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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週主要股市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2/5/6。上述指數皆以原幣計價，數據
為美林債券指數。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收益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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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週全球大事件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2/5/6。 

美國 
大中華 

Fed升息2碼並將縮表，
且排除6月升息3碼的可能
性，惟通膨疑慮仍存，美
債利率大彈令美股續跌 

BoE升息1碼並警告經濟
衰退風險上升，且本週即
將公佈通膨數據，市場信
心不足拖累歐股續跌 

歐洲 

台灣 

新興亞洲 

歐非中東 

拉丁美洲 

節後氛圍謹慎，清零政策、
Fed緊縮及美中關係疑慮
困擾市場，儘管中央維穩，
陸港股續跌 

Fed確定升息2碼，金融
股遇獲利了結賣壓，航
運股因展望樂觀相對有
撐，台股持續回檔 

擔心東協央行隨Fed加
速升息，東協股下跌；
印度央行意外升息40個
基點，令印度股下挫 

巴西央行升息4碼並預
示將持續升息，且主要
貿易對手中國PMI數據
不佳拖累，股指收黑 

歐盟將禁運俄國石油令
油價續揚，但美元指數
與美債利率均升至波段
高位衝擊，指數走低 



股市展望及投資建議 

美 國 

中 性 

消費數據穩健、企業盈餘仍
佳且疫情相對可控、股市修
正幅度已大，惟Fed緊縮力
道不斷加大，美債殖利率持
續竄升令美股承壓，故維持
中性看法。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2/5/6。 

歐 洲 

正 向 

通膨壓力迫使ECB決議於
Q3結束資產購買計劃且可
能於今年升息，但PMI表
現仍穩健，GDP與企業獲
利維持增長，加上指數估
值降至均值下方，故調升
歐股看法至正向。 

大 中 華 

正 向 

疫情變化及海外金融環境
短期影響盤勢。十四五規
劃及共同富裕中長期利好
製造及消費；中央維穩當
道、貨幣政策偏鬆、下半
年景氣有望好轉。故維持
陸港股長期看好之建議。 

新 興 市 場 

正 向 

俄烏戰爭負面影響猶存，
惟巴西早於去年率先升
息、東協持續放寬疫情管
制且印度企業獲利成長動
能仍存，整體股市估值低
於均值，且資金持續流
入，看法調升至正向。 

台 灣 

正 向 

全球供應鏈對半導體庫存
維持謹慎，台灣半導體廠
將持續受惠。此外，高現
金殖利率繼續為台股提供
下檔支撐。基本面保持穩
健下，維持台股正向看
法。 



高收益債 

全球優先順位 
高收益債 

歐洲高收益債 

全球高收益債 亞洲高收益債 

美國高收益債 中國高收益債 

新興市場債 

全球新興市場債 
歐非中東 
新興市場債 

亞洲新興市場債 
拉丁美洲 
新興市場債 

近一週債券殖利率變動 

*紅色點為上週五數值，灰色點為4/29數值。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2/5/6。 

美國10年期公債 德國10年期公債 

投資等級債 

全球投資等級債 歐洲投資等級債 

美國投資等級債 亞洲投資等級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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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跌幅 漲跌原因 

公債 美德10年期公債利率同步走升 

投 
資 
等 
級 
債 

1. Fed升息2碼、6月啟動縮表(450億
美元/月)大致符合預期，主席不傾向
升三碼，立場鷹中略鴿 

2. 市場擔憂通膨壓力仍存恐迫使Fed持
續偏鷹，美債殖利率大彈使投資級
債續跌 

新 
興 
市 
場 
債 

1. Fed升息2碼，十年期美債利率飆破
3%大關，新興國家央行同步積極升
息，使得新興市場債表現疲弱 

2. 上週宣佈升息國家包括：巴西(4
碼)、智利(5碼)、捷克(3碼)及波蘭(3
碼)，其中智利及捷克升息幅度超乎
市場預期，壓抑該地區債市表現 

高 
收 
益 
債 

1. Fed升息2碼並將於6月開始縮表，
一如市場預期，儘管主席鮑威爾排
除6月升息3碼的可能性，不過通膨
擔憂仍存令十年期美債利率單週上
揚約20個基點至3.1%，加上美股續
跌、避險情緒升溫，高收益債走低 

2. 英國央行升息 1 碼並警告經濟衰退
風險上升，歐高收承壓收黑 

近一週主要債市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2/5/6。 
上述指數皆以原幣計價，數據為美林債券指數。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收益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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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市展望及投資建議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2/5/6。 

投資等級債 

3月FOMC會議紀錄顯示Fed立
場更鷹，料加快升息及啟動縮
表；ECB立場轉鷹，QE將提前
結束且有望升息。利率風險續
增下，利差窄且存續期間較長
的投資級債表現料將繼續承壓，
然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影響下，
仍可吸引短暫避險資金進駐。 

新興市場債 

俄烏戰爭持續干擾市場，包括
大宗商品價格飆漲、通膨擔憂
升溫等，使得新興國家央行追
隨Fed腳步持續升息，加上美
債殖利率及美元同步走升，新
興債利差不易收斂，因此維持
偏空看法。 

高收益債 

偏多 

景氣復甦、物價高於目標水準
的趨勢不變，使得利率上升風
險居高不下，但信用市場保持
穩定，加上高息需求仍存、存
續期間較短，因此看法偏多，
然而市場震盪劇烈的可能性
高，建議佈局優先順位高收益
債，兼顧風險與報酬。 

偏空 偏空 



本簡報所提供之資料僅供參考，投資人應審慎評估。本簡報所提供之
資訊乃基於或來自於相信為可靠之消息來源。本公司並不保證其完整
性。該等資訊將根據市場情況而隨時更改。本公司並不對任何人因使
用任何本簡報提供之資訊所引起之損失而負責。 

投資組合中的境內及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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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金
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及投資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
簡式公開說明書或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可至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s://www.fundclear.com.tw/)查詢。 

本簡報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投資組合之績效，基金投資風
險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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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過去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若基金有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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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基金配息前
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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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本簡報內容涉及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
其政治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此外匯率
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價值變動。投資人應依其本身之判
斷投資，若有損益或因使用本資料所生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應由投資
人自行負責，本公司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群益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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