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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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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近期漲跌變化 

3 資料截至109/9/21 AM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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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1D(%) 1W(%) 1M(%) 3M(%) 6M(%) YTD(%)

全球股 -0.65% -1.18% -1.01% 7.20% 43.43% 0.40%

美國 -1.12% -0.64% -2.29% 7.16% 44.02% 2.75%

歐洲 -0.66% -0.25% 0.67% -2.34% 19.14% -12.47%

日本 0.18% -0.20% 1.92% 3.92% 41.13% -1.25%

新興市場 0.15% 0.39% 1.53% 10.70% 38.01% -0.55%

新興亞洲 0.47% 0.68% 1.87% 13.15% 40.10% 8.28%

中國 2.07% 2.38% -1.26% 12.48% 21.58% 9.44%

台灣 0.02% 1.58% 2.12% 11.48% 39.44% 7.32%

新興歐洲 -1.08% -0.78% -4.51% -5.88% 22.83% -27.39%

俄羅斯 -1.18% 0.46% -2.64% -1.68% 32.94% -20.68%

新興拉美 -1.68% -0.02% 0.92% 1.54% 31.77% -32.48%

巴西 -1.81% -0.07% -3.18% 1.78% 46.55% -15.01%

生技 0.40% 6.52% 2.77% -1.28% 38.69% 12.98%

健康護理 0.24% 0.55% 0.11% 4.28% 35.51% 5.74%

科技 -1.07% -0.56% -4.58% 8.52% 56.89% 20.29%

能源 -1.15% 2.97% -6.83% -15.17% 31.40% -44.51%

貴金屬 0.00% -3.68% 1.77% 28.51% 106.17% 41.70%

全球債 0.15% 0.28% 0.56% 3.52% 10.08% 6.43%

投資級債 -0.08% 0.16% -0.12% 2.05% 25.39% 8.43%

美高收 -0.04% 0.12% 0.51% 3.22% 23.07% -0.27%

全高收 -0.01% -0.02% 0.68% 5.06% 25.92% 1.05%

歐高收 0.00% 0.11% 0.84% 3.01% 20.65% -2.10%

新興美元主權債 -0.21% -0.57% -0.31% 4.69% 23.44% 1.57%

新興當地貨幣債 0.03% 0.77% 1.64% 3.69% 15.85% -3.03%

美元指數 0.03% -0.11% -0.32% -4.79% -9.60% -3.57%

歐元 0.08% -0.13% 0.45% 5.23% 10.47% 5.67%

日圓 0.06% 1.17% 1.23% 2.30% 6.43% 3.92%

人民幣 0.18% 0.61% 2.27% 4.31% 5.24% 2.89%

澳幣 0.10% 0.11% 1.89% 5.62% 24.97% 3.96%

南非幣 0.18% 2.25% 5.26% 6.29% 9.45% -14.10%

台幣 0.47% 1.03% 1.25% 1.83% 4.05% 3.27%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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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勢觀察重點 

5 



聯準會承諾未來三年不升息 

重點一：維持零利率政策、2023 年底前不升
息 

     最新聲明中提到，17 位官員中預計至少到明年，
利率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有 13 位預計利率維
持不變至 2023 年。 

重點二：修改經濟願景 
     預計今年GDP萎縮將比先前預測有所減少，但預估

未來幾年的復甦將放緩。經濟復甦的步伐比預期
的要快，但未來前景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 

重點三：平均通膨目標架構 
     由於通膨率持續低於長期目標，FOMC將在一段時

間內將通膨率保持在略高於2%的水準，以便通膨
率在一段時間內平均為2%，長期通膨預期保持在
2%水準。 

重點四：Fed 提供長期經濟支持 
     Fed 週三重申將使用其全部工具來支持經濟復甦。

希望「高度寬鬆立場、保持低利率，並通過不斷
購買購入美國公債和抵押貸款證券」將隨時間成
為刺激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 

重點五：敦促國會採取行動 
     臨時額外失業救濟金即將用盡，新一輪刺激政策

的政治僵局可能使經濟倒退，鮑爾再度呼籲國會
採取行動。 

重點六：重申 Fed 並非沒有彈藥 
     鮑爾稱：「我們 (Fed)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目前

利率政策立場適合支持經濟且功能強大… 可以
肯定的是，我們並非沒有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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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上調今年全球經濟展望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表示受惠於中國與美國經濟前景出現改善，使得全球經
濟從新冠疫情中復甦的速度超出先前預期，故將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估由-6.0%調升至-

4.5%。 

今年主要國家的經濟前景出現明顯差異，例如美國、中國與歐洲等經濟表現預料將比6

月預估有重大改善，不過印度、墨西哥與南非等國則因疫情持續蔓延，加上政府在保護
工作與商業所做有限，導致這些國家經濟前景更加惡化。 

OECD指出如新冠病毒擴散能獲得控制，明年全球經濟可望出現反彈，預料將擴張5％。
惟若疫情復發比預期嚴重，或是各國為抑制病毒蔓延而採取更嚴峻封鎖措施，恐讓明年
經濟成長估值減少2-3%。 



中國將全力提升半導體能力，科技產業長期動能可期 

8 資料來源：華南銀行自行彙整 

十四五 
規劃 

10月召開十九大五中全會將提出第14個5年計畫 

預計將在2021年至2025年全力發展第三代半導體 

總計AI與半導體等技術領域將投入1.4兆美元 

國務院將「集成電路」升級為中國一級學科，可望彌補
30萬人才缺口 

提升半導體能力與當年製造原子彈的急迫性相當 

美中貿易戰進化到科技戰，繼禁止任何企業將含有美國技術的半導體產品提供給華為後
(除非取得美國政府的出口許可)，媒體報導美國國防部準備向商務部提議將中國最大晶
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 。 

先前習近平曾提及中國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部分關鍵元器件、零組件、原材料
依賴進口，並要求對屬於戰略性、需要長期規劃的技術提前部署。市場預期中國十四五
將全力發展半導體及AI列入規畫。 

除半導體及AI，加上國務院原先規劃的5G網路、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雲
計算、固定寬頻等重點領域投資，總規模將達17.5兆人民幣，年增速約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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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早受到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有進展、科技業併購案激勵市場氣氛，由蘋

果、特斯拉等科技巨擘帶頭反彈，惟美中緊張關係及美國總統大選的不

確定性，短期恐將持續維持在較高的波動性。不過在寬鬆的貨幣政策彈

性空間及不斷推出刺激經濟政策下，將有利風險性資產價格後續表現。

建議積極投資人可分批布局美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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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製藥廠加快新冠肺炎疫苗研發速度、市場樂觀看待聯準會(Fed)堅持
貨幣寬鬆政策立場，一度提振美股上漲，儘管隨後Fed一如預期維持聯邦
資金利率於0~0.25%區間不變、最新利率預測亦暗示當前利率水準至少維
持到2023年，並保持現有購債計劃，惟仍有投資人失望Fed未再採取其他
行動，加上美勞工部發表截至9/12當週，初次申請失業金人數為86萬人，
仍高於預期的85萬人，失業情況依然居高不下，導致美股翻黑。雖然美
股在Fed例會後再度震盪，但Fed持續寬鬆所提供的流動性，不僅可以繼
續支撐股市，甚至眾院議長裴洛西、Fed主席鮑威爾力挺新1輪紓困案過
關，政策偏鴿有利美股重拾上漲動能。建議投資人可利用美股回檔時逢
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指數最高:3,588 

        最低:2,192 

        9/17:3,357 

S&P 500指數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歐 
 
股 

近來歐股雖受到第二波新冠疫情加溫及英國無協議脫歐
不確定性的干擾，不過在美股反彈及英國製藥公司阿斯
利康恢復疫苗試驗的訊息，又再振奮投資人信心，截至
9/17的過去一週道瓊歐洲50指數上漲0.11%，近乎平盤。
英國首相強生所提出可改寫部分脫歐協議的「內部市場
法案」，於9/14在下議會獲得通過，英國硬脫歐風險增
加，不過德國9月ZEW經濟景氣指數從8月的71.5急升
至77.4(預期69.8)，德國經濟部預估今年GDP成長率為-
5.8%，優於先前預期的-6.3%，經濟數據已見好轉。 

日 
 
股 

雖受華為禁令衝擊，且FED警告美經濟前景衝擊日股，
但東奧如期舉辦、新相出爐並提出一系列利多政策減緩
日股跌幅(政策除延續「安倍經濟」路線，控制疫情為
優先並組「為民做工內閣」，打破部會本位主義和設立
「數位廳」。延續吸引外國觀光客及「故鄉納稅」；提
出支撐企業、保障就業與提高最低工資；分散日本供應
鏈生產基地，確保經濟正常運轉。對外追求中國在內的
鄰國穩定關係)。政經面、外交上正面解讀及寬鬆下資
金行情有利日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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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市 場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3,539 

        最低:2,260 

        9/17: 3,316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24,115 

        最低:16,358 

        9/17:23,319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中
國 
 

中國公佈8月零售銷售總額年增長0.5%，是自今年年
初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以來，首次恢復正成長，此數
據顯示了中國的消費支出也正逐步趕上經濟的復甦步
伐。此外，8月狹義貨幣M1年增速8%，創下2018年2
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及8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生產也
較去年同期成長5.6%，是今年以來的最快增速，故在
一系列優於市場預期的經濟數據公佈後，淡化了市場
對美中關係緊張的氣氛，連帶使中國股市截至9/18週
漲3.19%。近期國際機構陸續調升中國今年的經濟成
長展望，如OECD 9/17調升年中國經濟成長1.8%，是
唯一一個有望實現正成長的國家，同時，中國總理李
克強9/16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時表示，中國近幾個月的
主要指標保持穩定恢復的態勢，因此在經過努力後，
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實現年度主要預期目標，且今年經
濟有望實現正成長，建議可分批承接布局近期中國強
調的國內大循環之相關消費、新基建及「十四五規劃」
的重點發展等科技產業比重較高之基金。 

新 興 市 場 

上證指數 

指數最高:3458.8 

        最低:2646.8 

       9/18：33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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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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台股在台積電領軍下，科技股上漲力道強勁，於9/16盤中一度

重回「萬三」，外資當日狂買超台股184億元(今年以來第四大買超
金額)。8月M1B年增率上升至10.3%，且出口值首度飆破300億美元

至311.7億美元，主計總處預估下半年景氣逐季增溫(估Q3、Q4年增

率分別為2.01%、2.56%)，明年GDP年增率可望上看3.92%。另外，
政府防疫得當，貨幣政策持續寬鬆，振興經濟措施持續展現成效。

因此不論在資金面、基本面及政策面都有讓台股再創新高的條件。

由於政府防疫有成，下半年經濟可望逐季增溫，預估台股可望持續
漲勢，建議可定期定額或分批承接布局。 

新 
 
興 
 
亞 
 
洲 
 

在持續受科技股領跌而帶動美國股市收低的影響下，截至9/17標普

500指數創一週最大跌幅，惟國際資金仍小幅流入新興市場，其中
以新興亞洲基金不僅從淨流出轉為淨流入外，更一舉成為單週股票

吸金區域。觀察近期新興亞洲受新冠疫情而衝擊經濟的影響程度，

各個國家不均，根據9/15亞洲開發銀行發佈最新之展望報告顯示，
預料75%亞洲發展中國家會在今年內出現經濟成長下滑，並有機會

出現近60年以來首次經濟收縮，惟部份國家，如中國預測今年經濟

成長仍有1.8%、台灣0.8%是少數仍呈正成長的亞洲國家之一，故
建議投資人可考慮分批承接布局以中國或大中華為主的新興亞洲基

金為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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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741.31 

        最低：495.22 

         9/17：724.18 

台灣加權指數 

指數最高:13,031 

        最低:8,525 

        9/17 :12,887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新 
 
興 
 
歐 
 
洲 

稍早因國際油價下跌，使俄羅斯股市表現相對弱勢，
但隨著近日國際油價反彈，加上官方上修今年GDP年
成長率至-3.9%，俄股也展開反彈上漲走勢。總統普
丁在經濟會議上表示，最嚴峻的危機階段已經過去，
從6月以來經濟已呈現復甦情況，包括電力需求和鐵
路貨運量在內的重要指標正逐漸恢復。另外，8月的
通膨率3.6%仍低，預計央行仍會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
由於國際油價止跌反彈及經濟數據有好轉跡象，加上
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利俄股資金行情的發酵。 

 

 

 

 

拉 
 
丁 
 
美 
 
洲 

截至9/11的當週，受全球股市震盪影響，巴西股市下
殺2.8%並跌破季線，近期股市已止穩，指數圍繞在
10萬點附近上下波動。央行於9/14發布調查報告顯示，
金融市場分析師將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期從-5.31%上調
至-5.11%。經濟部表示第二階段的稅制改革幾乎已準
備就緒，有專家指出稅制改革可能在未來15年內對巴
西的GDP產生近20％的正向影響，因為它將提高投資
率。由於近期經濟表現優於預期，央行已數度上調今
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未來稅制改革可望改善投資環
境，建議投資人可定期定額或逢低分批佈局。 

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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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指數最高:1,651 

        最低:808 

        9/17 :1,243 

俄羅斯RTSI$指數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19,593 

        最低:61,690 

        9/17 :100,097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先前受OPEC宣告2020年每日石油需求萎縮幅度擴大至946萬
桶，同時調降2021年需求成長預期，再加上國際能源署(IEA)

將2020年全球需求展望下修20萬桶，至每日49,170萬桶等利空
拖累，油價一度收黑，惟之後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發布截至
9/11當週，美原油庫存意外減少440萬桶、薩莉(Sally)颶風威
脅造成墨西哥灣關閉逾27%原油產能，市場擔憂美國油品出現
供應中斷問題，消息推動油價由黑翻紅。雖然OPEC仍將持續
密切關注各產油國減產進度，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風險未除，
恐讓能源需求回升速度緩慢，預估油價短線仍將持續震盪。
若客戶對能源產業有高度興趣，建議可透過定期定額方式進
場，逐步參與中長期油市上漲動能機會。 

健 
 
護 
/ 
科 
 
技 

阿斯特捷利康和牛津大學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一度因受測
者發生脊椎炎而暫停臨床試驗，不過近日又獲英國核准恢復
試驗，加上輝瑞透露與德藥廠BioNTech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
若有效，將有機會年底上市，以及吉利德為擴大抗癌領域版
圖，併購 Immunomedics生技公司、默克藥廠收購 Seattle 

Genetics部分股權以共同開發及銷售癌症藥，疫苗研發正向發
展與併購利多題材激勵生技健護股上漲。考量目前多家國際
藥廠依然致力研發疫苗，預期輝瑞、Moderna等藥廠最快年
底或明年初將有疫苗上市，有助生技健護股價格持續上揚，
建議投資人可單筆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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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最高:4,600 

        最低:2,801 

        9/17:4,260 

NBI指數 

布蘭特油價 

指數最高:77.19 

        最低:27.33 

        9/17:43.23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亞 
 
債 

受到近期美國頻頻對中國科技公司祭出制裁，嚴重
衝擊中國半導體國家隊紫光集團的營運，其所發行
之美元債連續14個交易日走跌，繼北大方正之後，
市場對於紫光集團是否成為第二家違約大型國企產
生憂慮，而今年以來中國境內違約主要集中在特定
產業，諸如原物料與科技等，對於以內需為主的產
業營運反受惠中國下半年內需回溫。中國8月份零售
銷售、工業生產等數據持續轉好，加上社會融資也
較上月倍增達人民幣3.58兆，顯示整體信用市場仍
相對穩健，對於持債均以內需產業，特別是地產公
司為主的亞洲高收益債，較不容易受美中科技戰衝
擊，而殖利率約7%仍成為主要債種中相對吸金的焦
點。積極者若已佈局美國高收益債基金，亦可再行
佈局殖利率近7%之亞洲高收益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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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總評 

債 市 

摩根大通亞洲信貸指數 

雖聯準會一如市場預期公布按兵不動的貨幣政策，但在其他成熟國家諸如英國
央行，確有可能進一步擴大貨幣寬鬆，甚至不排除進入負利率政策，市場資金
「尋找收益」的壓力將加大，任何有利差優勢的債種都會成為市場資金佈局的
焦點。隨美國基本面好轉，公司債信用利差長期有收斂空間，當中高收益債潛
在資本利得空間較大。資金流入新興市場趨勢不變，且新興市場美元債殖利率
較公債高。因此積極投資人可以美國高收益債基金或亞洲高收益債基金為佈局
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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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準會9月份利率決策會議一如市場預期，維持利
率不動，但對於利率的前瞻指引則透露，多數委員
仍堅持在2023年底前依舊維持當前的低利率環境。
但對於美國今年的GDP預測較6月份的衰退6.5%上
調至衰退3.7%，顯示美國景氣改善的速度優於預
期，有利信用市場進一步收斂利差，相對近期美股
的走勢較為震盪，美國公司債的走勢反而相較盤堅。
上周按各信評分類的債券指數表現，CCC級債與
BBB級債表現較佳，其中CCC級債上漲近1%，顯
示市場資金對於高風險債券的偏好持續增強，有利
高收益債後市持續走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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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聯準會依舊維持寬鬆貨幣政策態度不變，加上市
場預期英國央行會擴大其寬鬆貨幣政策，甚至不排
除有實施負利率政策的可能，導致全球負利率債券
規模再度向上攀升，而目前新興市場美元債殖利率
仍有4%，在市場資金「尋找收益」的考量下，仍
成為配置的核心所在。依EFPR統計，自7月上旬以
來，資金已連續10周流入美元債基金。此外，聯
準會上調景氣與通膨展望，但未釋放更進一步寬鬆
的訊號，美元指數缺乏明確的方向指引，新興市場
各國匯率表現將回歸各國基本面，由於新興各國貨
幣表現分歧，操作難度加大，因此建議當地貨幣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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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