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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產與債券市場表現
2020年風險性資產普遍表現佳；YTD受美債殖利率走勢影響而震盪

資料來源：JP Morgan, 2021/2/3



3

債種 分析 說明 綜合看法

公債

評價面 =
• 延續12月FOMC，1月FOMC紀要顯示沒有將維持資產負債表結構與購債
• 去年關於資產負債表調整，官員討論傾向先加長債券; 隨著1月FED成員發表談話，
對資產負債表的調整有所分歧=>但目前縮減資產規模為主流

=技術面 =

基本面 =

投等債
評價面 - • 今年信用利差收斂空間有限，今年預估區間(90-130); 反觀美債利率彈升壓力大，

美國信用債表現可能不若去年
• 預期今年美IG淨發行量將明顯降低=>籌碼面與資金面將使信用利差收斂(但有限)

=技術面 =

基本面 +

高收債

評價面 = 基本面無虞，技術面支撐利差有壓縮空間或維持在較窄水準
• 利差仍有壓縮的空間 - 近期利差大致為橫盤整理，繼續位於歷史區間低緣。若經濟復甦得
以持續且疫情發展對市場沒有進一步擴大系統性影響，利差仍然有壓縮的空間；

• 技術面依然支持高收債資產 - 雖然很難說目前高收債有非常高的投資價值，但若考量1月
份下旬市場波動下高收債仍相對穩健，證明技術面具有非常強的支撐(對全球央行支持和
政府主導的財政刺激措施的信心及18兆負利率資產下對收益的需求)；

• 仍具投資價值 - 儘管目前高收債5%左右的收益率不及過去來得高，但與其他固定收益資
產類別相比，仍具投資價值。

+

技術面 +

基本面 =

新興債

評價面 = • 新興美元債：刺激政策期待且企業財報多優於預期，市場對於經濟復甦的正面反應加速了
信用債市的利差縮窄，加上全球主要國家仍偏寬鬆，預期新興美元債在歷經前月修正後可
望相對穩定。

• 新興當地貨幣債：經濟前景樂觀支撐美元反彈，油價與商品價格走揚則帶動商品貨幣同步
收，惟新興國家經濟表現分化，體質較佳之新興國家債匯可望有較佳表現。

• 亞洲美元債：受美國公債殖利率彈升、以及年初初級市場發行量增影響，殖利率仍有上行
壓力，中性看待後市；亞洲高收益美元券上月受華夏幸福負面消息影響，信用利差走寬，
但今年違約率仍預期僅2-3%，評價面來看，信用利差仍在600點以上，上半年持續偏多
看待，但須留意中國房地產貸款控管可能造成波動擴大

• 亞洲當地債：財政/貨幣空間有限+流動性正常化、收益率已到歷史低點、美債上揚波動放
大，但短期修正或為良好進場機會，價值面推中國

印度債：通膨見緩，流動性正常化+舉債擴大財政支出、2021發債排程..carry

=

技術面 =

基本面 =

債市投資展望結論

資料來源：瀚亞投信,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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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國家投資等級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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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road Mkt

Source: BofA Merrill Lynch Global Research, Bloomberg, ICE Data Indices, LLC

結論:注意疫情/疫苗發展與新紓困(Mar)，US10Y利率有機會挑戰=>1.5%

◼ 總經基本面: 

1. 延續12月FOMC，1月FOMC紀要顯示沒
有將維持資產負債表結構與購債=>維持
每月800億美金與400億機構債步調”一
段時間”，專注通膨與官員談話

2. 去年關於資產負債表調整，官員討論傾向
先加長債券1月FED成員發表談話，對資
產負債表的調整有所分歧=>但目前縮減
資產規模為主流

◼ IG市場看法: 看好美IG over 美債

1. 今年信用利差收斂空間有限，今年預估區
間(90-130); 反觀美債利率彈升壓力大，
美國信用債表現可能不若去年

2. 預期今年美IG淨發行量將明顯降低=>籌
碼面與資金面將使信用利差收斂

Monthly Total Return (%)



6

BOA預期美IG報酬-4.3%，看跌長天期債券 (我們預期今年報酬-3.66%)
2021投資市場展望 – BOA上調美債十年利率至1.75%，美國GDP至6%

Source: ICE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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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IG信評調降情況較上月略升; 1月淨發行量去年較低，資金持續流入

Source: BofA Global Research, ICE Data Indices, LLCberg

僅供內部參考使用，不得外流

Net inflows to US IG bond funds and 
ETFs increased to 1.89% of assets in May 
(based only on funds reporting weekly) 
from 0.49% of assets in April

US IG new issuance reached $262.1bn in May –
the second highest month – following $297.2bn 
in April, bringing the YTD  to $1,069.7bn, the 
fastest start

六月份花旗驚奇指數顯示
六月經濟數據大幅優於預期

Supply in the 
month of August
every year since 2010

Too much money, too few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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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瀚亞投資, 2021/2

高收益債市第二季投資展望

基本面無虞，技術面支撐利差有壓縮空間或維持在較窄水準

基本面

技術面

評價面

• EBITDA 預估成長5%

• 違約率2021年底前回歸至長期平均(4%)

• 墮落天使/降評 : 今年墮落天使量將明顯趨

緩，反而是明日之星可能增加。

• 預期全年美高收發行量約為3,000億(yoy

-30%)；歐高收為750億歐元(-8%)

• 央行及政府政策措施持續

• 18兆負利率資產下對收益的需求

利差預估

300 bps~450bps

投資機會

✓ 高品質/ESG

✓ 拜登政策

✓ 疫情轉機/循環性

產業

✓ 新興高收債
•評價仍為合理

•就利差/槓桿使用、名目利差及價格差

異來看仍有資本利得空間

風險

?!利率大漲

?!市場過度押弱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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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走勢

2013年縮表經驗：成熟市場高收表現優於新興高收

惟縮表動作不致於短期內實現， 且聯準會此次將充分溝通，衝擊應較小

資料來源： Bloomberg, Federal Reserve, 2021/1

2013/5 Bernanke 表示若經濟表現較預期強勁，則有可能縮減購債規模。2013/12 聯準會每月購

債量由$850億降為$750億，美債殖利率走升(當時失業率由6.9%降至5年低點；核心通膨為1.6%)。

市場反應 : 成熟市場高收債先跌後反彈；新興高收大跌7%後至年底縮小跌幅至2%。

May-13 Dec-13

10年期美債殖利率 2% 3.02%

平衡通膨率 1.9%~2.3%區間

成熟國家高收債 +4.8%

新興高收債 -2.4%



11

信用壓力指標顯示高收債基本面健康

指數隱含未來12個月違約率約為2.1%~3%

資料來源： BofA Global Research. The Credit Stress Indicator is intended to be an indicative metric only and may not be
used for reference purposes or as a measure of performance for any financial instrument or contract, or otherwise relied
upon by third parties for any other purpo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BofAML Global Research. This Credit
Stress Indicator (CSI) was not created to act as a benchmark, 2021/2/13

各信用壓力指標(Credit Stress Index)相對歷史位置(左)、歷史走勢(右上)及隱含違約率分布(右下)

賤售比重

CCC賤售比重

分散度

CCC級分散度

過去12週發行量

CCC級過去12週發行量

股市波動度

利率波動度

財務壓力

負債/企業價值

加權平均

CSI歷史變化

CSI(橫軸)vs. 違約率(縱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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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性(疫情直接影響)產業仍具利差收斂空間

經濟、商品、疫苗三面相均支持利差續窄

資料來源：Bloomberg Barclays, 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2021/1/21

高收債循環性及防禦性產業過去一年來的利差變化(2021/1/21 vs. 20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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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ofA ML indices for US, Europe and EM corporates: spread and yields to worst. JP Morgan indices for EM HY
and frontier markets, 2021/1

主要固定收益商品利差(Y軸)及殖利率(X軸) ( 左)及EMHY相對USHY、EUHY利差(右上、右下)

新興高收債相對提供更高殖利率vs. 成熟國家高收債

高殖利率面對利率上升更有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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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投資結論

投資建議

新興美元債 :

刺激政策期待且企業財報多優於預期，市場對於經
濟復甦的正面反應加速了信用債市的利差縮窄，加
上全球主要國家仍偏寬鬆，預期新興美元債在歷經
前月修正後可望相對穩定。

新興當地貨幣債 :

經濟前景樂觀支撐美元反彈，油價與商品價格走揚
則帶動商品貨幣同步收，惟新興國家經濟表現分化，
體質較佳之新興國家債匯可望有較佳表現。

資產類別 展望評級

新興美元債 =

新興當地債 =

資料來源：瀚亞投資,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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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JP Morgan, 2021/2

*註:UBS 新興市場風險偏好指標(UBS GEM DERI Indicator)的編制包含: VIX 、新興市場公司債利差、美歐日swap 利差、MSCI新
興市場匯率波動、景氣循環股相對防禦股之表現、高beta類股表現、MSCI新興市場65日移動平均

新興區域經濟

中印牽引效果，拉抬新興區域高經濟成長率

EM vs DM GDP預期 新興區域確診人數下降

多數新興國家PMI回升至一年來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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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JP Morgan，2021/2

新興美元債

利多仍存，但表現空間收窄

新興債總報酬 vs 20日移動平均

歐元

EM FX

新興美元債年底前報酬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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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投資等級美元券相對價值

利差仍維持在70bps以上

資料來源: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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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高收益美元券相對價值

對美高收利差來到歷史新高

資料來源: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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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美元券供給量

1月投資等級債供給量高於預期

資料來源: BofA Glob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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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違約情形

中國境內企業違約率保持下降趨勢

資料來源: BofA Glob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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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資料來源: Bloomberg

• 亞洲投資等級債方面，受美國公債殖利率彈升、以及近期初級市場發行量
增影響，殖利率仍有上行壓力，中性看待後市

• 亞洲高收益美元券上月受華夏幸福負面消息影響，信用利差走寬，但今年
違約率仍預期僅2-3%，評價面來看，信用利差仍在600點以上，上半年持
續偏多看待，但須留意中國房地產貸款控管可能造成波動擴大



23

資料來源: JP Morgan，2021/2

新興當地貨幣債

新興當地貨幣債仍存上行空間

美股表現牽引新興債走勢EMCI vs EUR/USD走勢

EM FX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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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亞洲本幣債券市場持續呈現資金流入，以韓國、中國流入量較大、印度債
呈現流出

亞洲本幣債資金流



25

• 2021年初亞洲許多國家通膨稍見緩解: 中國-0.3%yoy, 日本核心通膨落入負值、
印度回到4.59%、南韓亦從低位再降。

亞洲國家通膨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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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亞洲國家開始流動性正常化：中國PBOC收緊流動性使銀行間隔拆利率大幅
上升、印度RBI恢復14D浮動RRPO利率、南韓收回covid-19流動性放寬

流動性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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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印尼、菲律賓意外降息後，近月來亞洲各國保持利率不變。雖各國欲維持寬鬆態
度，目前水位下再降息空間不大

亞洲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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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多數國家財政空間有限：日本財政支出擴大至43% GDP、新加坡赤字擴大
至15.4%、中國赤字亦上升至11%。

亞洲各國財政空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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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聯準維持近零利率、資產購買至2023年，將保持美元較弱勢(2009-2011美聯
準寬鬆亞洲貨幣升19%)

• 雖2021下半年疫苗普及，但整體經濟仍有復甦空間

• 風險調整後人民幣相對最有CARRY價值

亞洲貨幣仍有表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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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貨幣空間有限+流動性正常
化，且收益率已來到歷史低點、
美債上揚波動放大

• 美聯準短中期維持寬鬆態度，對
亞洲利率債為正向幫助

• 疫苗等市場利多大致已反映在資
產價格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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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債殖利率走勢

• 過去一個月印度流動性收緊+預算案，短天期債券殖利率顯著上彈。顧問預估
區間：10年期公債殖利率5.85-6.2% 、5年期債券殖利率區間5.2-5.6%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21/02/18



32

• 各天期公司債過去一個月亦全面上揚

印度AAA公司債殖利率走勢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2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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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正常化

• 疫情以來RBI透過TLTRO、買美元、公債市場操作等不斷注入市場流動性，
surplus約6-7兆盧比。2021/3 cash reserve ratio回升可回收約1.6兆，對債市可
能壓力仍有20基本點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2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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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I inflation projection: 6.8% for Q3:2020-21, 5.8% for Q4:2020-21; and 5.2% 

- 4.6% in H1:2021-22.

• Trilemma: 高通膨+高國際資金流入+高流動性

• 資料來源: RBI, 202012

RBI通膨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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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XQ, ICICI-PRU, 2021/02

匯率
• 外資持續流入印度、政府持續吸收美元，預期盧比表現穩定偏強，或有表

現空間

• 顧問預估區間72.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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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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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尋求投資固定收益之潛在收益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

守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

重。本基金最高可投資基金總資產30%於美國144A 債券，該債券屬私

募性質，較可能發生流動性不足，財務訊息揭露不完整或因價格不透

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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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

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本金支出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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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配息前未先扣應負擔之相關

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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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

外資產而使資產價值變動。本基金之收益分配由經理公司依基金孳息

收入情況，決定應分配之收益金額；本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包括債券發

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利率變動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匯

率變動之風險及政治、經濟風險，本基金配息政策及投資風險揭露於

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基金配息組

成項目揭露於本公司網站。

有關基金應負擔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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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列 網 址 查 閱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http://newmops.tse.com.tw、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astspring.com.tw或於本公司營業處所：台北市松智路1號

4樓，電話：(02)8758-6699索取/查閱。瀚亞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