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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更新 : U 型反轉的機會較 V 型更大 
 

– 考量到第一季經濟表現疲軟我們因此下調了全球經濟成長的預測。當前經

濟活動依然疲弱，但有跡象表明我們已經走過了最糟時期，預計第三季時

經濟活動將出現反彈。 

– 除此之外，不確定性仍相當多。經濟預測已針對全球各地解除封鎖的速度

以及往後疫情傳播的路徑的判斷分析。雖然流行病學家強調出現第二波感

染的威脅性，但我們仍認為未來疫情將會緩解。 

– 在滿足受疫情壓抑的市場需求後，政府將會開始控制財政刺激力道。疫情

過後家庭消費計畫將會變得更加謹慎，企業未來可能在恢復資本支出的決

策上猶豫不決，就像政府將尋求降低其債務水平的決心一樣。 

– 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經濟復甦趨緩，表示2021年底前經濟無法恢復疫情衝擊

前的水準，造成預估的復甦曲線更類似於U型而非V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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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更新 : U 型反轉的機會較 V 型更大 

「摸石子過河。」鄧小平.  

預測經濟表現已成為判斷全球各國解除封鎖的速度，限制解除、允許企業重新

運作的速度越快，經濟恢復的就越快。解封速度減緩可能使經濟復甦減慢，更

糟的是，由於近期的衝擊變得更加難以逆轉，因此影響可能會是永久性的。 

其中一種經濟預測的可行辦法是將經濟預測交給流行病學家團隊，他們能對疫

情可能將如何發展，以及各國解封的順序做出最佳預測。以此來看，病毒繁殖

率，即 R 值（每個感染者感染的人數）會是關鍵變量，數值低於 1 則是使生活

回歸正常的必要條件。從牛津大學對解封的線圖路徑中可以明顯看出（如下

圖），許多國家都已經達成這個條件，因此逐漸開始放鬆封城措施。 

 

儘管目前狀態稍較樂觀，但尚仍不能確定 R 值小於 1 就表示該病毒處於可控狀

態。 R 值對每個人來說都不相同，可能只需要在整國人口中出現一個擴散群

體，甚至是一個人，就能使疫情擴散。以此而言，R 值的分佈很重要（請參閱

R 的含義），並且在不知道人口將會如何變化的情況下，任何預測疫情的發展

方向都會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存在，因此經濟展望也極為不明朗。 

儘管如此，政府仍需權衡讓經濟恢復正常與人們可能被感染的風險之間的重

量。政府債務數據顯示，降低因封城而失業的人口的收入損失計劃所帶來的成

本相當可觀。美國財政部計劃在本季籌措 3 兆美元資金。英國政府 4 月份的巨

透過解除封城和破壞

疫情傳播途徑帶動未

來展望 

…目前仍將當不明朗 

同時，債務水準飛速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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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額度比疫情前的整年度預估還要更多，目前預計本財政年度將有 3000 億英

鎊的赤字，顯然這種約佔 GDP 的 17％的財政刺激計畫是無法持續的。 

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於 5 月出現暫時反彈（如下圖），表明數據改善出現

初步跡象。但是由於PMI產出和訂單數據仍然疲軟，我們也認為經濟表現仍會

持續萎縮，只是相比 4 月份較不嚴重，因此我們不會對此進行過多解讀。 

 

我們從非官方公佈的的高頻數據得出更多的結論，依數據來看，最壞的情況可

能已經過去。例如，工業金屬價格已經趨於穩定，Google 的流動性數據顯示

工作場所逐漸熱絡起來，儘管水平較低（如下圖）。 

 

預測更新 : 重起經濟的挑戰 

回顧我們的最新預測，在第一季表現疲軟之後，第二季的全球經濟仍可能會同

樣低迷，甚至惡化，因為管制期將持續到４月至５月。另一方面，由於封城管

制在 5 月底前有所緩和，並且預計在 6 月將有進一步放寬，因此本季度表現應

有所改善。 

明年貿易衝突將減

緩，但會在2021年強
勢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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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面臨危機的中國已出現反彈並在 4 月復工。現在其他國家也應該正在經歷

類似的過程，因此第三季的經濟將可能出現重大反彈。例如，我們預計美國在

第二季下降 20％（季增率）之後，第三季將出現 17％的強勁成長。 

3 月底以來大幅上漲的股市表現應能證明這樣的結果。在封城期間，消費需求

受到抑制，因此在疫情結束後。遞延的需求從汽車到理髮等商品和服務消費將

會出現。 

由低基期出現較高的成長幅度並不困難。此外，與我們先前的預測相比，經濟

反彈較弱，因此在接下來可能無法收復上半年的所有失去的成長。 

考量了在擔心第二波感染的情況下解除管制的難度，我們採用U代替了先前預

測中的 V 來描繪經濟復甦的曲線，我們認為經濟活動恢復正常的速度要比以前

預估的慢。 

經濟是否像個開關？ 

經濟並非像可以關閉和打開的電燈開關。疫情的衝擊將會使人們更加謹慎。某

些地區消費活動將在一段時間內停止，例如旅行，娛樂產業已經因為社會距離

遙遠、邊境控制和檢疫要求轉趨嚴格，而出現變化，但人們在這些領域中省下

的資金最終將花費在其他地方。 

此外，隨著政府開始縮減對企業的支撐，我們預期消費者可能會在消費上變得

更謹慎。在英國，財政大臣已經宣布將改變目前支付給員工工資 80％的計

劃，改為由政府支付 60％，各企業將從 8 月開始負擔剩餘的 20％，並且很可

能在今年年底前結束此一補助。考慮到巨額費用，此一決定是可以合理的，但

由於企業必須決定是否讓員工重新領取全額薪資，因此該此一改變使各家庭對

未來就業的不確定性加劇。 

以企業而言，未來不確定性將對投資造成壓力，並且隨著債務急劇增加，我們

預計在企業將會在 2021 年之前會有一段時間進行去槓桿化，這將對企業實體

運作和擴大營收等面向產生壓力。 

因此，經濟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不是件易事。雖然醫療科技最終將會帶領我們

走出陰霾，但目前經濟活動的前景仍不明朗。 

總而言之，主要受到美國和中國展望調降的影響，我們預計今年全球經濟成長

為－5.4％，低於我們先前預測的-2.9％。我們預估隨著家庭和企業支出保持

謹慎，復甦將是以漸進的形式出現。2021 年，由於財政和貨幣政策仍然維持

寬鬆，全球經濟成長將提升到 5.3％。而在醫學方面，年中也會成功開發出疫

苗。 

但是疫情帶來創傷可能是永久性的，部份產業可能會受到新的法規和衛生規範

的影響，因此預計整體經濟將在今年年底之前無法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此

外，若川普總統連任，將會導致美國對病毒起源的質疑以及中國未能履行增加

 

消費者和企業態度轉

趨謹慎，恐將限制經

濟反彈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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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進口的承諾，中美緊張局勢恐將在2021年再次上升。美國可能會在 2021

年底課徵新另一輪關稅。以通膨而言，較低的油價，考量到全球成長前景疲弱

和產出缺口持續存在，我們將 2020 年的全球通膨預測下調至 1.5％。 2021 年

則為 1.8％。 

地區回顧 

歐洲 

主要因為從第一季 GDP 數據中擷取的新訊息導致預測發生了變化，歐元區的

經濟成長已從 2020 年的-5.7％下調至-6.1％（如下圖）。此次下調是因為封

城時間長於預期造成的，但因為受影響的產業佔 GDP 的比例較小，因此稍微

緩解了下降的幅度。尤其是德國（甚至上調了 2020 年 GDP 成長）、義大利

和荷蘭，而法國和西班牙符合預期（如下圖）。 

 

如前頁圖中的封城指數所示，大多數大型歐盟成員國從 6 月 1 日開始開放其經

濟活動，包括個人服務產業。外出限制也已取消，能自由移動的日期開始也指

日可待。 

財政政策方面，義大利一直緩慢地在宣布採取其他措施，但除此之外，其餘措

施基本上都停留在危機開始時宣布的大方向中。因此投資者的注意力已經轉移

到歐盟的支持上，歐盟四月份公佈了幾項措施，包括提供貸款以幫助補助停工

的工人，以及歐洲穩定機制（ESM）基金提供的貸款。 

各國領導人更表示計劃建立歐盟復甦基金，最初預計規模為 1.5-2 兆歐元，但

目前已縮減為更實際的 7500 億歐元。這種部份共同費用負擔機制分化被證明

是建立財政聯盟的第一步，因此受到各界的密切關注。 

歐盟委員會（EC）提出了另一個版本，稱為「下一代歐盟」。歐盟委員會計

劃利用歐盟預算作為擔保，能夠提供2500億歐元的貸款和5000億歐元的「贈

歐盟達成財政合作的
歷史性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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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但實際上由於歐盟預算需要額外的資金，因此實際金額會更少。介於

1400億歐元至 2800億歐元之間的資金將來自實收資本，其餘將透過發行債券

籌措。有鑑於義大利的高負債水準，投資者對義大利的關注也隨之提升，因為

該計畫將會義大利提供約 1530 億歐元的資金，但隨著時間推演，義大利也將

償還 963 億歐元，表示淨補助款將會是 567 億歐元，佔 GDP3.2%。西班牙則

將獲得 GDP 的 6.6％的淨補助，而法國則是 GDP 的 2.2％，德國為 GDP3.9％

淨額，最大的得利者是匈牙利，將扣除償還款項後的所得的淨補助佔 GDP 達

到驚人的 22.4％。 

假設該計劃得到支持，資金將從 2021 年開始的四年內支付。還款時間則更延

後，可能平均在 20 年左右。 

目前該計劃將在 7 月的歐盟峰會上進行討論，該計劃可望能與歐盟的多年期金

融框架一同通過。 但是投票需要得到一致的支持，儘管德國支持，但仍有四

個成員國：奧地利，瑞典，丹麥和荷蘭-被稱為節儉四國的同意。如果不能說

服他們犧牲自己 GDP 3.5％至 3.9％之間的以提供援助，那麼這個計劃可能

在未來幾個月內崩解。 

貨幣政策方面，去年年底恢復量化寬鬆的政策部分違反了德國憲法，因此歐洲

央行將需要回應德國憲法法院的裁定，特別是該裁定認為，政策變更沒有合適

的正當理由，政策內應表明出一個明確的時間，指出購債將於何時結束，以及

何時會將債券釋放回市場。 

德國法院給歐洲央行三個月的時間作出回應，否則可能會要求德國聯邦銀行停

止當前行動，甚至強迫其出售所持有的德國國債，進而可能對歐洲債券市場造

成巨大破壞。德國公債被視為歐洲最安全的政府債券，也因此成為其他債券定

價的基準。如果公債殖利率上升，其他國家的殖利率也會上升，從而使歐洲央

行過去為降低舉債成本的努力蒙上了陰影。 

迫於德國法院的壓力，歐洲央行僅能維持其目前寬鬆的政策立場和刺激方案，

但這對於希望未來有更多刺激措施的投資者來說，這可能會是一個令人失望的

結果。 

英國 

英國方面，2020 年 GDP 成長率已從-7.2％調降至-8.5％。與歐洲一樣，下休

的主因是因第一季公佈的 GDP 所隱含的新資訊導致的。 同時，英國的預期通

膨已從 2020 年的 1.3％降低至 1％，部分原因是能源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另一

方面也反應了預期 GDP 調降後所導致的疲軟趨勢。 

至於財政政策，在先前對各種刺激計劃進行擴展之後，政府似乎將重點放在使

經濟恢復政策刺激之前的範圍。 隨著刺激政策逐步減弱，部分公司可能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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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其當前採行的商業模式將不再可行，這恐將導致今年下旬時第二波失業率

上升的風險。 

貨幣政策而言，英格蘭銀行（BoE）設法避免在上一份《貨幣政策報告》中提

到官方預測。 委員會的兩名委員在投票時希望能將量化寬鬆政策增加 1000 億

英鎊，我們同樣希望這個提案能在下次會議上獲得多數的支持，並將資產購置

總額提高至 7450 億英鎊。有趣的是，討論負利率政策的熱度隨著新任央行總

裁 Andrew Bailey 承認最近自己正在對該政策進行研究而又隨之提升了。我們

對此舉除了貶值以外，是否能帶來任何其他效果仍然持懷疑態度。鑑於歷史經

驗，人們應該是不想要看到英鎊貶值。 

日本 

日本經濟成長已經連續兩季出現下滑，但停工、以及出口受到打擊意味著第二

季仍不是最糟的一季。我們預計經濟成長季增率將縮減 9.5％，但這仍遠優於

其他多數已開發市場，反應出日本停工規模較小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比預期提前結束封城管制後，家庭和企業現在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了。儘管採

取了重大的財政刺激措施（約10％GDP，在撰寫本文時宣布增加了6％），但

因為消費者和企業在通縮和全球貿易疲軟的背景下將會保持謹慎態度，因此，

我們預期經濟復甦將會是漸進的。 但是，各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表現強勁，以

及嚴格的僱傭法導致失業率相對較低，因此永久性傷害也相對較小。 4 月的數

據顯示，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僅微升 0.1％，至 2.6％。 包括停工工人在內的失

業率也僅有 11.4％，遠遠低於美國和英國的數據。 

較低的油價、工資和更高的閒置產能將會導致通貨緊縮。儘管通膨率在 2020

年底佔時處於－2.5%的低點，但在我們的預測範圍內，通膨將會維持負值。 

同時，日本央行也應會繼續透過購買政府和公司債券以及 ETF 來擴大資產負債

表規模。 

新興市場正努力的化解疫情影響 

新興市場中，我們對中國展望的變化是最大的。在上一期的預測中，儘管我們

了解到中國第一季的表現會很糟糕，但我們不確定官方的 GDP 數據能否準確

反映出現實。 中國 GDP 的平穩調整性是眾所周知的，第一季工作日減少的影

響也可能被這種調整所掩蓋過，我們當時使用內部活動指標的預測來檢視時，

我們發現該指標下降的幅度應遠超過官方公佈的 GDP。然而我們對原先預期

官方會公佈的數據而言，實際上官方公佈的第一季 GDP 年增率為－6.8％，和

我們的活動指標所顯示的情況竟然是比較一致的。 

平滑調整的情況不僅會影響我們預估第一季的表現數據，也影響了我們對未來

中國 GDP 數據的預估。中國當局深知數據表現惡化是無法避免的，因此願意

允許讓數據惡化的實際程度被報導出來，這代表我們往後對 GDP 的預估可能

英國成長下調，英國

央行總裁開始探討負

利率的可能性 

中國經濟成長隨著數

據開始反應實情而下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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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更大的波動。為了進一步體現這一假設，我們降低了 2020 年經濟成長

的預估目標，將中國的 2020 年增率預測從 5％大幅下調至 2.2％。 

其他金磚四國的成員也遭調降，部分是因為一些國家不得不實施比我們預期更

久的封城管制，部分也是因為我們假設全球經濟復甦將會更加緩慢。首先，令

人擔心的是印度、俄羅斯和巴西這三國在應對這種病毒方面似乎表現得非常糟

糕。 某些情況下，這反應出了國家能力層面的不足，與已開發市場國家相

比，這些經濟體不適合封城措施。但是特別是巴西出現了不可原諒的政治失

誤，使我們擔心封城影響持續時間將會更長，連帶造成更大的破壞。 

與已開發市場相比，金磚四國的政策措施必然會受到更多限制，這些國家的財

政資源通常已經非常吃緊，而各國央行又出於擔心貨幣貶值而無法提供大量的

非常規政策刺激。儘管如此，降息幅度大於市場預期此舉反應出了貨幣政策激

極提供刺激的決心。許多新興市場已經出現了某種形式的量化寬鬆，巴西甚至

特地頒布了立法，以首次允許量化寬鬆措施。 

各國財政空間仍是相當有限，因此儘管呼聲大，但實際作為卻往往不如最初所

宣稱的那樣。 例如，印度宣布的各項計劃的總額雖然超過 GDP 的 10％，但其

中除了信用擔保或增加流動性外，直接財政刺激僅佔了 GDP 1％。中國在這

方面表現則較為相當傑出，中國在年度政策會議上宣布，在已執行的 1.2％的

基礎上，再增加直接財政刺激，總和約佔 3.6％GDP，加上計劃中的信用擴

增，應該透過進行擴張基礎建設的刺激路線來穩定經濟。我們將注意到，儘管

官方表現上的經濟成長目標被取消，但隱含的目標仍然存在，而隱含的目標是

將失業率保持在 6％的基礎所推算出的。如果有可能無法達成這個目標的話，

中國當局也保留進一步刺激方案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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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瀏覽更多資訊 

你可以從右方的管道瀏覽

更多施羅德投信資訊 

官方網站 

 

全球財經關鍵現場 

 

YouTube 頻道 

 

關於施羅德投資 

 

資產規模： 

管理資產總規模達 5,002 億

英鎊/5,903 億歐元/6,626

億美元 

 

人才網路： 

匯集全球超過 5,600 名員工 

 

全球資源： 

佈局遍及歐、美、亞太、中

東與非洲 32 個國家，41 個

據點 

兩世紀智慧 

成立超過 200 年，累積多

空淬鍊的金融智慧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集團；截

至 2019/12/31 

本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供，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翻

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

我們相信可靠之來源，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

誤或疏漏，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

說明書。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經營管理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7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客服專線：02-87236888）  

http://www.schroder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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