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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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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近期漲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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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1W(%) 1M(%) 3M(%) 6M(%) YTD(%)

全球股 -0.59% 2.68% 14.28% 21.23% 12.74%

美國 -0.52% 1.86% 14.06% 21.40% 14.62%

歐洲 -1.02% -0.26% 6.70% 2.60% -9.63%

日本 -0.34% 1.42% 14.93% 19.81% 12.66%

新興市場 -1.53% 2.89% 18.36% 24.80% 12.46%

新興亞洲 -1.41% 2.16% 17.30% 26.36% 21.63%

中國 -0.94% 0.02% 4.46% 12.87% 10.26%

台灣 0.94% 4.64% 17.52% 23.29% 19.74%

新興歐洲 -2.57% 6.44% 20.57% 7.51% -17.40%

俄羅斯 -2.88% 5.88% 18.34% 9.64% -11.01%

新興拉美 -2.71% 8.54% 30.99% 25.97% -16.88%

巴西 -0.04% 7.31% 21.44% 24.83% 1.87%

生技 0.67% 12.79% 19.31% 14.66% 29.46%

健康護理 -1.09% 2.82% 6.65% 9.89% 10.05%

科技 0.31% 6.38% 19.98% 29.22% 42.71%

能源 -3.62% -4.37% 25.89% 2.69% -36.18%

貴金屬 -3.53% 9.13% -6.22% 8.81% 24.42%

全球債 -0.29% 1.13% 3.14% 5.51% 8.66%

投資級債 0.10% 0.41% 2.71% 4.73% 10.67%

美高收 0.03% 1.18% 6.16% 8.53% 4.10%

全高收 0.00% 2.16% 7.66% 11.28% 6.47%

歐高收 -0.11% 0.71% 5.21% 7.29% 1.54%

新興美元主權債 0.01% 1.61% 6.24% 8.11% 5.40%

新興當地貨幣債 -0.62% 3.36% 9.75% 9.55% 3.10%

美元指數 0.36% -1.79% -4.45% -7.27% -6.28%

歐元 -0.63% 2.40% 4.72% 8.67% 8.59%

日圓 -0.30% 0.81% 1.89% 3.53% 4.76%

人民幣 -0.05% 0.73% 4.71% 8.61% 6.75%

澳幣 -0.51% 3.32% 7.87% 10.33% 8.17%

南非幣 -0.53% 4.28% 17.17% 19.41% -4.12%

台幣 0.68% 1.95% 3.89% 5.20% 6.83%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盤勢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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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一輪財政紓困法案 
成為明年美國GDP持續衝高的關鍵 

2020/12/29 6 

美國明年上半年消費 仰賴本波紓困挹注 
3月歐美疫情爆發，但隨3月底第一波紓困政策推出，挹注美國民
眾收入，導致短期儲蓄率拉高，隨著疫情逐步控制下，經濟有限度
開放，儲蓄轉為消費的主力來源。本波紓困推出，將讓美國明年上
半年的零售銷售持續創高，對於以消費為主力的美國經濟將形成堅
強支撐，加上聯準會維持寬鬆低利環境的護城河下，預期風險性資
產價格長期仍看俏。 

資料來源：Bloomberg(左)，財經M平方，華南銀行自行彙整(右) 

美國目前儲蓄率仍偏高，將成為疫後持續推
高零售消費的主要來源 

主要項目 預算 內容 

聯邦失業救濟金 1,200億美元 延長現行計劃，並額外補貼
300美元/周 

中小企業薪資補貼 3,250億美元 開放企業第二次申請，並給予
部份企業額外撥款 

現金支票 1,660億美元 每人每月600美元現金支票 

交通運輸業援助 450億美元 航空客運工資補貼等 

肺炎測試、追蹤與疫
苗運送費用 

690億美元 疫苗購買與配送 

教育、學校相關 820億美元 學校防疫、重啟資金等 

房客驅逐保護 250億美元 延長驅逐保護並給予租金補貼 

其他 800億美元 

美國新一波紓困注重在失業補助、中小企業
薪資補貼與現金支票發放 

美國儲蓄率 
(目前約13.6%，長期落在7%左右) 

美國零售銷售MoM 

美國消費隨儲蓄率下
滑逐步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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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市場吹起ESG風 
買ESG真的能超漲抗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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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MF，華南銀行自行彙整 

今年以來投資ESG概念的乾淨能源股 
報酬大幅超越美股與科技族群 

除了眾所皆知拜登政府產業政策支持，
中國與歐盟對於投注資源至綠能政策上
不遺餘力，受惠全球主要政府對相關產
業稅捐減免與政策的支撐，乾淨能源概
念的類股自今年下半年以來備受市場青
睞，展望明年上半年，資金仍將繼續追
捧相關類股，表現依舊可期。 

今年遭遇到像3月突發的系統性風險 
投資ESG債券跌幅真的比較少 

相對於股票中屬乾淨能源產業漲幅較大主要集
中在中型企業，債市中符合ESG原則的企業反
以大型企業居多，財務體質相對較佳，信評也
較優異，這些大型企業多積極購置綠能設備並
遵守政府環保與社會政策，同時營運也受惠政
府政策支持。在ESG投資成為資產管理公司必
備的選債原則下，該類債券再遭遇空頭也較能
顯現其韌性。 

資料來源：Bloomberg，華南銀行自行繪製 

乾淨能源
ETF(ICLN) 

美國科技
ETF(QQQ) 

標普500指數(SPX) 

ESG公司債券
ETF(EAGG) 

美國高收益債
ETF(HYG) 

新興市場債 
ETF(E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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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博士飆漲下 

預告明年原物料與新興市場將迎來強勁復甦 

聯準會再度延長美元流動性換匯機
制至明年9月，確立美元明年上半
年維持弱勢，有利原物料資產與新
興市場股債 
1.原物料：隨成熟市場零售需求增溫，
導致下游廠商出現補庫存壓力，進而向
上延伸至對原物料的需求，配合美元偏
弱，引發原物料價格飆漲，明年將進一
步刺激相關廠商訂單增加與價格上漲。 
2.新興市場：受惠原物料基本面有轉佳
趨勢，伴隨疫苗開發的利多消息激勵下，
資金由第四季明顯見到回補新興市場的
態勢，其中11月份單月便流入765億美
元，排除中國，為2014年第二季以來
最大淨流入，推升新興市場匯率觸底反
彈。 資料來源：Bloomberg，華南銀行自行繪製 

由於金屬銅在工業用途上極廣，因此銅價的趨勢往往可以一窺未來景氣狀態，具
備一定程度的領先指標 

銅期貨價格 

CRB原物料指數 

摩根新興市場匯率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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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指標只要未達到極度貪婪 
中長期風險性資產持續驚驚漲 

股市部分明年全球可望在各國的財政政策推出所產生的乘數效應下，景氣邁向復甦至成
長階段，只要風險指標未長期處於極度貪婪的鈍化階段，任何因獲利了結產生的賣壓，讓
貪婪指標適度回檔，都將給予空手投資人進場的機會。 
債市部分相對寬鬆的利率環境，配合市場資金追逐下，具有信用利差收斂空間的信用債，
價格仍有緩步爬升的空間，長線投資者仍可站在息收觀點，繼續持有。 

資料來源：CNNMONEY(左)、貝萊德(右) 

聯準會持續膨脹的資產負債表(7兆美元->9兆美元)，
成為隨時支撐股債市的活水 

貪婪指標水位再度回復中性偏貪婪，並未到極度貪
婪，顯示中長期行情仍有高點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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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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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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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市場分析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美 

 

股 

雖然美參、眾兩院通過包含向民眾發放600美元支票、延長每週300美元失業救濟
金期限至明年3月、提供企業補助等規模達9,000億美元財政紓困案，但川普退回
法案要求國會提高支票發放金額至2,000美元，惟此提案已遭國會否決，新紓困案
簽署不確定因素浮現，加上英國變種新冠病毒引發全球擴大防疫限制及禁航令，
以及近期公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成屋銷售下降，多空消息交錯導致美股震盪。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嚴峻，惟世衛組織(WHO)、美國政府設立的新冠疫苗計劃
團隊、歐洲藥品管理局等單位表示目前問世的Moderna、輝瑞(Pfizer)及BioNTech

研發的新冠疫苗仍可對抗變異新冠肺炎病毒，再加上新總統當選人拜登稱上任後
將再推出新財政刺激措施，預期將有助延續美股多頭動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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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短期新冠變種病毒及美中緊張關係的不確定性仍在，惟英國與歐盟達成

脫歐貿易協議及認為美國新刺激方案終將施行，且拜登正式上任後，明年

Q1還可望有持續加碼刺激的政策，加上全球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利未

來投資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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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500指數 

指數最高:3,726 

        最低:2,727 

      12/24:3,703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歐 
 
股 

英國出現新冠變種病毒、ECB擴大購債計劃、英國與歐盟達成
協議等多空因素雜陳，歐股近期呈現震盪整理格局。英國與歐
盟於12/24達成脫歐貿易協議後，接下來還要英國和歐盟議會
的批准。新冠疫情持續肆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
歐元區明年(2021)的經濟復甦力度弱於先前預期，可能需要更
多刺激措施，IMF估歐元區今年經濟萎縮8.3%、明年增長5.2%。
英國於12/23宣布又發現另一種傳染力更高的變種新冠病毒，
已有多個國家宣布對英國採取航空限制措施，包含德、法、愛
爾蘭、義大利、比利時、瑞士、中國、加拿大等國。雖英國與
歐盟達成脫歐協議，但對經濟活動實質的影響仍具不確定性，
現階段新冠疫情仍存變數，故建議待疫情明朗後再行布局。 

日 
 
股 

日本境內新冠疫情持續升溫，日股在創下29年多以來新高，後，
近日則呈現橫向整理格局。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因為
疫情再度擴大，官方打算將今年(2020)的實質GDP成長率預估，
從原來的-4.5%調降至-5%以下，在設定東京奧運如期舉行的
情況下，明年(2021)的經濟成長率由原估的3.4%調升到4%。
央行12/23公布10月的利率會議紀要，多數委員同意在向企業
提供資金調度支援與維持金融市場安定方面的努力是恰當作法，
必要時將毫不遲疑採取更進一步的貨幣寬鬆。由於財政刺激措
施可望持續發酵，貨幣政策將持續寬鬆，明年景氣復甦可期，
日股可望表現相對強勢，建議可分批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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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熟 市 場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26,889 

        最低:16,358 

        12/24:26,657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3,867 

        最低:2,302 

       12/24:3,543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中
國 
 

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將強化反托拉斯和防止資本無
秩序地擴張後，中國監管部門快速落實並啟動對互聯網
阿里巴巴集團的相關調查，致使阿里巴巴股價重挫，其
中ADR 12/24收跌13%，更創單日最大跌幅，加上受媒
體報導指出，中國今年前11個月自美國進口商品規模僅
高於今年目標的一半，疊加美國總統川普在明年1月20日
卸任前，仍不放鬆對中國的施壓，除近期通過「外國公
司問責法」、12/3美國將中芯國際、中海油等4家中企列
入「中國軍方企業」名單後，12/21美國商務部公告新增
「軍事最終用戶」(Military End-User, MEU)清單，並列
入中國航空集團等58家中國企業，以禁止這些公司購買
美國一系列商品和技術，在多重利空消息的抑制下，令
上證指數截至12/24週跌0.11%。惟在年末閉幕的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所強調，明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對於
構建以中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輔加國內國際雙雙循環之
輔助，並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下，可望淡化市場對美
中科技戰升溫的壓力，故建議展望可佈局消費、新能源、
新基建、5G等政策重點產業為主軸之中國基金。 

新 興 市 場 

上證指數 

指數最高: 3465.73 

        最低: 2951.77 

       12/24: 33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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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台 
 
股 
 
 

台股於12/9盤中創下14,427的歷史新高後，近日盤勢區間橫向
波動。台灣的新冠疫情，國內253天零確診病例於12/22破功，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由於此本土個案有明確感染
源，所以跨年大型活動仍可舉辦，集會防疫指引不用升級。11
月外銷訂單為577.8億美元，年增29.7%，不僅創下連9紅紀錄，
更為歷年單月接單金額最高，全年預估將衝破5200億美元新高。
外資今年截至10月底淨賣超6906億元，不過11月外資轉為淨買
超1090億元，本月截至12/24為淨買超69.4億元。由於台灣經濟
數據表現亮麗，並看好明年Q1的表現，台股有機會再創歷史
新高，建議投資人可分批承接布局。 

新 
 
興 
 
亞 
 
洲 
 

圍繞著全球新冠疫情升溫、英國發現變種新冠肺炎病毒、及全球
多數主要市場將在12/25耶誕假期休市，故在利空消息和交易清淡
的影響下，抑制了新興亞洲股市先前的漲幅，惟受英國與歐盟達
成脫歐貿易協議的樂觀預期後，收斂了先前的跌勢，令截至12/24 
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週跌0.85%。觀察12月以來，全球主
要股市表現以韓國股市月至今(截至12/24)漲幅近8.3%為最亮眼，
此外部份新興亞洲如：印尼、越南、印度、和菲律賓股市亦名列
前茅，月至今漲幅皆有6%以上的表現，故雖近期有新冠肺炎病毒
之變種消息傳出，而使短線仍應留在全球股市漲多後的獲利了結
之震盪，惟整體新興亞洲受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仍相較其他區域
小，同時在當前低利的環境下，資金仍須尋求收益及經濟復甦穩
定之股市佈局，故建議可於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回檔時，
佈局持續基本面復甦力強且有落後補漲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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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7 

        最低:8,523 

       12/24:14,280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825.99 

        最低：643.07 

       12/24：814.98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新 
 
興 
 
歐 
 
洲 

近期布蘭特油價一度因為英國出現新冠變種病毒，投資人
擔心市場需求減弱而下滑，不過因石油輸出國組織與盟國
(OPEC+)自明年1月起減產720萬桶/日，加上疫苗陸續施打，
使國際油價仍具支撐，俄股在先前大幅反彈後，近日陷入
整理。今年Q3的GDP成長率為-3.4%，總統普丁表示今年
GDP成長率預估為-3.6%，明年可望轉為正成長。央行
12/18會議連續第3次將基準利率維持在4.25%的歷史低點
不變，今年央行累計降息了8碼，有利俄股資金行情的發酵。
由於估計新冠疫情的威脅終將獲得舒緩，仍看好明年Q1的
油價表現，加上明年經濟可望恢復正成長，俄股可望能有
所表現，建議可分批承接佈局。 

 

 

 

 

拉 
 
丁 
 
美 
 
洲 

近期大宗商品(農業、礦業)價格強勁上漲，有利原物料生產
大國巴西(黃豆、鐵礦砂等)的出口表現，加上央行多次上調
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使巴西股市自11月以來呈現持續上
漲走勢。經合組織資料顯示，巴西的出口在今年Q2季減
7.4%，而在Q3就實現了1.7%的季增長，主要是來自中國
的龐大需求彌補了經濟衰退的影響，出口是經濟恢復增長
的主要動力。雖新冠肺炎疫情仍嚴峻，不過目前各地均已
復工復產，近期經濟表現有持續回升的態勢，央行預估明
年(2021)的經濟成長率可望有超過3%的正成長。由於原物
料價格上漲及經濟表現優於預期，明年(2021)經濟可望有
不錯的表現，將有利巴西股市行情的發酵。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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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興 市 場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19,593 

        最低:61,690 

       12/24 :117,806 

俄羅斯RTSI$指數                 

指數最高:1,651 

        最低:808 

        12/24 : 1,378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英國因應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緊急實施全面封鎖、
歐洲多國也同步宣布英國航班的入境禁令，市場
擔憂新冠變種病毒擴散，導致投資人風險偏好降
溫，不僅推動資金流向美元資產尋求避險、拉抬
美元指數，同時美刺激法案通過亦引發部份投資
人獲利調節，金價小幅收低。考慮未來美國新任
財長葉倫料將遵從拜登施政方針，有望再推行財
政政策，搭配聯準會(Fed)貨幣寬鬆措施，預期金
價下檔有撐。建議投資人可在金價回檔時，單筆
逢低分批，或定期定額方式布局。 

健 
 
護 
/ 
科 
 
技 

即使新冠肺炎病毒變異引發各國祭出新封城政策，
然在特斯拉納入標普500指數成分股，激勵股價大
漲創歷史新高、蘋果擬於2024年量產自駕車、配
備自家研發電池等利多消息提振下，帶動Nasdaq

指數逆勢上揚。考量包括蘋果在內的全球主要行
動通訊製造商不斷推出新一代5G手機，再加上市
場依舊看好防疫衍生的電商、筆電(NB)等相關產
業商機持續發展，以及未來電動車潮流趨勢不變，
有利科技股價格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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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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價格 

指數最高:2,075 

        最低:1,659 

      12/24:1,883 

Nasdaq指數 

指數最高:12,841 

       最低:8,215 

       12/24:12,804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走勢 

亞 
 
債 

中國人行在今年最後一期的基準貸款利率(LPR)連8
個月維持不動，顯示中國人行認為目前貨幣市場寬
鬆程度洽當，此外，因應近期國企屢爆違約情事，
中國官方也出面告誡借款對象，政府將對融資交易
中的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其中包含企業
惡意「逃廢債」之行為，市場投資人認為後續官方
會祭出相關措施，讓信用市場不致於發生連鎖的系
統性風險。先前備受違約壓力的恆大地產債券，隨
市場投資情緒回復，2025年到期之美元債價格反彈
至84，完全收復9月下旬事件爆發的失土，帶動中資
美元債上週反彈0.5%，短期在市場資金尋求收益下，
現行亞洲高收益債殖利率仍有6.8%左右，成為資金
流入首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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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克萊亞洲高收益指數 

市場聚焦的美國財政紓困案，經歷兩黨協商推出約9,000億美元的法案，就待美
國總統川普點頭便能通過，市場追逐風險的意願仍高，信用債價格仍有上揚的
空間，高收益債相較於投資等級債與公債，具有一定的利差優勢，表現將優於
投資等級債。另考量明年新興市場基本面回升與負利率環境，尋求收益的資金
由成熟市場主權債轉往新興市場美元主權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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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額外佈局亞洲高收益債基金或當地貨幣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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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數走勢 

投
資
等
級 
債 
/ 
高
收
益
債 

歷經多月的協商，美國兩黨就9000億美元的紓困
法案達到共識，儘管目前美國總統川普仍遲遲未簽
署，但若不簽署則將導致年底前美國政府再度陷入
關門窘境，因此市場預期川普最終仍會妥協。隨著
歐美即將進入新年假期，市場的交投轉為清淡，同
時受機構法人年底調整債券存續期間的需求，導致
美國公債殖利率反彈不易，上週美國10年公債觸
及0.97%近期高點後緩步向下，加上市場追逐風險
意識未改變下，引導美國公司債價格上揚。惟明年
1月上旬美國財政部將發行規模較大的短債，預期
公債市場價格將再度承壓，對與公債連動性較高的
投資等級債價格產生壓力，反而有利差空間的高收
益債在利差收斂下表現可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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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疫情的衝擊，今年全球央行累計降息次數達
207次，明顯高於去年全年132次，新興市場美元
債在市場資金的逐步回補下，殖利率來到歷史新低
約3.6%，全年漲幅更為6.24%。惟今年全年資金
淨流入美元債基金僅194億美元，相較於去年的
555億美元，回補空間仍大，隨明年市場預期新興
國家基本面轉佳，資金回補將成為未來美元債價格
上揚的推升動力來源。此外，在美元流動性換匯機
制下，投機資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拆借美元轉押注
位階更低的新興市場貨幣，有助於新興國家的匯率
持續反彈，助漲當地貨幣債，積極者可佈局當地貨
幣債，核心配置仍建議以美元債基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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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