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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投資市場趨勢展望 

2019 年中觀察：全球投資市場仍保持彈性！ 

 

以此緬懷亞瑟艾許(Arthur Ashe_1943-1993)：觸動人心的一課！ 

 

投資市場 2019 年下半年度觀察及預期 

 

馮雅格 

Bruce VonCannon 

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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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真理的聲音 
專為個別投資人的投資建議評論 

 

(2019 年 6 月 30 日）過去一週，一件讓人觸動並深刻認知的事，就是位於美國東南

部維吉尼亞州的里奇蒙市議會(City Council of Richmond, Virginia)投票並重新命名一條

主要城市要道為亞瑟艾許大道(Arthur Ashe Boulevard)，藉以紀念已故傳奇網球冠軍

亞瑟艾許(Arthur Ashe)。 

 

里奇蒙市(Richmond City)截至今日為止仍承受了美國內戰期間（1861-65）安置南方邦

聯政府的情感創傷。 艾許(Arthur Ashe)是這個城市土生土長的孩子，儘管他年輕

時遭受種族歧視，但他還是成為當代人中最偉大的體育偶像之一。 任何一位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生活和競爭的網球運動員（事實上，包括任何運動員）都能記住艾許

(Arthur Ashe)的優雅和平衡，已超越了他的驚人天賦。在當時作為一位因種族歧視

而變得憤恨不平的年輕人，他甚至被剝奪了在自己家鄉公園打網球的權利。 但

他仍努力不懈，至今我仍可以看到他高大纖細的身影及運用專業網球拍進行發球

和衝網的動作。 

 

他人生一開始就選擇將精力集中在追尋更高的道德之路。 相對於被其他人霸凌

的處境，他反而以憐憫 “種族主義者”的態度因應。 作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的優秀運動員，他贏得美國公開賽和溫布敦單打冠軍，以及 1968 年從澳大利亞

將戴維斯盃帶回國的傑出運動家。在越戰期間，他在美國陸軍服役，反對南非種

族隔離政策，以及呼籲促進提高愛滋病意識，都是他偉大的提醒。他和史坦史密

斯（Stan Smith）(另一位溫布敦冠軍）都是這個時代的真正榜樣。 讓我們在此緬懷艾許

(Arthur Ashe)並為里奇蒙市(Richmond City)喝采！  

 

投資市場在 2019 年上半年的表現如何？ 儘管 2018 年第四季度受到嚴

厲打擊，但全球股市在 2019 年上半年飆升，儘管週期性的價格波動很大，但是

市場還是保持相當的彈性。 以下是今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場表現的總結： 

 

股票指數年初至今（以當地貨幣計算，6/30/19） 

MSCI 全球 上漲+ 51.1％ 

美國道瓊 上漲+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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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納斯達克 上漲+ 20.7％ 

歐元斯托克斯 50 上漲+ 15.7％ 

MSCI 英國 上漲+ 9.9％ 

德國 DAX 30 上漲+17.4％ 

香港恆生 上漲+ 10.4％ 

日本日經 225 指數 上漲+ 6.3％ 

上證指數 上漲+ 19.4％ 

ASX 200 上漲+ 17.9％ 

新興市場指數（MSCI） 上漲+ 9.7％ 

 

全球債券指數 

美國投資級別 上漲+ 8.5％ 

Emerg Market 上漲+ 11.0％ 

 

另類投資指數 YTD 

對沖基金（HFRX） 上漲+ 4.32％ 

黃金現貨 上漲+ 11.3％ 

原油（WTI） 上漲+ 28.0％ 

 

貨幣指數年初至今 

美元（DXY） 上漲+ 1.2％ 

 

波動率指數水平 

US VIX 13.28 

 

 

2019 年下半年的主流主題是什麼？ 當我們進入 2019 年下半年時，三個

關鍵主題似乎有其相關性：         

 

1） 特朗普政府的混亂和不穩定的領導風格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越來越大 

    （而不是越來越小）。在任何正常的總統任期內，一位美國總統擁有 3.2％國內 

    生產總值 (強勁的國內經濟)，50 年新低的失業率，都可能會獲得 70％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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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率。 特朗普在過去一個月卻剛剛勉強貫穿低於任何政治候選人被視為瀕 

    危項目的 40％水平。 最新的 NBC 民意調查顯示，53％的美國人不贊成他 

    的領導風格。2020 年的競選季已經開始，競爭對手民主黨已有 20 多名候 

    選人宣布競選總統。 美國各地的候選人也已宣佈角逐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席 

    次競選。2020 年 11 月美國將舉行大選，2020 年第一季將在各地開始一系 

    列的州級初選。 候選人現已開始籌集資金，政治言論和對特朗普的攻擊將 

    會加劇。特朗普所屬的共和黨中至少已有一名候選人公開反對特朗普尋求連 

    任。 此外，目前由民主黨控制的美國眾議院將對特朗普家族進行一系列違 

    反道德行為的調查，這些調查主要來自於第二季度發布的穆勒報告。  

    雖然不是確定無疑，美國眾議院仍將以一種讓人想起 1974 年尼克森彈劾聽 

    證會的方式發起針對特朗普的“彈劾條款”。這些都是提醒投資人不穩定的 

    美國政治除了提高境內領導風險外，也進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2） 觀察收益率曲線  經濟學家和金融分析師長期觀察市場的觀點是以 

    “債券市場收益率曲線”作為提供經濟發展方向的提示。 當短期利率 

    超過長期利率(10 年/30 年)時，就會發生收益率曲線反轉。在最近 10 次經 

濟衰退中, 已出現 8 次收益率曲線反轉的現象. 投資者繼續觀察美元債券收

益率曲線是明智之舉。 截至 2019 年第二季度末，美國 2 年期債券的收益

率超過了 10 年期收益率(反轉), 並接近 30 年曲線(略微上升但未反轉)。 自

1913 年成立以來，美聯儲(央行)一直保持著獨立於國內政治的超然立場。

特朗普攻訐他一年前親自任命的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更是戲劇化而無實

質內容可言。 鮑威爾已暗示他不會屈服於特朗普激進的言論和霸凌行為。

更重要的是，美聯儲的職能主要是關注美國的短期利率政策。長期利率主 

    要是受到金融市場與對通膨的預期心理而左右。因此，觀察收益率曲線的變 

化至其重要！ 

 

3） 中美貿易戰和其他形式的一廂情願 在東京舉行的 20 國集團會議後， 

    投資市場對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上週的會面、著實的讓投資者鬆了一口 

    氣。 雖然會談沒有明顯結論，但有一個不溫不火的消息，雙方已決定暫停 

    進一步的上調關稅。 中國似乎正在進行長時間的耐久賽，他們知道特朗普 

    深收受民調之苦，並在世界舞台上越來越孤立。 十年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 

    產品佔中國總出口額的 30％左右，目前出口額已降至 20％。雖然貿易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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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兩國經濟體造成了不利影響，但今天中國經濟比起 30 年前卻更具彈性。 

   人民幣更被認為是具有特別提款權（SDR）地位的五種全球貨幣之一。 雖然中 

   國國內經濟存在需要控制企業債務增長的嚴峻挑戰，在經濟遲緩的現況下、 

   國內生產毛額年增長率仍高於歐盟國家的三倍；美國的兩倍，中國並不 

   會很快的沉入大海中。這使得特朗普不得不反覆威脅實施額外懲罰性關稅。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屬的共和黨員反對其舉措，美國商會和超過 50 多家 

   以上大公司的高階主管更聯署並提交反對額外懲罰關稅的請願書，並敦促白 

   宮尋求以其他方式平衡中美貿易關係。 特朗普將貿易關係視為零和遊戲，這 

   與中國和其他貿易夥伴的態度截然不同、這些國家不認同貿易關係是單純贏 

   或輸的球賽。市場對於特朗普使用中美知識產權（IPR）的合法性議題以換取 

   允許美國公司更有利地進入中國市場、其實現性也讓人懷疑。 美國自 WTO 

   成立以來、已經贏得了 80％的貿易爭端訴訟案件。有充分的理由質疑特朗普 

   藉由詆毀世界貿易組織（WTO）轉而向中國施壓的作為是否能形成風向。 

   此外，白宮定調“貿易逆差”作為美中貿易公平的晴雨表似乎已經過時了。  

   雖然美中貿易逆差確實有 1500 億到 4000 億美元，實際美中淨淨兌換貨 

   幣(actual net-net exchange of money)(我們稱之為“國際收支平衡”)為小額赤字 390 億美 

   元。而特朗普所說被搶劫的“存錢筒”也是不存在的。美國不僅與中國，也 

   與許多貿易夥伴一起，通過在海外經營美國公司的特許權所產生的使用費、 

   收費和服務，獲得了巨額的跨境收入。與 102 個順差國家一起、這些跨境收 

   入其實平衡了大部分的美國貿易赤字。 特朗普不以全球貿易的觀點教育他的 

   支持者，只因沒得到他所想要的，他就大大地誤導了他的基礎支持者。 此外、 

   在貿易談判中、中國堅守立場，中國談判代表不太可能“屈服”於美國的恐 

   嚇戰術和威脅。美國的手法反而會對中產階級、消費者，農民產生威脅並有 

   損特朗普自己 2020 年的連任之路。  

 

對投資者的建議：多元化是最明智的策略！平衡投資組合與多元化資產類別

定位的投資人更有可能保全財富並成功因應 2019 年下半年的市場不確定性。請

諮詢您的投資顧問並採用適當的資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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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馮雅格(Bruce VonCannon)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人，現任 Vanheel Management Ltd.

董事總經理。成立於 2002 年，Vanheel Management Ltd.是香港證監會和美國

註冊的獨立資產管理公司。馮先生在國際銀行和財富管理方面的職業生涯長達

27 年，其中包括 紐約，台灣，香港，新加坡和日內瓦。 他經常在金融研討會、

大學和商業論壇上發表演講，並且是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的“今日亞洲投

資者指南”（2017 年）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