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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類別近期漲跌變化

3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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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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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 -2.19% 0.92% 2.64% 5.91% 26.38% 11.39%

美國 -1.23% 1.91% 5.93% 12.78% 30.14% 17.30%

歐洲 -1.94% 3.70% 4.90% 12.05% 21.04% 15.60%

日本 -3.45% -1.37% -3.86% -10.01% 18.06% -1.57%

新興市場 -3.78% -6.00% -7.29% -13.82% 14.06% -4.56%

新興亞洲 -3.85% -7.43% -8.84% -17.73% 11.23% -7.29%

中國 -2.53% -3.09% -2.27% -7.27% 1.89% -1.32%

台灣 -3.77% -6.77% 1.87% 0.00% 32.19% 10.92%

新興歐洲 -1.66% 4.69% 4.17% 8.79% 23.00% 12.42%

俄羅斯 -2.30% 3.89% 4.46% 11.08% 27.92% 17.35%

新興拉美 -5.03% -5.74% -5.18% -1.97% 20.94% -3.93%

巴西 -2.93% -6.57% -4.51% -1.07% 15.47% -1.56%

生技 -3.41% -0.68% 6.36% -2.57% 21.58% 6.96%

健康護理 1.02% 4.76% 9.15% 14.64% 22.61% 15.89%

科技 -1.85% 0.30% 7.43% 4.81% 29.09% 12.83%

能源 -8.86% -4.80% -12.22% -0.98% 26.59% 19.40%

貴金屬 -4.01% -7.98% -25.48% -9.00% -30.44% -19.96%

全球債 -0.27% -0.01% 0.34% -0.54% 0.48% -2.48%

投資級債 0.79% -0.20% 3.76% 2.46% 1.97% -0.66%

美高收 -0.05% -0.04% 1.34% 1.71% 8.45% 2.79%

全高收 -0.34% -0.13% 0.33% 1.10% 8.44% 1.73%

歐高收 -0.03% 0.53% 1.45% 2.01% 8.20% 3.31%

新興美元主權債 0.33% -0.07% 2.24% 1.95% 3.16% -0.46%

新興當地貨幣債 -0.82% -1.16% -2.40% -4.17% 2.21% -5.48%

亞洲債券 0.27% -0.08% 1.19% 0.24% 0.90% -0.15%

美元指數 1.17% 0.68% 4.23% 3.58% 0.87% 4.08%

歐元 -0.97% -0.83% -4.46% -3.90% -1.49% -4.36%

日圓 0.00% 0.24% -0.74% -4.12% -3.46% -5.79%

人民幣 -0.42% -0.26% -1.10% -0.59% 6.18% -0.04%

澳幣 -3.49% -2.96% -8.53% -10.14% -1.10% -7.55%

南非幣 -4.16% -5.03% -9.11% -4.52% 12.34% -4.42%

台幣 -0.52% 0.15% -0.03% 0.40% 5.16% 1.06%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盤勢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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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Delta病毒持續傳播，其他變種病毒株蠢蠢欲動:新冠Delta變
種病毒繼續擴散中，另一種變種病毒株Lambda亦悄悄蔓延，除出現
在南美洲秘魯等國家外，美國也有上千例確診案例，甚至亞洲國家的
日本傳出首件病例。

美白宮首席防疫顧問佛奇(Anthony Fauci)呼籲免疫力低的民眾應施打
第 3 劑疫苗以加強防護力，美CDC目前正推動免疫低下民眾接種第3

劑輝瑞(Pfizer)與BioNTech，或莫德納(Moderna)疫苗，尤其美FDA已
擴⼤對Moderna和輝瑞/BioNTech疫苗的緊急使⽤授權，允許讓器官移
植和免疫系統較弱患者接種第3劑疫苗加強針，並獲CDC同意，甚至
拜登政府將建議多數人在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8個月後注射加強針、
輝瑞/BioNTech亦向CDC申請16歲以上民眾第3劑新冠疫苗施打授權。
另德、法、英、中、俄、以色列等國亦將推動施打第3劑加強疫苗，
全力防堵疫情擴散，降低民眾感染重症機率。

後市看法:雖然新冠變種病毒疫情仍在肆虐，然隨著各國政府為對抗
頑強病毒，勢必將增加疫苗訂購量，預期不僅帶動市場對新冠疫苗需
求持續上升、疫苗防禦效果佳的輝瑞/BioNTech、莫德納、諾瓦瓦克
斯(Novavax)等藥廠疫苗銷量可望成長外，預估各國再出現⼤規模經
濟封鎖機率仍低。因此投資標的看好受惠疫苗需求攀升的生技製藥相
關族群，同時內需消費、能源等類股展望依舊無虞，建議持續布局。 資料來源：路透、貝萊德智庫、鉅亨網、

聯合新聞網，華南銀行彙整

美、歐確診人數再上升

【疫情變化】Delta與其他變種病毒傳播風險高，惟僅疫苗能避免重症與經濟封鎖危機

美、歐死亡數卻沒明顯上升



【美股動態】基本面無虞，Fed暗示年內將縮減購債，惟強調非升息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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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疫情干擾消費者信心與銷售數據，然就業市場持穩，基本面
無虞:日前美國發布8月密西根⼤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降至70.2，創
近10年新低、7月零售銷售數據疲軟，反映民眾對通膨、新冠Delta疫
情擴散，影響消費動能和經濟前景的擔憂，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率維持5.4%不變、核心CPI年增率由4.5%下降至4.3%，顯示整
體通膨升溫情勢並非銳不可擋，亦同步降低投資人對Fed加速收緊貨
幣政策的憂慮，且現階段初領失業金人數維持40萬以下水準、新增
非農就業數據逾90萬人，就業市場保持穩定，基本面無虞。

Fed官員不斷釋出鷹派言論，利率會議紀要暗示今年將開始縮減購債:

儘管近期仍有芝加哥、堪薩斯、里奇蒙等Fed分行官員釋出Fed應儘
快縮減購債的鷹派立場，然預測Fed仍會持續觀察就業市場變化，尤
其近日Fed公布利率會議紀要也顯示，Fed多數官員認為美已達通膨
目標，預期今年將開始縮減購債(QE Taper)，至於就業也接近滿意
狀態，不過也未滿足升息前必須達到的實質進展(例:初領失業金人數、
失業率等)，且同時強調QE Taper並非升息前兆，顯示Fed在QE

Taper態度是非常謹慎，預料Fed將採溫和漸進方式，盡可能降低貨
幣政策調整對市場影響程度，並預計在年底前Fed將進一步公布縮減
購債細節。投資人亦普遍預估至少未來1年時間Fed沒有升息計畫，
依芝商所FedWatch Tool顯示，明年底Fed升息1碼機率約41%。

資料來源：Bloomberg、芝商所、高盛、雅虎財經、鉅亨
網、富達投信，華南銀行彙整

美CPI上升壓力放緩、僅PPI走升

明年底Fed升息機率較高



【陸股展望】經濟放緩可望加速刺激政策推出、監管政策料將持續打壓中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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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數據放緩，刺激政策推出機會濃:中國工業增加值年增
率為6.4%，創近1年來最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8.5%，
也創今年以來最低，顯示新一波疫情導致部分地區封鎖、企業
營運受波及，中國經濟動能似乎失去擴張動力。不過中國經濟
學家也預期，為緩解實體經濟放緩壓力，中國官方財政、貨幣
政策將轉為積極和寬鬆。

監管政策續行，中概股利空未減:日前中國政府除了對物聯網、
補教等行業擴⼤監管外，北京當局亦嚴打網路不當競爭行為，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要求經營者不得利⽤數據、演算法等技術影
響使⽤者選擇，同時官媒也抨擊網路粉絲文化，政策利空不退，
加劇投資人對網路業監管擔憂，衝擊騰訊、阿里巴巴等網科股
下挫。另美SEC表示美投資者並不了解在美交易所上市的中國
企業，投資人可能不知道他們實際上在買 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特殊目的收購公司的股票)，而不是直接
買入中國企業股份，故擬暫停中國企業借殼在美IPO，中概股
前景更是雪上加霜。

投資建議:考量中國官方持續對教育、網路、電商等行業監管，
且尚無停歇跡象，因此下調中國股市短期展望至中性，惟預期
未來刺激政策仍有望推出，有利支持實體經濟，對中國股市長
期展望不變。

資料來源：Factset、中國信託金控、經濟日報、工商時報，
華南銀行彙整

各大機構第二季拋售中概股狀況



【台股看法】漲多拉回指數下挫，然基本面未變，後市不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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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怎麼了?加權指數7/15創下18,034點新高紀錄，
隨後市場獲利調節賣壓陸續湧現，電子科技、航
運股攻勢熄火， 加上當沖降稅措施是否延續存
在不確定性，造成台股持續下跌。8/19當天台股
更是受前一日Fed暗示年內將啟動QE Taper壓抑
美股的利空襲擊，外資⼤賣逾500億，台股重挫
450點，收16,375點的近3個月以來新低。

政策不確定因素消除:行政院已拍板當沖降稅年
底到期後確定延長，繼續延長3年至2024年底止，
稅率維持千分之1.5。

操作建議:雖然台股近期修正，但此波下跌與基
本面無關，主因為漲多拉回、當沖降稅措施延長
未定等雜音干擾。考量台灣出口、外銷訂單等經
濟數據依然亮麗，整體基本面並未改變，市場歷
經修正與籌碼整理後，可在市場逐步回穩之際，
逢低分批加碼進場，亦可採定期定額分散投資風
險，台股後市不看淡。

資料來源：財政部、經濟部統計處、經濟日報、工商時報，華南銀行彙整

台灣近一年出口表現

台灣近一年外銷訂單



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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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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

拉丁美洲
(巴西)

資產類別
市場展望

短期 長期

產
業

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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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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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24

看法調整說明

理由：

近期因為中國持續加強監管，從對房地產控管開始，持續擴散至監管網科股、赴美
掛牌IPO股、監管教育類股及外賣送平台等，也導致中概股⼤幅下跌。中國當局持續
加強審查目標，於8/17再度加強對⼤型上市公司監管，針對「網路不正當競爭」法
規公開徵求意見，又於8/18公告「直播電子商務平台管理與服務規範」行業標準公
開徵求意見，市場疑慮加深並使中概股籠罩沉重賣壓，騰訊、阿里巴巴等公司股價
持續走弱，也拖累陸股及港股⼤幅下跌，由於短期內中國監管尚無停歇跡象，因此
調降【中國】短期展望由【正向】至【中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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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將維持寬鬆貨幣
政策，市場並預估人行今年還會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一次，向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
中長期有助刺激經濟，因此維持【中國】長期展望為【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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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24

看法調整說明

理由：

先前因今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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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促使巴西股市於6/10創下130,526點的歷史新高。央行今年以來雖已四
度升息(共13碼)，不過今年7月份的通膨年率持續竄高至8.99%(前月8.35%)，且根據央行會議紀
錄顯示，預計9月將再度升息100個基點，短期將減弱對資金行情的期待。另外，中國是全球
最⼤的鋼鐵生產國，近期推出措施包括規定今年鋼鐵產量不能高於去年，取消鋼品高達13%的
出口退稅，再來計劃提高鋼品出口關稅到10-25%，在中國鋼鐵生產放緩，加上華中嚴重水患、
新冠疫情再度升溫使經濟活動趨緩之際，近期鐵礦砂價格出現明顯回落。觀察近期巴西股市
出現相對偏弱態勢，因此調降【拉丁美洲】(巴西)短期展望由【正向】至【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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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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聯準會(Fed)公布利率會議紀要顯示，多數官員認為通膨已達目標、勞動
市場也在改善，今年開始啟動縮減購債(QE Taper)可能是合適之舉，再加
上7月零售銷售較6月衰退1.1%、新冠疫情擴散使得每日確診人數超過10萬，
也讓經濟前景蒙塵，壓抑近日美股表現。儘管近期仍有芝加哥、里奇蒙等
Fed分行官員釋出Fed應加速縮減購債步伐的言論，Fed主席本週於全球央
行年會也有機會發表貨幣政策動向，惟預期Fed仍會持續觀察就業市場變
化，如新增非農就業人口繼續保持強勁，或初領失業金人數與失業率持續
下降，才會進一步釋出QE Taper時程與細節，亦即Fed將採溫和謹慎方式，
盡可能降低貨幣政策調整對市場影響程度，甚至也無須擔心此時Fed會採
升息措施，Fed已強調即使啟動QE Taper，也非升息前兆，有利投資人重拾
信心，美股仍有機會重返多頭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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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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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總評
雖然Fed近期開始釋出縮減購債計畫訊息、新冠變種Delta病毒疫情肆虐、

通膨仍具不確定性，短期影響投資人信心及市場資金動能，然而美股Q2

財報亮眼，基建法案於中長期支持美國經濟成長，且主要經濟體亦持續

復甦，隨著疫苗的擴大接種，經濟活動的恢復將帶動強大的消費動能，

整體基本面佳，未來景氣復甦行情仍值得期待。建議優先配置美、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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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0

最低:3,723

8/19:4,405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歐

股

歐元區估計第二季GDP年增率在連五季衰退後轉為增長13.6%，
反應歐元區解封後強勁的經濟成長力道。與此同時，歐元區
及英國七月通膨年率分別為2.2%及2%，符合ECB及BOE所設
定的目標。經濟強勁復甦下，助力歐股高檔徘迴。惟變種病
毒來襲，拖累英國七月零售銷售僅增長2.4%，不但低於預期
的6%，亦低於前期9.2%，加上Fed多數官員明確表態支持於
今年進行縮債計畫，美股下跌促使歐股一度挫跌低於4100點，
後隨市場冷靜收回部分失地。雖Fed會議紀要拖累市場資金動
能，減緩歐股成長勢頭，考量ECB及BOE仍維持寬鬆貨幣政
策，且歐洲在疫苗接種普及情況下，疫情的負面衝擊相對較
小，歐股歷史高點徘徊，歐股多頭格局不變。

日

股

雖日本公布第二季GDP季增年率由負轉正來到1.3%，截至8月
21日，日本單日確診人數已達25,877人，為第三季以來的單日
高點。隨疫情持續嚴峻，單日確診人數不斷堆高，現階段
「緊急事態宣言」明顯未見成效，日府或將緊急事態宣言與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擴⼤至全國，且進行限時封城相關措施
與法律的商討，例如在特定道路加收「擁擠費」等，以減少
人流和接觸機會。失控的疫情及或將有更嚴格的管控勢必影
響日本第三季GDP的表現，且Fed多數官員明確表示可望於今
年進行縮債計畫，美股挫跌，投資人信心受到衝擊，連帶日
股持續探底，指數價位持續位於年線下方，日股疲弱。

成 熟 市 場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4,229

最低:3,636

8/19:4,124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30,216

最低:27,013

8/19:27,281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中
國

中國當局持續加強審查目標，於8/17再度加強對⼤型上市公司
監管，針對「網路不正當競爭」法規公開徵求意見，又於8/18
公告「直播電子商務平台管理與服務規範」行業標準公開徵求
意見，8/20媒體又傳出官方將對白酒企業加強監管措施，市場
疑慮加深並使相關股票壟罩沉重賣壓，騰訊、阿里巴巴、貴州
茅台等公司股價重挫，也拖累陸股及港股下跌，上證指數過去
一週呈震盪下跌走勢。因7月中旬以來新冠疫情增溫及華中發生
嚴重水災，市場寄望官方將持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並預估人
行(中國央行)今年還會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一次，向市場注入
更多流動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常務會議時指出，「十四
五」時期中國的城鎮就業壓力依然較⼤，應把就業擺在宏觀政
策優先位置，還要促進吸納就業能力強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
在總體經濟數據及預估方面，引述新加坡⼤華銀行報告，中國
⼤陸因Delta變種病毒疫情增溫及嚴重水患影響，削弱了私人消
費與經濟增長動能，加上基期效應因素，預估今年Q3、Q4的
經濟成長年率將表現不如前兩季，分別預計為5.7％、5.1％
(Q1:18.3%、Q2:7.9%)。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詹斯勒
8/16發出上任以來最直接的警告，認為北京監管政策已成不定
時炸彈，表明投資中概股存在一定風險。由於中國政策面影響
股票價格的力道強大，而當局近期持續加強審查目標，致使市
場疑慮加深並使中概股籠罩沉重賣壓，更延燒拖累整體陸股及
港股，因短期內中國監管尚無停歇跡象，故建議先行觀望。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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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證指數

指數最高: 3731

最低: 3312

8/19：3465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台

股

近期美股的費城半導體指數，受⼤摩(摩根士丹利)發表看壞記憶
體展望影響而走弱，因此以台積電為首的半導體族群股價受拖累
下跌，台股順勢整理不安定籌碼，近期⼤盤指數出現較明顯下跌。
籌碼方面，7/19的融資餘額為2999億元，截至8/19融資餘額下滑
至2671億元，波段減碼超過300億元，籌碼可望漸趨安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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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市場傳出新制勞工退休基金委外代操640億元，已陸
續撥款代操投信進場扮演救火隊。今年GDP增長率預估方面，主
計總處稍早調升今年經濟成長率至5.88％(前次估5.46%)，創近11

年來的高點。本土疫情明顯降溫，將陸續放寬防疫措施，今年經
濟成長率可望「坐五望六」，近期台股的大幅回檔可望形成新的
布局良機，建議投資人可分批承接布局。

新
興
亞
洲

隨著近期全球股市走弱，加上本區域的新冠疫情仍相當嚴峻，以
及占權值重的中概股騰訊、阿里巴巴股價下跌，使MSCI新興亞
洲扣除日本指數過去一週呈現明顯下跌的走勢。由於印度的新冠
疫情正在放緩，投資人對其經濟前景看法更趨樂觀，推升印度股
市8/17再創下55,792點的收盤歷史新高。越南新冠疫情持續嚴峻，
官方宣布對胡志明市發布「居家禁足令」自8/23生效，也使8/20
當日股市重挫3.3%，不過越南政治形勢穩定、充滿活力的勞動力，
特別是各項自由貿易協定，預估仍會持續吸引投資資金，越股在
短線急跌後可望出現新的布局時機。由於中國監管尚無停歇跡象，
中概股受政策影響不確性仍高，建議待中國監管放緩後再行布局。
不過因新冠疫情衝擊超跌的越南股市，建議可分批逢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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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台灣加權指數

指數最高: 18034

最低: 15159

8/19：16375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953

最低: 790

8/19：791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新

興

歐

洲

雖然本土Delta變種病毒疫情仍嚴峻，對國內通膨高漲的擔
憂仍在，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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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勵投資人信心，截至
8/18俄股呈震盪上漲格局。不過8/19因國際油價下跌及全
球股市回落影響，當日俄股重挫達2.4%，反而使過去一週
俄股呈現下跌。央行今年來已5度升息(共9碼)，基準利率來
到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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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的GDP年增長10.3%，零售、
客運和加工業增長顯著，經濟展現自2000年來最快增速，
摩根士丹利也上調對俄羅斯今年GDP增長預期至4.6%(先前
經濟發展部估今年GDP年增率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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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鐵礦砂是巴西重要出口產品，近期價格⼤幅走弱，7月通
膨年率續竄高，央行恐持續升息而減弱對資金行情的期待，
使近期巴西股市呈明顯下跌走勢。中國是全球最⼤鋼鐵生
產國，近期推出包括規定今年鋼鐵產量不能高於去年，取
消鋼品出口退稅，提高鋼品出口關稅等措施，使在中國鋼
鐵生產放緩，加上中國經濟活動7月放緩，使近期鐵礦砂
(為鋼鐵之原料)價格明顯回落。央行「焦點調查」顯示，今
年經濟增長預期修正為5.28%(前期5.3%)，而通膨預期則上
調至7.05%(前期6.78%)。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呼籲參議院對
兩名最高法院⼤法官提出指控，加劇政治緊張局勢，加上
對於財政前景的惡化，繼續打壓著投資人的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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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局紛擾，建議先行觀望。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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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RTSI$指數

指數最高:1,695

最低:1,401

8/19 :1,635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30,526

最低:106,023

8/19 :117,164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
六個月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雖然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EIA)公布截至8/13當週，美原油庫存減少320

萬桶，減少數量略多於分析師預期，但投資人對新冠Delta變種病毒衝
擊油市需求的擔憂情緒猶存，導致油價承壓。儘管新冠疫情持續肆虐，
惟美、歐等西方國家已率先計畫推動民眾施打第3劑疫苗，預期各國再
出現⼤規模經濟封鎖的機率不高，能源需求面影響程度料將有限，再加
上沙烏地阿拉伯與俄羅斯等主要產油國結盟的OPEC+，未來也僅採逐步
增產方式，亦不會出現⼤量供給局面，預期油價經歷回檔修正後，低接
買盤有望重返能源股、油價下檔也將獲得支撐。建議投資人可單筆逢低
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生

技
/
科

技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已擴⼤對莫德納 (Moderna) 和輝瑞
(Pfizer)/BioNTech疫苗的緊急使⽤授權，允許讓器官移植與免疫系統較
弱患者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加強針，並獲疾病管制中心(CDC)同意，再
加上拜登政府預計9/20起，將向已接種Pfizer及Moderna第2針疫苗超過8

個月的民眾提供加強針，一度支撐Moderna等疫苗股價格，NBI指數亦
走揚，惟隨後受Fed暗示年內將啟動縮減購債計畫，消息打壓風險性資
產價格走勢，以及美歐監管機構對生技公司illumina宣布自行完成收購
癌症篩檢新創公司Grail，正進行反壟斷調查且尚未核准收購案，利空消
息打壓illumina股價重挫，也拖累NBI指數翻黑。由於各國為對抗新冠變
種病毒，預期將增加疫苗訂購量，不僅可望帶動市場對疫苗需求持續上
升，亦有助支持疫苗股價格表現，加上美歐藥廠持續研發抗癌或腫瘤等
基因免疫療法的治療技術，預估生技股仍有反攻機會。建議投資人可在
NB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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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0

最低:57.75

8/19:66.84

NBI指數

指數最高:5,517

最低:4,475

8/19:5,090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亞

債

中國7月份CPI年增1%，高於預期，主要受原物料價
格高漲所推升，而7月份生產者物價指數亦年增9%，
亦高於預期，隨著今年下半年經濟增長放緩，但中
國通膨卻依舊維持高檔，身為全球製造業的火車頭，
此時卻有陷入停滯性通膨之虞。此外，中國官方一
連串的監管政策，也讓市場投資者對中國的風險性
資產怯步，緊接而來的償債高峰期，將讓發行機構
面對到更⼤的融資壓力。近期亞債在印尼央行依舊
維持利率不動下走穩，而市場傳出有戰略投資人將
注資中國最⼤的不良資產管理公司華融，該公司對
外釋出短期無重整可能，且對未來債券到期兌付均
做出準備，華融債券價格急彈，也帶動亞洲高收益
債價格短線回穩，未再破底。惟中國基本面仍有轉
弱疑慮，市場預估今年亞洲高收益債違約率將高於
美國高收益債，預期債券價格表現相對疲軟。短期
投資人應減持亞債基金，特別是亞洲高收益債基金。

21

債市總評

債 市

巴克萊亞洲高收益指數

聯準會公布7月份利率決策會議紀要，內容透露今年年底前聯準會宣布縮減購債政策的機

率極高，惟隨著Delta病毒席捲全球，市場投資人反而擔憂全球下半年經濟增長將因此放

緩，美債殖利率再度走低，公司債價格盤堅。隨原油需求逐漸回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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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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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近期中國基本面弱化，加上違約事件頻傳，投資

人宜減持亞洲高收益債。另保守投資人則可透過含投資等級債及證券化商品之複合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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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準會公布7月份利率決策會議紀錄，透露多數委
員均主張明年1月份開始進行縮減購債，且認為提
前的委員也較6月為多，惟近期隨著美國7月份零
售報告並未如預期強勁，加上Delta病毒擴散也讓
全球經濟下半年復甦蒙塵，且即便聯準會縮減購債
在即，但依Fed Watch機率分布，第一次升息的時
間仍舊落在2022年12月可能性較高，在市場投資
氛圍轉趨保守之際，避險資金再度流入美債，10
年期美債殖利率再度下行，投資等級債價格再度走
高。儘管市場投資氛圍有所轉變，但美國企業營運
仍佳，信⽤利差短期不至於⼤幅拉⼤，高收益債表
現仍屬穩健。保守者可布局含投資等級債或證券化
商品之複合債基金，積極者持續佈局高收益債基金。

新

興

市

場

債

儘管美國7月份的物價已有趨緩的跡象，但對於新
興國家，特別是在拉美部份，物價持續劇升，也導
致多數新興國家央行貨幣政策持續趨緊。近期部份
機構法人調降新興國家下半年的經濟增長，隨著經
濟走弱加上通膨劇升，可能已有陷入停滯性通膨的
疑慮。隨著聯準會縮減購債在即，近期美元指數持
續於高檔震盪，不利新興市場資產。此外，拉美國
家疫情仍嚴峻，今年以來拉美主權債走勢相對疲軟，
市場資金的追價力道也不若去年，惟波灣債持續受
惠油市需求復甦，以及著眼波灣國家財政體質較佳
的考量上，波灣國家的主權債今年以來價格漲勢持
續優於整體新興市場債。核心配置建議以跟漲抗跌
之波灣債基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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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