
，市場投資人認為短期即便是要縮減購債，但考量目
前的金融環境離升息尚有一段距離，資金短期可望再
度回流新興市場。受到全球油市需求持續回暖，持續
嘉惠波灣地區產油國，由於部分新興國家，特別是拉
丁美洲，經濟增長有放緩的態勢，且短期通膨亦難以
控制，反觀波灣國家所發行的債券，受惠波灣地區疫
苗施打率較高，且國家整體財政體質也較佳，成為今
年第二季之後新興主權債中，市場較為矚目的資產。
考量波灣債向來較能抵禦下檔風險，建議保守投資人
配置財政體質較佳的波灣美元債基金。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儘管全球央行年會上鮑威爾釋
出較鴿派的訊息，激勵美元指數暫時走弱，但以前次
聯準會縮減購債的經驗，美元走勢偏向先弱後強，長
期仍將影響當地貨幣債的表現，建議持有當地貨幣者
，宜逢價格反彈分批減碼。



中國進入信貸緊
縮週期違約攀高
宜避開亞洲高收
益債

亞債後勢展望
亞洲投資等級債：中國7月份的零售銷售及固定資
產投資年增率持續走低，顯示中國內需及投資動能
正在下滑中，伴隨基本面的疲軟，社會融資規模以
及M2貨幣增速也在下滑，中國整體的資金環境正
進入緊縮，儘管中國人行持續對貨幣市場調控，穩
住信用風險，但資金面的弱化，也將減緩商業銀行
信用創造的力度，企業的違約風險也將因此提高，
儘管亞洲投資等級債具有信用面的優勢，但在市場
資金投資態度趨於保守之際，也將連袂影響亞洲投
資等級債的走勢。

亞洲高收益債：隨中國信貸市場緩步緊縮，中國上
半年整體公司債違約金額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多數
來自於國營企業違約，市場擔憂中國政府若不對於
這些企業提供隱性擔保，可能將連袂影響到其它信
評較差的公司債也產生違約疑慮。緊接下半年，整
體中資美元債同步面臨到期與回售金額規模仍大，
市場投資人對中資美元債的風險偏好降低，亦影響
整體亞洲高收益債的投資氛圍。雖目前亞洲高收益
債殖利率近9%，但考量短期風險增溫，以及市場
雜音仍多，建議避開亞洲高收益債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