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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升溫  市場震盪 

股市 債市 產業 股市總覽 美國 歐洲 日本 新興市場 

資料來源：安聯投信整理，2016/2/12；若非特別指名，指數皆為MSCI指數，以原幣計價 

評價面(本益比) 主要股市表現 

目前本益比 合理區間 過去10年區間 

註：合理區間為過去十年平均之+/-一個標準差區間 

 台灣春節長假休市期間，全球股市動盪，市場動盪主要來自於歐洲銀行股與日圓大幅升值。 

 投資者對歐洲銀行業獲利和應對市場動盪能力的擔憂加劇，避險需求推升日圓，日圓兌美元上周大漲
3%，升至2014年10月以來最高水準。成熟國家及新興國家股市近一周普遍下跌。 

 後續觀察上周五歐美股回彈是否穩住信心、日圓回穩能否維持，及重新開盤的中國股市表現。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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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總覽 美國 歐洲 日本 新興市場 

 投資人持續擔心全球經濟成長放緩、央行政策效
果及銀行系統面臨壓力，導致美國S&P500指數及
道瓊歐洲600指數近一周下跌0.72%、4.7%。 

 德銀因巨額罰款和交易業務大幅虧損，使市場對
歐洲銀行業獲利和應對市場動盪能力有所疑慮，
導致避險情緒升溫。  

 Fed主席葉倫在國會發表半年一度的證詞時表示美
國經濟成長存在風險，但陷入衰退風險不大，因
此不認為Fed會很快步入需要降息的地步。紐約
Fed總裁Dudley談話也未排除升息可能性。 

 經濟消息方面，美國1月非農就業人數增加15.1萬，
低於19萬的預估中值，失業率跌至4.9%的近八年
低點，1月零售銷售上升0.2%，優於預期並連續三
個月上升，顯示美國經濟仍屬穩健。歐元區第四
季GDP季比0.3%、年比1.5%，均與預估相符。 

 後續觀察重點:(1)上周五德銀宣布回購54億美元債
券，JPMorgan總裁亦宣布買回公司股份，帶動
銀行股及美歐股市回彈，觀察是否可穩住市場信
心。(2)美國將公布NAHB房市指數、新屋開工與
建築許可、工業生產及CPI等經濟數據表現。 

 

S&P 500 指數過去一年走勢 

經濟不確定擔憂  歐美股走跌 

資料來源：上圖：Bloomberg，2016/2/12；下圖：Bloomberg，2016/2/12 

道瓊歐盟600指數過去一年走勢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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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股市大幅震盪，避險需求推升日圓大幅走
強，拖累日股，東證指數近一周下跌12.6%，
新興市場亦在國際股市震盪下收跌，MSCI新興
股市下跌3.83%。 

 日本方面，美元兌日圓上週四盤中創2014年10
月以來最低價110.98日圓，回到了當時日本央
行意外祭出QQE時的水準，之後回升到113。
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表示，當局已注意到日
圓近期劇烈波動，如有必要，將採取適當行動。 

 中國方面，由於預期美國升息延後和美元走弱，
離岸人民幣CNH上周連漲四天，2/12收6.5085，
短期內貶值壓力大幅緩解，有利於穩定投資信
心。人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人民幣不存在持續
貶值基礎，當前中國國際收支狀況良好，人民
幣匯率對一籃子貨幣保持了基本穩定。 

 後續觀察重點:(1)日圓匯率回穩能否維持。整體
而言，日本官方仍希望維持日圓弱勢，日本央
行干預可能性增加。(2)重新開盤的中國股市表
現，以及中國官方是否有任何舉措，亦是市場
關注焦點 。 

 
 

東證一部指數過去一年走勢 

國際股震盪及日圓走強  日股重挫 

股市總覽 美國 歐洲 日本 新興市場 

MSCI新興市場指數過去一年走勢 

資料來源：上圖：Bloomberg，2016/2/12；下圖：Bloomberg，2016/2/12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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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 
 

 公債 
 投資等級債 
 高收益債 
 新興市場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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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年節期間，投資信心受油價再度回落拖累，使得信用債全面走低，其中可轉債與高收益債因
分別與股市及油價關聯性高，跌幅相對較重。 

 利率型債券則受惠於美國公債殖利率下滑，普遍呈現溫和上揚。在全球經濟基本面仍較偏正面的
情況下，未來觀察重點為油價走勢及避險情緒是否回落將主導債券市場表現。 

主要券種今年以來表現 主要券種2/8~2/12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5/2/12；上述表格內指數來自美國銀行美林編纂之債券指數，以原幣計價。 

債市總覽 全球公債 信用債 新興市場債 

避險情緒驟升 信用債走低 

0.18% 

0.00% 

0.25% 

0.10% 

-0.27% 

-1.86% 

-0.61% 

-0.56% 

-2.18% 

-3.0% -2.0% -1.0% 0.0% 1.0%

全球政府債券 

全球通膨連結政府債券 

美國市政債券 

美國機構MBS 

全球投資等級債券 

全球高收益債券 

新興市場主權債 

新興市場公司債 

整體可轉債 

2.51% 

1.76% 

5.25% 

2.94% 

0.01% 

-6.00% 

0.43% 

0.72% 

-12.65% 

-18.0% -13.0% -8.0% -3.0% 2.0% 7.0%

全球政府債券 

全球通膨連結政府債券 

美國市政債券 

美國機構MBS 

全球投資等級債券 

全球高收益債券 

新興市場主權債 

新興市場公司債 

整體可轉債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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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年節期間，美債指標10年期公債殖利率從1.84%持續下滑8.8點至1.73%。市場避險情緒將該
指標殖利率壓至近一年低點，令公債今年以來表現相對領先多數債種；不過聯準會今年持續讓利率
正常化的決心似乎被市場輕忽，未來公債殖利率預期有較大機會走揚。 

 受美國指標公債殖利率下滑影響，德債指標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走低3.5點至0.26%，暫時守在
0.2%之上，沒跌破去年4月低點。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6/2/12 

美債殖利率下探一年低點 

美債指標殖利率近一年走勢 歐洲指標殖利率近一年走勢 

債市總覽 全球公債 

(%) (%) 

信用債 新興市場債 股市 產業 指標 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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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差 (左軸) 全球高收益債券(右軸) 

 年節期間信用債利差因避險情緒升高而擴大，
期間全球投資級公司債下跌0.28%，其中美國
投資級債跌0.23%、歐洲投資級債跌0.36%。
全球高收益債跌1.86%，美國與歐洲高收益債
均下跌1.98%。 

 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的資料顯示，截至2月
10日當周，投資級債券資金由淨流出6.4億美
元轉為淨流入4.7億美元；高收益債券資金淨
流出則擴大至10.7億美元。 

 彭博統計，截至2月3日美國證券交易商持有公
司債部位降至179億美元，2014年3月高點為
459億美元；近一周以1~5年投資級公司債減
少最多，高收益債則呈現小幅加碼。 

 受俄羅斯與OPEC減產談判無進展拖累，西德
州輕原油價格年節期間跌破1月20日的前低，
盤中一度接近跌破26美元關卡，拖累高收益債
表現。能源高收益債一周跌幅接近8%，產油
國後續生產決策及市場信心將會左右油價及高
收益債表現。 

 

 

券種利差(基本點) 2016/2/12 2016/2/5 
過去 

10年最低 

全球高收益債 846 794 233 

美國高收益債 864 810 241 

美高收BB級 559 513 167 

美高收B級 876 826 236 

美高收CCC級以下 2044 1925 416 

基本點 指數 

全球高收益債指數與利差走勢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6/2/12；上述表格內指數來自美國銀行美林編纂之債券指數，以原
幣計價。 

油價破前低  能源高收益債領跌 

債市總覽 全球公債 信用債 新興市場債 股市 產業 指標 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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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主權債利差(左軸) 外幣公司債利差(左軸) 

新興市場債券指數(右軸) 

券種利差(基本點) 2016/2/12 2016/2/5 
過去 

10年最低 

外幣新興主權債 386 374 110 

外幣新興公司債 510 491 144 

巴西美元主權債 532 505 80 

俄羅斯美元主權債 244 235 71 

墨西哥美元主權債 266 248 63 

新興市場債指數與利差走勢 

基本點 指數 

全球投資信心低迷 新興債持續失血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6/2/12；上述表格內指數來自美國銀行美林編纂之債券指數，以
原幣計價。 

 年節期間全球新興市場債受到保守氣氛拖累
走低，新興市場債券指數下跌0.97%，其中
美元計價之主權債與公司債分別下跌0.61%
與0.56%。 

 根據美銀美林引述EPFR的資料顯示，截至2
月10日當周，新興市場債資金淨流出10.7億
美元 (前一周淨流出7.4億美元)，當中以強
勢貨幣新興債基金流出較多。 

 印尼公布2015年第四季GDP成長率，由前
期4.74%大幅增至5.04%，優於市場預期的
4.8%。正面數據帶動印尼盾單日出現超過
1%漲幅，為去年10月以來最大漲幅。市場
對印尼經濟展望正面，有利債市及貨幣未來
表現。 

 巴西1月IPCA通膨率達10.71%，市場原先
預期會由前月的10.67%小幅回落至10.52%，
失望情緒令巴西公債表現相對疲弱；巴西通
膨目前仍是一大挑戰，是未來該國債市重要
觀察指標之一。 

債市總覽 全球公債 股市 信用債 新興市場債 產業 指標 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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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 

 
 生技 
 科技 
 農金 
 油礦金 
 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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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風險趨避，避險資金湧入，貴金屬指數單周上漲達9.7%。 

 油價大跌後反彈，然而，原油價格單周仍下跌4.7%，拖累能源類股表現。 

主要產業表現 

主要產業回檔修正  貴金屬一枝獨秀 

資料來源：Bloomberg，截至2016/2/12以原幣計價。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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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NBI生技指數近期回檔幅度較高，因市
場風險趨避導致過去表現較佳生技產業賣壓湧
現、美國藥價限制問題持續影響市場、部份生
技廠商新藥臨床實驗不如預期(如Incyte)加上
部分生技大廠臨床數據表現不如預期。 

 生技產業第 4 季財報好壞參半，大廠如
Gilead,Biogen,Amgen表現遠優於預期。然而，
包含Celgene,Illumia,表現則不盡理想。整體
產業獲利成長性仍高，近期大幅回檔後，大型
生技股預估本益比僅11.53倍，投資價值高。 

 能源：美國西德州 (WTI) 原油2/12日單日反彈 
12.3% 至29.44 美元，中止連6跌，同時也創
下2009 年 2 月以來最大單日漲幅，因傳出
OPEC可能聯合其他產油國減產，但單周仍下
跌4.7%，因美國原油庫存仍高。 

 預期短期油價仍呈現高度波動，下半年在供需
逐漸平衡下，油價有機會震盪築底，具攀升機
會。 

 

生技 能源產業承壓  指數回檔 

NBI生技指數走勢 

生技產業Q4財報狀況 

資料來源：Bloomberg，截至2016/2/12以原幣計價。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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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指數與 
重要經濟數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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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指標 本周焦點 

新興貨幣指數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6/2/12，新興貨幣以摩根大通新興貨幣計算之 

股債波動度提高 風險指標攀升 
美股VIX指數 美債MOVE指數(債市波動度) 

高收益債信用違約指數(CDX)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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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指標 本周焦點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高收益債共同基金資金流向（十億美元） 

資料來源：Bofa ML，2016/2/11，股票、整體債券、高收益債皆為美國 

風險性資產資金持續流出 
股票共同基金資金流向（十億美元） 整體債券共同基金資金流向（十億美元） 

新興市場債共同基金資金流向（十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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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指標 本周焦點 

重要經濟數據公布及事件彙整  

全球重要事件 

 美國1月聯準會會後記錄 

資料來源：Bloomberg，2016/2/15~2016/2/22 

公布時間 國家 經濟指標/ 重要事件 公布時段 市場預估值 前期 

2月15日 日本 GDP經季調(季比) 4Q  -0.20% 0.30% 

2月16日 歐盟 ZEW調查 2月 22.7 

2月17日 日本 機械訂單 12月 -2.8% 1.2% 

2月17日 美國 新屋開工 1月 0.2% 

2月19日 日本 GDP民間消費(年比) 4Q  -0.60% 0.40% 

2月19日 美國 CPI 1月 

2月20日 日本 GDP企業支出(季比) 4Q  -0.20% 0.60% 

股市 債市 產業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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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建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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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建議 
波動市場   穩資產、享收益為先  伺機找機會 

投資目標 投資建議 推薦基金 推薦理由 

       穩資產             加碼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累積／月配類股(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PIMCO全球債券基金 

 投資級債券為主，投資策略靈活，震盪
市場中，穩住資產，享受高評等債券抗
震優勢。 

       享收益 
      持有續抱 
         單筆分批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有一定比例之投資包
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高收益債券殖利率超過9%，若未大幅違
約，目前收益率佳。 

 美國為全球經濟領頭羊，美國收益來源
品質較高(包含美高收、美股、美國可轉
債)。 

       找機會 
      單筆分批 
         定期定額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歐洲央行仍有持續寬鬆空間，經濟溫和
復甦，股市跌深後具反彈契機。 

 基金選股不選市，近期歐洲銀行與礦業
股有較大跌幅，基金持有比重皆低。 

資料來源：安聯投信整理，201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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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
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
人須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匯率變動可能影響基金之淨資產價值、申購價格或收益。基金因短期市場、利
率或流動性等因素，波動度可能提高，投資人應選擇適合自身風險承受度之基金。PIMCO系列基金持有衍生性商品之總部位，依愛爾蘭金
融服務管理局的計算方法，可達基金淨資產價值之100%，可能造成基金淨值高度波動及衍生其他風險。The Fund offers different 
share classes, which are subject to different fees & expenses (which may affect performance), have different minimum 
investment requirements and are entitled to different services.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for use within any country or with 
respect to any person(s) where such use could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the applicable law. PIMCO Funds: Global Investors 
Series plc is an umbrella type open-ended investment company with variable capital and with segregated liability between 
Funds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under the laws of Ireland with registered number 276928. This communication must 
be accompanied or preceded by a PIMCO Funds: Global Investors Series plc prospectus.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
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
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新興
市場證券之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通常低於已開發國家，可能影響本基金所投資地區之有價證券價格波
動，而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影響。配息型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
金額減損，且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本公司於公司網站揭露各配息型基金近12個月內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供查詢，
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 
 

安 聯 投 信 獨 立 經 營 管 理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78號5至9樓 電話：02 8770-988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公益路二段51號2樓B室 電話：04 2217-6088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四維三路6號2樓B室 電話：07   337-6288 

客 服 專 線 0800-088-588 行動電話及國際長途電話服務請改撥：02-8770-9828 

網    址 www.allianzgi.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