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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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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產類別近期漲跌變化

資料截至110/8/9 AM 7:50
3

資料來源：Bloomberg



主要資產期間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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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 1M(%) 3M(%) 6M(%) 1Y(%) YTD(%)

全球股 0.59% 1.05% 2.93% 8.05% 29.82% 13.14%

美國 0.94% 1.53% 4.82% 13.43% 32.38% 18.12%

歐洲 1.61% 2.02% 4.91% 13.81% 22.61% 16.24%

日本 1.97% -0.43% -5.24% -5.71% 24.59% 1.37%

新興市場 -0.04% -1.95% -4.16% -8.28% 18.65% 0.10%

新興亞洲 0.15% -2.57% -5.39% -11.80% 16.23% -2.20%

中國 1.79% -1.87% 1.15% -4.03% 3.11% -0.43%

台灣 1.62% -0.77% 1.40% 10.91% 36.62% 18.96%

新興歐洲 -0.20% 0.30% 4.29% 9.28% 23.41% 12.12%

俄羅斯 0.44% -0.13% 3.51% 12.00% 28.43% 17.69%

新興拉美 -0.71% -0.80% -1.06% 3.86% 24.20% 1.63%

巴西 0.83% -2.09% 0.63% 2.79% 19.49% 3.19%

生技 3.90% 4.53% 13.52% -1.03% 24.70% 12.17%

健康護理 0.18% 2.68% 7.68% 10.93% 21.01% 13.65%

科技 1.11% 0.91% 7.88% 5.91% 34.74% 15.11%

能源 0.33% -6.39% -7.76% 13.33% 33.45% 30.31%

貴金屬 -5.13% -3.44% -13.93% -10.53% -25.97% -13.33%

全球債 -0.75% 0.38% 0.26% -1.20% 0.36% -2.38%

投資級債 -0.86% 0.15% 2.93% 0.83% -0.22% -1.01%

美高收 -0.18% -0.26% 1.10% 1.89% 8.04% 3.05%

全高收 -0.26% -0.33% 0.55% 1.39% 8.83% 2.03%

歐高收 0.27% 0.52% 1.30% 2.16% 8.68% 3.31%

新興美元主權債 0.17% 0.68% 2.21% 0.37% 2.58% -0.42%

新興當地貨幣債 -0.96% -0.52% -1.02% -4.04% 2.97% -4.65%

亞洲債券 -0.13% -0.40% 0.14% -0.71% -0.19% -0.89%

美元指數 0.91% 0.82% 2.94% 2.70% -0.59% 3.28%

歐元 -1.19% -1.07% -3.41% -2.93% 0.03% -4.32%

日圓 -0.69% -0.12% -1.40% -5.09% -3.73% -6.56%

人民幣 -0.29% -0.02% -1.18% -0.86% 7.54% 0.37%

澳幣 -0.33% -2.04% -6.94% -5.01% 2.69% -5.17%

南非幣 -1.58% -3.05% -4.23% 1.00% 21.07% 0.00%

台幣 0.56% 0.38% 0.62% 1.38% 5.83% 1.79%

債市

匯市

國家

產業

資料來源：Bloomberg



盤勢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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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種普及、提升經濟成長

6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July 2021、財經M平方

疫苗接種率VS經濟增長預估
 國際貨幣基金(IMF) 於7月27日發布七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成長6%，與4月的預測相同，將是
1980年以來成長最快的一年。明年的全球經濟成長率估計
為4.9%，較4月的預測值上調了0.5個百分點。

 由於疫苗分配不均，疫苗施打較為普及之成熟國家經濟成
長率估值普遍上調，而低疫苗接種率及確診數大幅攀升之
新興國家經濟增長則下修。在消費者和企業迅速復甦的帶
動下，IMF估計成熟國家今年將成長5.6%，高於其4月預
測的5.1%；但新興國家的成長預測，由4月預估的6.7%下
調至6.3%。

 美國今年的成長率可達7%，高於4月預測的6.4%。明年成
長率也上調1.4個百分點至4.9%。

 歐元區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可達4.6%和4.3%，
較4月微幅上升0.2個和0.5個百分點。

 日本因上半年確診數攀升加強防疫限制措施，今年經濟成
長率預測值從4月的3.3%下調至2.8%。但隨著疫苗接種的
普及，明年成長率可望達到3%。

 中國大陸今年經濟受縮減公共投資與財政支持規模影響，
成長率預估為8.1%，較4月預估值下調0.3個百分點，明年
將放緩至5.7%，較4月預測微升0.1個百分點。

 俄羅斯今年預估成長4.4%，較4月預測值增加0.6個百分點，
明年則從原估的2.6%下修至1.9%。

IMF七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GDP估值(%) 與四月GDP估值差異(%)

地區 2021 2022 2021 2022

世界 6.0 4.9 0.0 0.5

成熟國家 5.6 4.4 0.5 0.8

美國 7.0 4.9 0.6 1.4

歐元區主要經濟體 4.6 4.3 0.2 0.5

英國 7.0 4.8 1.7 –0.3

日本 2.8 3.0 –0.5 0.5

新興國家 6.3 5.2 –0.4 0.2

中國 8.1 5.7 –0.3 0.1

俄羅斯 4.4 3.1 0.6 –0.7

巴西 5.3 1.9 1.6 –0.7

地區
施打劑數占總人口比率(%)

截至2021年8月1日

全球 53.60

美國 103.59

德國 109.87

法國 107.56

義大利 113.70

西班牙 120.17

英國 125.50

日本 69.09

巴西 67.03

中國 115.99

俄羅斯 42.64



【美國】經濟財報數據擴張、基建成行，支撐股市走勢

7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ISM、財經M平方、smartasset

經濟依然強勁VS股市續創高點
 根據FactSet統計，有88%的S&P500企業財報每股獲利超

過預期。估計第2季可望實現85.1%的獲利成長，將是
2009年以來的最佳成長率。企業獲利成長支撐股市走勢。

 美國兩黨議員就兆元「基礎建案計劃」中先前無法有共識
的部分達成協議，總額高達5500億美元。其中包括約
1,100億美元的道路和橋梁新支出、730億美元用於電網升
級、660億美元用於鐵路，以及650億美元用於寬頻擴張，
還將為清潔飲水提供550億美元、為運輸提供390億美元等。

 美國七月ISM製造業PMI為59.5，低於預期60.9，亦低於
前期60.6。不過仍高於50擴張線，連續14個月增長。

 七月非農就業數據持續增長，四周移動平均初領失業金人
數持續下降。

ISM 七月 六月 變動幅度

製造業PMI 59.5 60.6 -1.1

新訂單 64.9 66 -1.1

生產 58.4 60.8 -2.4

雇傭 52.9 49.9 3.0

供應商交貨 72.5 75.1 -2.6

存貨 48.9 51.1 -2.2

客戶端存貨 25 30.8 -5.8

價格 85.7 92.1 -6.4

未完成訂單 65 64.5 0.5

新出口訂單 55.7 56.2 -0.5

原物料進口 53.7 61.0 -7.3



ECB維持寬鬆、提高通膨目標
 歐洲中央銀行（ECB）維持大規模振興措施不變，

並表明有必要持續提供援助，促使歐元區通膨由原
本「接近但不超過」2%目標，達到最新上修後的
「持久」2%目標。

 超寬鬆貨幣政策可使歐元區信貸成本維持低落，以
促 進 放 款 和 投 資 。 根 據 義 大 利 裕 信 銀 行
（UniCredit）估計，歐洲央行在6月與7月間大買
1347億歐元（約1600億美元）的德國、法國、義
大利與西班牙公債。相較之下，上述歐元區前4大
經濟體同期僅發行890億歐元債券。

 此外，ECB重申PEPP將至少實施至明年3月，或直
到央行「判定疫情的危機階段已結束」。

 歐元區經濟目前持續穩健復甦，拜大規模疫苗接種
和經濟活動普遍恢復之賜。惟仍需注意變種病毒帶
來的風險。

【歐洲】央行寬鬆、經濟數據亮眼，股市持續走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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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radingeconomics、Bloomberg

地區
七月製造業

PMI
七月服務業

PMI
六月零售銷售
年增率(%)

歐元區 62.8 59.8 5.0

德國 65.9 61.8 6.2

法國 58.0 56.8 3.6

義大利 60.3 58.0 7.7

西班牙 59.0 61.9 1.4

英國 60.4 59.6 9.7

PMI持續火熱、零售銷售增長
 歐洲暑期迎向解封，主要經濟體七月製造業及服務業

PMI皆在50擴張線以上。六月零售銷售維持一定幅度
成長。

歐元區服務業PMI

歐元區製造業PMISTOXX歐元區50指數



【台灣】待疫情趨穩、內需改善，股市仍有上揚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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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景氣指標月刊(第45卷第6期)、Bloomberg

出口強勁彌補疲弱內需
 110年6月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數為40分，較上月

減少1分，燈號連續五個月呈現紅燈。領先指標下跌，
顯示景氣暫時受疫情因素干擾。6月台灣受到疫情影響，
抑制內需相關產業及勞動市場需求，惟受惠全球經濟
穩健復甦，帶動 5G、車用電子、高效能運算等科技應
用需求續強，及傳產貨品需求上升，6月貿易、生產、
銷售及金融面指標持續擴增。

展望未來
 為減緩疫情衝擊，行政院已於6月先後推出「紓

困4.0方案」及「紓困 4.0精進方案」，協助受
疫情影響的產業及國人。另隨國內疫情逐漸趨
穩，疫情警戒標準於7月27日降為第二級，內需
消費可望回溫。由於國內生產製造隨全球 經貿
穩健復甦，出口動能可望續強。投資方面，國
內半導體、綠能，及5G等投資持續擴增，台商
持續回流，均有助推升國內投資動能。惟須注
意變種病毒疫情發展，及主要國家間貿易與科
技紛爭不確定性因素。

台灣零售銷售(年比)

台灣加權指數

台灣貿易出口(年比)



投資觀測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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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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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註：中國基金部分請避開中概股ADR持股較重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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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新增非農就業人口達94.3萬人，創近1年新高，失業率降至5.4%，為去年疫情爆
發以來新低，雙雙優於市場預期、美勞工部發布截至7/31當週初領失業金人數為38.5

萬人，符合預期、美國7月ISM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攀升至64.1的歷史新高紀錄，
不過7月ADP民間就業人口僅增33萬人，遠遜於市場預估的65.3萬人，美7月ISM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回跌至59.5，走勢放緩連2個月下滑，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加上聯
準會(Fed)副主席克拉里達(Clarida)暗示2023年可能升息、Fed聖路易分行總裁布拉德
釋出Fed應自秋季開始減碼購債的鷹派言論、舊金山與達拉斯等Fed分行官員也呼籲儘
速縮減購債，消息導致美股震盪。儘管近期經濟數據不時出現雜音，但這也勢必讓
Fed為確保景氣動能增長，將更加謹慎執行或調整貨幣政策，市場流動性維持穩定，
有利支持投資人信心，且美股企業獲利良好，基本面依然無虞，美股仍有繼續上攻機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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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聯準會(Fed)在9月的利率決策會議上，預告購債計畫退場的可能性提

高，市場對通膨的疑慮未除，但亮麗的非農就業報告提振了市場投資人的

情緒，道瓊及S&P 500指數再度創下歷史新高，而美股公布的Q2企業財報

營收、獲利表現良好，有利基本面行情的延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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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9

最低:3,723

8/5:4,429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歐

股

英國央行維持基礎利率不變，並估計隨疫情緩和，經濟有望在
第四季重返疫情前水準，並重申在適當時機收緊貨幣政策的立
場，顯示英國經濟維持復甦步伐。歐元區六月零售銷售年增率
及月增率分別為5%及1.5%，年增率連四個月增長，月增率則連
兩個月成長，顯示歐元區在疫苗施打普及情況下，各主要政府
逐步解除防疫措施帶來消費的成長。其中，歐洲第一大經濟體
德國六月零售銷售年增率及月增率分別達6.2%及4.2%，高於歐
元區整體均值，消費佔歐元區GDP五成比例情況下，扮演歐元
區經濟復甦的火車頭。此外，德國、歐元區、英國製造業PMI終
值分別為65.9、62.8、60.4，亦維持火熱擴張。考量歐洲疫情負
面衝擊逐漸減小，ECB與BOE仍維持寬鬆政策，全球景氣復甦
帶動經濟持續增長，歐股屢創歷史高點，歐股多頭格局不變。

日

股

受惠於全球景氣復甦，需求旺盛，日本七月製造業PMI為53，乃
自今年二月以來連六個月擴張。惟受疫情持續升溫影響，單日
確診人數屢創新高，八月七日境內確診人數達到疫情爆發以來
的高點15,209人，使服務業PMI呈現持續萎縮狀況，七月服務業
PMI低於50擴張線為47.4。六月家庭支出年增率及月增率分別為
-5.1%及-3.2%，年增率在連三個月成長後轉為衰退，月增率則
意外低於估值的成長2%並轉為萎縮。消費疲弱拖累投資人信心，
日股走勢呈下行趨勢。考量疫情升溫拖累日本復甦步伐較歐美
主要國家緩慢，連帶影響日企獲利不如歐美企業，日股相對不
受投資人青睞。

成 熟 市 場

道瓊歐洲50指數

指數最高:4,174

最低:3,636

8/5:4,161

日經225指數

指數最高:30,467

最低:27,283

8/5:27,728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中
國

先前受到美中關係愈趨緊繃，以及中國加強監管而致使在美國
掛牌ADR的中概股大跌，也拖累港股及陸股重挫，不過近期市
場寄望華中地區發生嚴重洪災後，官方可望推出新的刺激措施，
陸股在短期跌深後出現反彈，上證指數過去一週呈震盪上漲走
勢。8/3官媒新華社刊文表示，網路遊戲對社會的危害愈趨明顯，
市場預測中國監管將指向遊戲概念股，港股市值王同時是中國
最大遊戲公司騰訊(700-HK)當日股價一度重跌逾10%。衛生當
局公布8/5大陸新增124例新冠病毒確診案例，為今年以來的最
高水準，市場對新冠疫情上升的擔憂也明顯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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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表示主要是為了促進鋼鐵行業轉型
升級並助力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受到原料成本上漲、極端
氣候及新冠疫情反覆影響，使工廠與商業活動降溫，國家統計
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官方7月製造業PMI降至50.4(前月50.9)，
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也降至53.3(前月53.5)，雖均較6月下滑，
但仍保持在50%以上的擴張區間，另外財新公布的7月服務業
PMI為54.9(前月50.3)，則擴張速度較6月加快，優於預期。由
於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8%以上，看好中國股市未來行情。
不過由於中國政策面影響股票的力道強大，因此短期布局可以
投資內地A股為主的中國基金，先避開受政策監管的中概類股。

新 興 市 場

15

上證指數

指數最高: 3731

最低: 3312

8/5：3466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台

股

近來正值法人說明會旺季，Q2企業財報陸續公布，也釋出未來的
展望，由於預期企業財報會有亮麗表現，加上美股多頭氣氛持續，
台股過去一週呈反彈上漲走勢。近期航運族群熱潮漸消退，截至
8/5，當日成交金額占大盤資金比重約18.0%，為5月中旬以來新
低，資金有回流科技電子類股跡象。雖受到本土新冠疫情拖累，
但中經院公布的7月製造業PMI回升至65.2，消費者信心樂觀、零
售銷售與工業生產呈雙位數成長，且外銷訂單暢旺連16紅，特別
是科技業帶動的投資活絡，上半年出口金額首次突破3,000億美
元大關，顯示整體市場需求旺盛。近期台灣本土新冠疫情降溫，
陸續解封將有助內需消費，加上時序進入電子傳統旺季，經濟展
望續佳，資金動能充沛。新冠疫情警戒等級降至二級，陸續放寬
封鎖措施，加上政府將推出新紓困方案，有助經濟活動的恢復。

新
興
亞
洲

由於跌深的中概股短線出現反彈，加上國際股市多頭氣氛持續，
使MSCI新興亞洲扣除日本指數過去一週呈震盪反彈的格局。印
度隨著疫情減退和疫苗接種規模擴大，加上央行7月啟動今年第
二輪大規模購債計畫，景氣回升預期及資金寬鬆給股市添利多，
印度股市再創歷史新高。越南宣布自8/2起，商業中心胡志明市
與其他18個南部省、市將延長2週封城令，以對抗嚴峻的新一波
疫情，但越股在先前大跌過後，近期已出現止跌反彈的走勢。南
韓首都圈正在實施第4級警戒，疫情持續擴散至各地，截至8/4新
增確診病例創第4波疫情以來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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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先前因疫情衝擊超跌的越南股市，建議可分批逢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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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權指數

指數最高: 18034

最低: 15089

8/5：17603

MSCI新興亞洲
(扣除日本)指數

指數最高: 959

最低: 794

8/5：835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6個月走勢

新

興

歐

洲

由於公佈的俄羅斯GDP經濟數據優於預期，激勵投資人信心，
抵銷了對本土Delta變種病毒的擔憂、通膨持續增溫的疑慮及短
線國際油價下跌的影響，過去一週俄股呈震盪上漲格局。受到
本土新冠疫情增溫，使短期經濟活動受到影響，IHS Markit俄
羅斯7月綜合PMI大幅下降至51.7(前月55.0)，其中製造業PMI
降至47.5(前月49.2)，服務業PMI降至53.5(前月56.5)。由於通
膨率高漲，央行於7/23宣布今年來第4次升息，從5.5%提高至
6.5%，並暗示還有升息空間。GDP數據方面，今年6月GDP年
增長8.5%，經濟回到疫情流行前水準，Q2年增長10.1%，H1
年增率4.6%，經濟發展部估今年GDP年增率可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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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定期定額或分批承接佈局。

拉

丁

美

洲

受到通膨高漲的疑慮未除，央行大幅調升基準利率，使投資人
降低了對資金行情的期待，加上大宗商品指數(CRB)回跌，過去
一週巴西股市呈震盪回檔格局。因經濟重啟和嚴重乾旱推升了
通膨，央行於8/4宣布今年第4次的升息，將基準利率由4.25%
調升至5.25%，升息幅度創2003年以來最大，並暗示9月還有升
息空間。經濟數據方面，由於新冠疫情出現緩和，IHS Markit
巴西7月綜合PMI上升至55.2(前月54.6)，為去年10月以來最佳
水準，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呈現增長，另外7月出口額達255.3億
美元(年增37.5%)，為歷年同期最高。經濟部表示，由於今年來
經濟數據表現優於預期，預估今年GDP成長率可達5.3%，疫情
已有緩和跡象，今年經濟可望朝正向發展。

新 興 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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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RTSI$指數

指數最高:1,695

最低:1,401

8/5 :1,653

巴西聖保羅股價指數

指數最高:130,526

最低:106,023

8/5 :121,632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
六個月走勢

能

源
/
貴

金

屬

由於全球新冠Delta變種病毒疫情持續增溫，投資人擔憂各國政府
再度祭出經濟封鎖，並影響油市需求復甦力道，導致近期布蘭特
油價走弱。雖然全球疫情嚴峻，但考量各國政府持續推進疫苗施
打計畫，甚至美、英、德、法、俄羅斯等國家考慮民眾施打第三
劑疫苗，預期在疫苗覆蓋率不斷擴大下，民眾因新冠肺炎重症或
死亡機率將大幅降低，有效減緩對經濟衝擊，對油價干擾程度亦
將減輕，看好油價受惠美歐解封與旅遊旺季等利多題材加持，有
機會重新吹起反攻號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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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技
/
科

技

研發與製造新冠疫苗棘蛋白技術(mRNA)的美國生技藥廠Translate

Bio，被法國藥廠賽諾菲(Sanofi)以32億美元併購，再加上禮來(Eli

Lilly)藥廠規畫年底前提出阿茲海默症藥物donanemab上市申請、
雷傑納榮製藥(Regeneron)財報優於預期，以及基因治療股Intellia

Therapeutics及Editas Medicine股價大漲，利多消息帶動NBI指數
上揚。由於全球新冠Delta變種病毒疫情持續延燒，目前傳出美、
德、以色列等西方國家計畫民眾施打第三劑新冠疫苗，預期將持
續推升市場對新冠疫苗需求，加上美、歐等國家藥廠亦將全力開
發新冠次世代疫苗以對抗變種病毒，且8~9月美、歐也有心臟、
肺癌、腫瘤、糖尿病等多場醫學會議登場，預期將討論更多免疫
與新興基因療法，預料生技股多頭人氣可望延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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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3

8/5:71.18

NBI指數

指數最高:5,466

最低:4,475

8/5:5,419



市場展望與投資建議 主要指數近六個月走勢

亞

債

中國7月份財新製造業PMI為50.3，創下近15個月新
低，顯示中國經濟動能自去年疫情爆發後復甦至今，
動能已見到明顯放緩。中國最大的地產商恒大地產
違約疑慮持續升溫，信評機構標普上週將該公司信
評由B-下調至CCC，且出具展望負向，在此之前，
另兩間國際信評機構穆迪及慧譽已將評等下調至趨
近違約的CCC等級，顯示市場投資人和銀行對恒大
地產已出現信任危機，恒大的融資渠道可能因此遭
到擠壓，公司債券價格持續滑落。所幸在上週中資
美元債跌深反彈的帶動下，整體亞洲高收益債價格
周上漲近2%，惟在中國基本面持續弱化下，中國大
型企業的違約事件可能會再增加，亞債的風險偏好
持續減弱，僅管亞洲高收益債殖利率仍有8.8%的水
準，但短期利空事件頻傳，債券價格表現持續走弱。
短期投資人應減持亞洲高收益債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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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總評

債 市

巴克萊亞洲高收益指數

美國公布7月份製造業PMI指數，雖連兩個月滑落，但就細項中顯示整體新訂單的動能仍

強，有利美國企業營運，整體信用市場仍屬穩健，加上近期美債殖利率走穩，投資等級債

與高收益債價格仍有上漲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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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公布7月份製造業PMI指數為59.5，略遜於市
場預期，且出現連兩個月放緩，惟新訂單指數依舊
維持高檔，顯示終端的需求仍屬強勁。近期美債殖
利率在美國財政部減少發債下，引導10年期美債
殖利率一度跌破1.2%，隨後在聯準會官員頻頻釋
出縮減購債迫在眉梢的訊息，加上7月份非農就業
報告亮麗，殖利率再度上行至1.3%，惟長短利差
未明顯擴增，整體公司債價格相對持穩。僅管近期
CCC級債殖利率創下5.14%的新低後，漲勢有所停
歇。但在美國企業營運持續改善下，有利美國公司
債違約率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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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主要新興國家央行陸續進入升息階段之際，新
型冠狀病毒Delta對經濟的不確定性確逐步升高，
導致IMF下修今年全年新興國家的GDP增長，市場
對於新興市場資產的追價意願滑落。新興市場主權
債價格在歷經第二季的反彈後，隨市場投資氛圍轉
趨保守審慎，7月份未再延續第二季的彈勢。另就
觀察主要法人機構在新興市場債的配置上，也較前
月降低了債券風險部位，現金部位由6月份的4.6%
上升至5.1%，已高於近12個月的平均4.8%。僅管
市場對於整體新興市場債偏好下降，但受惠油市需
求復甦，以及著眼波灣國家財政體質較佳的考量上，
波灣國家的主權債價格漲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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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