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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回顧：巴黎攻擊事件影響有限，政治風險降低，新興股債強力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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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巴黎攻擊事件影響有限，政治風險降低，新興股債強力反彈  

資料來源：Bloomberg；資料日期：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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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升息預期: 商品指數下跌，美元指數來到七個月高點 

全球原物料商品 全球主要匯市 

資料來源：Bloomberg；資料日期：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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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點 央行政策型態持續觀察 

 重點回顧： 

歐洲央行總裁在上週五說，會採取必須採取的措施拉升通貨膨脹，德國國債升，歐元
貶，全球主要股市上升。另外，市場揣測巴黎恐怖攻擊事件不會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而上周美國聯儲公佈十月份會議紀要，透露大多數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認為，美國經濟
的情況已經滿足加息的條件，能夠承受最早下個月加息，同時強調未來升息步調將是漸
進式的，美元上揚。 
 

 本周展望： 

本週焦點在市場對歐洲央行政策變陣前的資產配置變化。美國市場估計因感恩節
(11/26,11/27)而交投淡靜。 
經濟數據部分:美國將公布第三季 GDP 修正值(預估將自 1.5%上修至 2.1%)、九月標普
/CS 綜合 20 房價 指數、十月成屋銷售/新屋銷售、十月耐久財訂單及個人支出等數據；
歐元區留意 Markit 將公布歐元區與各國 11 月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德國與英國將公布
第三季 GDP 成長率；中國無重要經濟數據。 
歐元集團會議：討論歐元區成員國2016年預算計畫草案，後續將交由歐盟執委會評估是
否符合歐盟穩定暨成長協定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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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動向 

資產類別: 

 股票:上週流出22億美金 

 債券:上週流出25億美金 

 商品:上週流進11億美金 

 Money-Market:上週流進156億美金 

 

固定收益資產: 

 公債:上週流進0.13億美金 

 投資等級債:上週流出8億美金 

 高收益債:上週流出9億美金 

 新興市場債:上週流出10億美金 

 

股票資產: 

 歐洲:上週流進17億美金 

 新興市場:上週流出24億美金 

 美國:上週流出18億美金 

 日本:上週流出0.36億美金 

 

留意未來的重大事件 (Events, dear boy, events ) 

資料來源： BoA ML；資料日期：2015/11/20 

股票基金資金流向  (百萬美元) 
 

全球資金流向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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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動向 新興市場資金大幅流出 

資料來源： BoA ML ；資料日期：2015/11/20 

固定收益資金動向 ( 周, AUM)      新興市場 
     股票與債券基金資金動向 (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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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Bloomberg，華頓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15/11/23 

美國/歐洲/中國 

日期 國家 經濟數據 市場預估值 實際值 前次公布值 

2015/11/16 美國 製造業調查指數 -5.25 -10.74 -11.36 

2015/11/16 歐元區 CPI 月比 0.1% 0.1% 0.2% 

2015/11/17 美國 CPI (不含食品與能源)年比 1.9% 1.9 1.9% 

2015/11/17 美國 實質平均周薪 -- 2.1% 2.2% 

2015/11/17 美國 工業生產 0.1% -0.2% -0.2% 

2015/11/17 美國 產能利用率 77.5% 77.5% 77.5% 

2015/11/18 美國 新屋開工 1160K 1060K 1206K 

2015/11/19 美國 領先指標 0.5% 0.6% -0.2% 

2015/11/20 歐元區 消費者信心指數 -7.5 -6.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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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屋開工數量降至七個月低點 

美國10月新屋開工數量降至七個月最低水平，因該國南方地區單戶型住宅開工活動大幅下降，不 

過美國10月營建許可總數激增，表明該國房市依然穩健。具體數據顯示，美國10月新屋開工年化 

月率下降11.0%，降幅大于市場預期的3.8%，前值由上升6.5%修正為上升6.7%；10月新屋開工 

總數年化降至106.0萬戶，創自3月來最低水平，且低于預期的116.0萬戶，前值由120.6萬戶修正 

為191.1萬戶。 

 
 
 
 
 
 

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Bloomberg，資料日期：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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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消費者信心指數創五個月新高 

歐元區11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止跌回升至負6，創五個月高，優於市場預期僅略升至負7.5，10月 

亦略上修至負7.6。 
 
 
 
 
 

經濟數據 

資料來源：Bloomberg，資料日期：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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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 Reuters，資料截至: 2015/11/23 

 
 
 

 

公債市場 美國與德國公債殖利率因央行政策，開始下跌 

美國公債殖利率  德國公債殖利率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至2.25%，在FOMC 會議紀錄公佈後，投資人預期12月升息的可 能性 

增加，債市則有利空出盡的意味，在公布會議紀錄前見高點，殖利率隨後滑落。 

德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至0.48%， 隨著12月初歐元區可能擴大QE，增加購債金額，德國公債 

殖利率連9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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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債市違約家數創2010年新高 

資料來源: JP Morgan，資料截至: 2015/11/20 

違約率 

 高收益債市上半月2家發生違約事件。 
 年初至今，高收益債券25家發行機構違約，違約金額約美金 183億。 
 目前高收益債違約率為2.62% 

違
約
率(

違
約
家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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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收益債券利差還在20年平均水準之上，利率為8.41% 

資料來源: JP Morgan，資料截至: 2015/11/20 

高收益債 

調升與調降評等家數 高收益債券平均利率 

高收益債平均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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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loomberg ，資料截至:  2015/11/23 

風險指標 受升息預期影響，股債波動上升 

美股VIX指數 美債MOVE指數 

新興市場債券信用違約指數(CDX) 高收益債信用違約指數(C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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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焦點 重要經濟數據/事件前瞻/主要國家休市日 

資料來源：Bloomberg；資料日期：2015/11/23 

 

日期 國家 經濟數據 市場預估值 前次公布值 

2015/11/23 美國 成屋銷售 5.4m 5.55m 

2015/11/23 歐元區 
Markit歐元區製造業採購

經理人指數 
52.2 52.3 

2015/11/24 美國 標普/CS綜合20房價指數 5.18% 5.09% 

2015/11/24 美國 消費者信心指數 99.2 97.6 

2015/11/25 美國 個人所得 0.4% 0.1% 

2015/11/25 美國 個人支出 0.3% 0.1% 

2015/11/25 美國 耐久財訂單 1.5% -1.2% 

2015/11/25 美國 新屋銷售 500k 468k 

2015/11/26 歐元區 M3 貨幣供給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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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多/空 

型態 短多 

短評：S&P500指數在頸
線獲得支撐後再度強勢上
攻前波高點。指數尚需等
反覆築底後才可望止跌，
當前線型暫時突破下降趨
勢，為短多格局，遇前方
高點時面臨壓力，投資人
操作須隨時留意反轉訊號 

資料來源：TEJ ；資料日期：2015/11/23 

註：晴天代表本週市場由多方主導的機率高、陰天代表市場可能陷入盤整，雨天
則表示由空方主導機率高，雷電表示盤勢不穩，波動度增加。 

技術分析 

美國標普500指數 

S&P 500 為短多格局，須留意反轉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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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 MSCI 歐洲指數短期處於盤整，須留意手中部位 

MSCI 歐洲指數 

指標 多/空 

型態 盤整 

短評：MSCI歐洲指數
(不含英國) 指數在7月
一波拉高後，隨即在8
月初時移動平均線，
月線向下穿越季線及
年線，形成死亡交叉
，短線處於盤整格局
。因此，短期建議投
資人留意操作，適時
調整手中部位。 

資料來源：TEJ；資料日期：2015/11/23 

註：晴天代表本週市場由多方主導的機率高、陰天代表市場可能陷入盤整，雨天
則表示由空方主導機率高，雷電表示盤勢不穩，波動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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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 上證指數若遇拉回即可逢低進場或加碼 

上海綜合證券指數 

指標 多/空 

型態 多頭 

短評：目前指數近兩周呈
現區間盤整局勢，配合成
交量出現量縮，漲多修正
的態勢浮現，以目前狀況
來看，已盤代跌的可能性
較高，要注意的是目前走
勢仍是樂觀向上看待，建
議投資人，若遇拉回即可
逢低進場或加碼，但追價
須多考慮風險承擔能力。 

資料來源：TEJ ；資料日期：2015/11/23 

註：晴天代表本週市場由多方主導的機率高、陰天代表市場可能陷入盤整，雨天
則表示由空方主導機率高，雷電表示盤勢不穩，波動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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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分析 MSCI新興市場指數建議短期避開 

指標 多/空 

型態 中空 

短評：MSCI新興市場指
數過去兩周跌幅3.1%，
指數目前位於上升收斂三
角形中。根據波浪理論，
當指數走至空頭市場中的
上升收斂三角形末端，未
來將會是巨大幅度的下跌
，建議短期投資人避開此
市場。 

資料來源：TEJ ；資料日期：2015/11/23 

註：晴天代表本週市場由多方主導的機率高、陰天代表市場可能陷入盤整，雨天
則表示由空方主導機率高，雷電表示盤勢不穩，波動度增加。 

MSCI新興市場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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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頓投信獨立經營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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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風險預告書。銷售機構有各基金公開說明書備索，投資人或可至境外基金公

開資訊觀測站查詢。有關投資人及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

人可至前揭網站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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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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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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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

來績效之保證。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

波動。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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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使用，華頓投信及其代理之境外基金公司已就可靠資料

或來源提供適當之意見與消息，但不保證資料來源之完整性，如有任何遺漏或疏忽請即通知修正。華頓投信或關係

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對此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