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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資訊與分析，不涉及特定投資標的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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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類別近期漲跌變化

資料截至110/7/16 15:00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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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資料來源：Bloomberg 資料截至110/7/16 15:00

1W(%) 1M(%) 3M(%) 6M(%) YTD(%)

全球股 0.01% 0.81% 2.66% 10.34% 11.98%

美國 0.91% 3.23% 4.17% 15.70% 16.08%

歐洲 1.27% -1.14% 3.46% 10.97% 13.74%

日本 0.41% -4.22% -5.49% -1.63% 2.22%

新興市場 2.30% -1.57% -0.02% -0.70% 4.43%

新興亞洲 2.71% -1.14% -1.04% -2.62% 3.10%

中國 0.58% 0.74% 3.44% -0.62% 2.05%

台灣 1.32% 3.39% 4.29% 14.59% 21.47%

新興歐洲 -1.29% -3.98% 7.57% 6.15% 10.34%

俄羅斯 -0.96% -3.99% 7.68% 9.35% 16.19%

新興拉美 4.00% -2.24% 7.73% 4.43% 5.68%

巴西 0.35% -1.39% 5.25% 5.92% 7.10%

生技 -1.95% 0.00% 3.03% -2.27% 4.34%

健康護理 -0.43% 1.81% 5.69% 7.31% 10.21%

科技 -0.11% 3.59% 3.49% 11.88% 12.84%

能源 -3.25% -9.58% 3.58% 17.11% 31.98%

貴金屬 3.65% -7.63% -6.46% -3.99% -8.83%

全球債 0.21% -0.01% 0.72% -1.75% -2.55%

投資級債 -0.07% 2.16% 3.80% 0.63% -0.71%

美高收 -0.10% 0.64% 1.58% 2.84% 3.16%

全高收 -0.12% -0.17% 1.59% 2.62% 2.25%

歐高收 0.07% -0.05% 0.87% 2.44% 2.85%

新興美元主權債 0.15% 0.53% 2.53% 1.18% -0.56%

新興當地貨幣債 0.55% -1.96% 0.31% -3.15% -4.07%

美元指數 0.53% 1.64% 1.16% 2.03% 2.98%

歐元 -0.61% -2.58% -1.49% -2.18% -3.88%

日圓 0.15% -0.02% -1.07% -5.63% -6.31%

人民幣 0.20% -1.11% 0.89% 0.54% 0.59%

澳幣 -0.77% -3.57% -3.93% -3.09% -3.94%

南非幣 -2.37% -5.51% -1.74% 5.44% 0.70%

台幣 0.10% -1.21% 1.11% 0.79% 1.01%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盤勢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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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財報季開跑 投資聚焦基本面

2021/7/20 6

基本面

全球經濟邁向復甦:

1.大型國際預測機構，紛
上調今年經濟預期。

2.預期美股第2季財報將
有亮麗表現。

3.各國擴大疫苗施打，新
冠疫情可望紓解。

4.美中為經濟成長火車頭。

Factset(7/9)預估S&P500指數
成份公司，今年Q2每股盈餘
預期可達64%的年成長率，
有機會挑戰年成長70%。

基本面支撐強勁場，多頭氣氛可
望持續。惟漲多之際，應適度提
高風險意識，可採定期定額或分
批佈局以降低波動風險。

圖片來源：經濟學人智庫、IMF、OECD、Factset

英國新冠確診人數激增，但死亡人數並無增加，疫苗展現成效

確診案例 死亡人數



7

【通膨疑雲】通膨增溫 Fed、ECB認為屬暫時性

圖片來源：Fed、貝萊德智庫

美國6月CPI竄高，巴西、俄羅斯通膨率續揚：
美國6月CPI年增5.4%(預期4.9%、前值5%)，增幅創2008年來最大。排除食品和
能源，核心CPI年增4.5％(預期4%)。另外，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7.3%(預
期6.8%)，創1982年以來最高。數據顯示隨新冠疫情改善及經濟活動重啟，持續
增加通膨壓力。新興國家巴西、俄羅斯6月年通膨率也持續走高至8.35%及6.5%。

Fed(美聯儲)及ECB(歐洲央行)說法：
Fed主席鮑爾表示真正討論升息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後，雖通膨率可能在未來
幾個月內處於高位，但隨後便會緩解。另外，縮減債券購買規模(Taper)的時機未
到。ECB表態將延續寬鬆金融環境，並預測至2023年的通膨率仍低於2%的目標。

美國6月CPI年增率及月增率均竄高 Fed與ECB皆認為近期通膨增溫屬暫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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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篇】行情撲朔迷離 ~投資操作 Q&A !

圖片來源：zhuanlan.zhihu.com、kknews.cc、鉅亨網

如果Fed開始縮減購債
計畫，資金環境緊縮 ?

美元近期有轉強跡象，
操作策略?

金融商品處歷史高檔，
如何控管投資風險?

 站在換匯成本考量，台幣過去10年均價約30.5，台
幣近年來表現強勢，可掌握換匯良機。

 以控管匯率風險及貨幣多元資產配置角度，可將部
分台幣轉換成美元資產。

 Fed主席鮑爾於7/14表示，目前經濟與就業的進展
仍不足以啟動每月大規模的縮減購債計畫。

 目前Fed每月購債1200億美元，市場預測今年底或
明年初將開始縮減購債計畫，估將採漸進方式縮減，
仍繼續購債一段時間，資金環境持續寬鬆。

 Fed曾在 2014 年縮減購債，約花一年時間才完全
停止繼續買進，直到 2015 年 12 月才正式升息。

 資產多元化(基金、保險、外國債)。
 依客戶屬性，做好資產配置。
 投資區域分散及貨幣多元化。
 可採定期定額或分批布局，降低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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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重點結論】

圖片來源： inf news、top10 stockbroker.com

觀察重點：雖然美國6月CPI及PPI增長率(年、月)竄高，新興國家的巴西、
俄羅斯6月CPI年增率持續走揚，使近期投資人對通膨的疑慮再度加深，而
新冠變種病毒使疫情反覆、美中關係持續緊繃，也不時干擾短期金融市場
的波動。不過，隨著疫苗的擴大接種，加上各國財政刺激計畫持續發酵，
今年全球經濟可望大幅成長，未來景氣復甦行情仍值得期待。

操作建議：雖目前全球股市大致仍為多頭走勢格局，惟多國股市均位於歷
史高檔區，可適度提高風險意識。建議採波段操作的投資人，可適時獲利
調節做好風險控管，空手者可趁市場回檔，採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布
局。股市部份建議優先配置美、歐、中國、台灣、俄羅斯、科技及能源等
相關基金標的，債市部分建議優先配置高收益債等相關基金標的。

今年全球經濟將呈明顯復甦態勢

近期全球通膨有增溫的跡象



投資觀測晴雨表

10



2021/7/20

資產類別
市場展望

短期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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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歐洲
(俄羅斯)

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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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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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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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調整說明

理由：

由於今年以來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價格漲勢強勁，而鐵礦砂、黃豆、玉米及能源等均為巴西的
重要出口產業，而原物料、金融及能源產業合計就佔了巴西股市約6成比重，故促使巴西股市
於6/10創下130,526點的歷史新高。不過央行今年以來雖已三度升息(共9碼)，但今年6月的通膨
年率持續上升至8.35%(今年1月年通膨率4.56%)，明顯超過央行5.25%的目標上限，央行未來還
有升息空間，也將加深投資人對通膨的疑慮及減弱對資金行情的期待。另外，由於大宗商品
的飆漲及全球通膨普遍增溫，中國及各國政府可能持續會有相關措施，恐將壓抑大宗商品價
格。因此調降【拉丁美洲】(巴西)長期展望由【正向】至【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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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債：短期展望由『正向』下調至『中性』
理由：在全球新興市場及美國正在進入緊縮階段下，中國人行意外全面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0.5%，市場預期將釋放出1兆人民幣，主要是要減緩中小企業在大宗商品漲價下的營運壓
力，惟人行此舉也隱含，中國在歷經去年新冠疫情後復甦至今，整體經濟動能有趨緩的可
能，因此人行必須提前加碼貨幣刺激政策。此外，就市場流動性部份，隨著近期公布的社
會融資金額連續3個月相對去年減幅達3成以上，更應證了近一年中小企業資金緊俏的情形
並未有明顯改善，參考過往人行降準循環記錄，後續還有調降的空間。僅管人行仍對外宣
稱將致力維持市場流動性，但因中國基本面已有轉弱之虞，不利中資美元債信用利差收斂，
將影響亞債整體表現。全球資金環境尚屬充裕，且因亞債過往俱備波動較低的特性，尋求
收益的資金仍會被動流入，中國在亞債的國家佔比上往往超過5成，近期中國信貸市場屢
爆違約情事，特別是信評較差的亞洲高收益債，市場追價意願將降低。建議偏好高配息的
投資人，可逢近期反彈獲利了結亞洲高收益債佔比較高之基金，轉進全球高收益債或美國
高收益債基金。

看法調整說明



個別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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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
六個月走勢

美

股

儘管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升至5.4%，高於市場預期的4.9%，增幅創金融海嘯
以來最大、核心CPI年增率亦升至4.5%，甚至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年增率亦達7.3%，高
過市場預估的4%，創1982年以來新高，市場對通膨與Fed提前縮減購債時程的擔憂上升，
惟聯準會(Fed)主席鮑威爾於聽證會上釋出現階段仍不是推動縮減購債時機的鴿派言論，
緩解投資人擔憂，以及截至7/10當週初領失業金人數降至36萬人，再創疫情以來新低，
多空消息交錯導致美股震盪。雖然近日仍有舊金山、聖路易等Fed分行官員支持縮減購
債或撤出刺激措施，但鮑威爾已多次重申寬鬆基調，意味著Fed目前仍不急於調整貨幣
政策，再加上美股陸續發布第2季財報，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百事可樂等企
業財報優於預期，且逾百家已發布財測企業近7成展望正向，一旦接下來財報續交好成
績，有利穩定多頭信心，基本面佳與資金面無虞，美股後市將持續向上。建議投資人可
在S&P 500指數回檔時，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15

股市總評
雖然美國6月CPI及PPI增長率(年、月)竄高，新興國家的巴西、俄羅斯6月

CPI年增率持續走揚，使近期投資人對通膨的疑慮再度加深，而新冠變種

病毒使疫情反覆、美中關係持續緊繃，也不時干擾短期金融市場的波動。

不過，隨著疫苗的擴大接種，加上各國財政刺激計畫持續發酵，今年全球

經濟可望大幅成長，未來景氣復甦行情仍值得期待。建議優先配置美、歐、

中國、台灣、俄羅斯、科技及能源等相關股票基金標的。

成 熟 市 場

S&P 500指數

指數最高:4,393

最低:3,694

7/15:4,360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歐

股

經濟持續復甦，需求旺盛，歐元區五月工業生產年率20.5%，雖
低於前期39.4%，但連續三個月雙位數增長。此外，歐元區及歐
洲第一大經濟體德國六月通膨年率終值分別為1.9%及2.3%，兩
者皆低於前值2%及2.5%，但仍處於央行設定之區間範圍內。另
外，英國六月通膨年率升至2.5%，不但優於前期2.1%，亦好於
預估2.2%。由於通膨意外急升，英國央行(BOE)副總裁拉姆斯登
及貨幣政策委員會(MPC)委員桑德斯接連表示，英國央行可能提
前停止購買公債。考量歐洲經濟持續暢旺，主要經濟體施打一劑
疫苗覆蓋率超過五成，兩劑超過四成比例，且各經濟體逐漸解封，
歐股多頭格局不變，建議回檔分批佈局。

日

股

日本央行維持寬鬆不變，將原先今年經濟增長估值4%下調至
3.8%，並上調明年經濟增長估值從2.4%至2.7%。隨經濟復甦，
需求旺盛，日本五月機械訂單及工業生產年增率分別升至12.2%

及21.1%，雙雙優於前期6.5%及15.8%。其中，機械訂單更大幅
優於預期6.3%。不過，受國內疫情升溫及歐美國家相繼解封影響，
截至7月10日當週，外資淨匯出日股105億日圓，外資已連五週淨
匯出日股，日股承壓。考量日府持續寬鬆支撐國內企業，並不看
淡日股長期走勢。惟東京緊急事態宣言涵蓋整個東奧舉辦期間，
短期日股走勢相對疲弱。

成 熟 市 場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4,158

最低:3,448

7/15:4,158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30,467

最低:26,436

7/15:29,018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中
國

先前因滴滴打車在紐約掛牌後被中國當局安全審查，擔憂中
國可能加大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力道，所引發在美上市中概股
賣壓暫告一段落。近期公布的6月消費零售額、進出口及Q2
的GDP成長率等數據均屬穩健成長，過去一週上證指數呈震
盪反彈走勢。美國參議院於7/15通過「強迫維吾爾勞動防治
法」，接下來將由眾議院審議後，再交由美國總統拜登簽署，
未來將禁止從中國新疆地區進口產品，另外美國7/16發布對
香港的商業警告，並制裁了中國7名官員，美中關係愈趨緊
繃。統計局公布6月消費品零售總額 3.8 兆元人民幣，年增
12.1%(預期10.8%)，另海關總署公布6月(以美元計價)，出
口年增32.2%(預期23%)，進口年增36.7%(預期29.5%)，貿
易順差515.3億美元，海關總署表示，目前中國經濟保持穩
定，同時近期國務院已部署做好大宗商品的「保供穩價」工
作，政策效應將持續發酵，有利於穩定市場。中國公布Q2
的GDP年增率為7.9%，與經濟學者預估的8%大致相符，季
增率為1.3%，今年上半年增長12.7%，顯示經濟復甦從強勁
轉為穩健，而消費支出增加也使復甦更趨平衡。商務部數據
顯示，今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資年增長28.7%至6078億元
人民幣（約910億美元），另外，央行於7/15正式下調金融
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預估將釋放長期資金約一
兆人民幣，有助陸股資金行情。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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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證指數

指數最高: 3731

最低: 3328

7/15：3564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台

股

台灣雖未完全擺脫新冠疫情對經濟活動的干擾，但已陸續施打疫
苗且疫情已有明顯好轉，加上美國股市的蘋果公司股價攀上歷史
新高，帶動台股於7/15多頭攻勢再起，大盤一舉攻克「萬八」再
創史上新高紀錄，過去一週指數呈震盪上漲格局。台灣本土疫情
至今尚在「三級警戒」，現正面臨疫情控制與經濟解封兩難的考
驗。不過好消息傳出，由於國際對半導體、電子元件的大量需求，
推動台灣6月出口額達366.5億美元，年增率達35.1%，出口表現
戰勝新冠疫情。另外，台灣綜合研究院7/14上修今年台灣經濟成
長率預測至5.12%(主計總處估5.46%、央行估5.08%)，今年GDP
成長率可望保「5」。雖「第三級警戒」尚未解除，但預估將陸
續放寬封鎖措施，另政府紓困方案持續發酵，有助增強投資人信
心，建議可分批承接布局。

新
興
亞
洲

亞洲疫情反覆及中國對科技公司監管力道加強使中概股下跌等因
素的影響淡化，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過去一週呈跌深反
彈的走勢。越南新一波疫情主要發生在胡志明市、東南部、北江
及北寧等城市，均為重點生產及加工出口區，目前暫時面臨生產
癱瘓狀況，近期越股也呈現較大的回檔，今年上半年GDP年增率
達5.64%，股市在短線衝擊過後，可望醞釀出新的良好佈局時機。
印度目前新冠疫情已明顯趨緩，經濟復甦持續步入正軌，各經濟
預測機構估計今年GDP成長率可達9.5%~10.5%，印度SENSEX
指數於7/15再創53,158的收盤歷史新高。考量此區域今年經濟可
較去年大幅成長，建議可於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回檔時，
定期定額或分批布局新興亞洲股票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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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權指數

指數最高: 18034

最低: 15089

7/15：18034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959

最低: 836

7/15：873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新

興

歐

洲

近期國際油價出現下跌，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由7/5的77.2美元
/桶，回落至7/15的73.3美元/桶，加上國內新冠疫情持續嚴峻，
過去一週俄股呈震盪回檔的走勢。歐盟以俄羅斯未能充分執行
烏克蘭東部實現停火的明斯克協議為由，決定再次延長對俄的
經濟制裁期限至明年1/31，符合市場預期。本土新冠疫情持續
增溫，截至7/13，單日死亡人數767人創新高，短期經濟活動
恐受到影響。央行7/14表示未來幾個月的通膨壓力仍將居高不
下，行長表示考慮在7/23的利率會議將基準利率從目前的5.5%
再上調 1~4 碼。今年來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漲，有助今年的經
濟表現，預估GDP年增率可望達4%。雖然新一波的疫情仍嚴峻，
不過預估今年經濟可望明顯成長，將有利俄股行情。

拉

丁

美

洲

雖國會針對政府防疫不力進行調查及總統波索納洛涉多項弊案，
但強勁經濟復甦的預期，繼續支撐著市場人氣，過去一週巴西
股市指數呈小幅上漲走勢。6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年率再
度加快至8.35%，仍高於央行設定的目標上限5.25%，預期央行
仍有升息空間。新冠疫情雖仍嚴峻，但近期每日新增確診人數
已有明顯減少，經濟部表示，今年的GDP預計將增長5.3%，高
於央行稍早估的4.6%。巴西政府表示，將籌集1000億里爾，提
出一項備受期待的所得稅改革方案，降低企業所得稅(計畫2年
內將公司稅率從15%下調至2.5%)，提高企業股息稅(從0提高到
20%)，同時降低補貼，以增加稅收。由於加速疫苗的接種，疫
情已有緩和跡象，看好巴西今年經濟可望持續朝正向發展。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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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RTSI$指數

指數最高:1,695

最低:1,361

7/15 :1,612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30,526

最低:106,023

7/15 :127,468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
六個月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IA)公布美原油庫存減少789.6萬桶，高於預估
的減少400萬桶，一度拉抬布蘭特油價漲破每桶76美元價位，不過隨
後沙烏地阿拉伯與俄羅斯結盟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聲明，主
要產油國已達成增產協議，從今年8月到12月止，每日將增產40萬桶，
到年底將使油市供應量增加至每日200萬桶，引發部分投資人獲利調
節，布蘭特油價走跌。考量美、歐逐步解封後，有助提振能源需求，
加上未來OPEC+仍採溫和增產方式，根據路透社計算，本次增產協
議將讓全球產油量從明年5月起約每日增產163萬桶，對油價影響尚在
可控範圍，預期油價短線歷經震盪後，可望重拾漲勢。建議投資人可
在布蘭特油價回檔時，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健

護
/
科

技

即使拜登政府鼓勵聯邦貿易委員會等監管機構嚴格審查企業反壟斷
行為，市場猜測對象暗指大型科技業，惟隨後Fed主席鮑威爾於國
會作證強調寬鬆政策不變，提振投資人風險偏好，微軟及Alphabet

等科技股創歷史新高，再加上彭博報導，美國蘋果公司已要求供應
鏈廠商今年生產逾9,000萬台的新一代iPhone，iPhone可望增產的利
多消息也激勵蘋果股價創新高，整體一週多空消息導致Nasdaq指數
震盪。由於目前傳出蘋果新iPhone將於9月上市，預期將提供使用
者在5G傳輸速度、電池續航力、螢幕指紋解鎖等功能上能夠有更
好體驗，再加上半導體晶片、娛樂遊戲、影音串流服務等市場需求
不墜，科技股有機會再締造新高。建議投資人可在Nasdaq指數回
檔時，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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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特油價

指數最高:77.84

最低:53.27

7/15:73.37

Nasdaq指數

指數最高:14,803

最低:12,397

7/15:14,543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亞

債

中國公布第二季的GDP年增長為7.9%，大致符合市
場預期，然而隨著近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
漸顯疲弱，加上國內投資增速依舊集中於房地產，
製造業與基礎設施的增速低迷，中國下半年的經濟
復甦力道恐減弱。此外，亞洲大國印度在食品及燃
料成本推升價格影響下，6月份CPI年增達6.26%，
為今年以來首次超越央行設定的通膨上限，然而印
度嚴峻的疫情仍未見到緩解，勢必讓今年以來依舊
維持貨幣寬鬆政策的印度央行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今年上半年亞債主要組成中資美元債的累計違約金
額再度創下歷史新高，加上下半年仍面臨償債高峰，
短期亞洲高收益債因投資情緒緩和有所反彈，但長
期價格表現將承壓。積極者短期在亞洲高收益債基
金部位不宜過大。有獲利者可進行獲利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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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總評

債 市

巴克萊亞洲高收益指數

美國的通膨年增率連三個月創高，但因近期市場資金仍充沛，加上市場目前正在反應下半

年通膨減緩的預期，美債殖利率持續滑落，有利整體歐美公司債的價格走勢，另受惠市場

違約率逐季改善，高收益債也維持強勢走勢。隨原油價格走升，需求回暖下，有利以原油

為主要出口的波灣國家，相較於其他新興國家主權債表現將更能抗跌跟漲。在股市牛市格

局未變下，與股市連動性較高的的美國高收益債基金可作為佈局核心，惟因近期中國信貸

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積極者曝險於亞洲高收益債部位不宜過大。另保守投資人則可透過

含投資等級債之基金或波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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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6月份CPI年增幅度持續創高來到5.4%，不僅
高於前月的5%，更大幅高於市場預期，導致10年
奇美債殖利率一度衝破1.4%整數關卡，惟隨後在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於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短期的通
膨或令人擔憂，但他仍預期最近的價格壓力終將消
退，淡化市場投資人對於通膨跳升的擔憂，美債殖
利率也順勢回落，儘管近期美國房地產增溫，但聯
準會透露尚不考慮優先減少購買抵押貸款債券，也
讓證券化商品的價格有撐，而與公債連動性強的投
資等級債價格，持續反轉向上。隨著進入美國財報
週，市場普遍認為美國企業獲利強勁成長，有利美
國公司債違約率下降。保守者可開始布局含投資等
級債之基金，積極者亦持續佈局高收益債基金。

新

興

市

場

債

雖美元指數持續於近3個月高點震盪，但受惠美債
殖利率短期下滑趨勢延續，加上新興市場主權債普
遍存續期間較長，且市場資金仍屬充沛下，新興市
場主權債維持於近期高點附近震盪。儘管近期部份
新興國家貨幣出現較明顯貶勢，但短期整體市場風
險偏好仍強，依EPFR資料顯示，截至7/7，資金再
度回流新興市場債。而在新興市場債中，波灣國家
政府總貨幣儲量加上主權基金，佔GDP的比重超過
220%，隨著新興市場債自去年中逐步反彈以來，
殖利率已來到相對低位，尋求收益的資金將開始考
量下檔風險，波灣債因受惠油市復甦，下檔風險相
對較小，有機會成為後疫情環境下，資金聚焦的債
種。核心配置建議以波灣債基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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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