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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流向追蹤 

基金類型 當週 上週 今年以來 

股 
票 
型 

全球 24.64 46.44 3,281.53 

美國 -286.07 456.71 2,832.78 

歐洲 -17.67 1.39 160.67 

全球型新興市場 -0.93 4.74 571.52 

新興亞洲 27.46 13.61 392.80 

拉丁美洲 0.87 1.03 -20.56 

歐非中東 -1.31 -1.25 -9.51 

固 
定 
收 
益 
型 

高收益債 7.50 24.23 364.64 

新興市場債 -11.06 14.01 380.86 

投資等級債 67.95 105.64 3,028.85 

貨幣市場 395.64 -617.80 1,076.69 

資料來源：EPFR Global，資料包含共同基金與ETF。 

2021/9/16-2021/9/22 (單位：億美元) 



近一週主要股市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1/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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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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一週全球大事件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1/9/24。 

美國 
大中華 

FOMC利率會議後Fed釋
出QE縮減訊號符合預期，
且正面看待經濟前景，美
股週線上漲 

挪威央行率先升息、英國
央行態度鷹派令大盤承壓，
所幸中國官方盡力避免恆
大違約，歐股小幅收紅 

歐洲 

台灣 

新興亞洲 

歐非中東 

拉丁美洲 

中秋連假市場交投清淡，
恆大債務危機消息牽動股
市表現，前景未明下，指
數走跌 

受恆大事件影響，台股
連假後補跌，然FOMC
會議符合預期提振市場
情緒，台股週線小跌 

星國疫情升溫、大馬政
治不確定性增加，東協
股市收黑；疫苗加速施
打下，印度股市創高 

巴西央行升息壓抑通膨
獲市場認同，但Fed提
出QE縮減可能時程後
美元升值，股市收黑 

油價上漲令大盤獲得支
撐，但土耳其央行意外
降息令市場質疑其中立
性，股市小黑做收 



股市展望及投資建議 

美 國 

中 性 

變種病毒蔓延刺激疫苗接種
加速，經濟重啟仍為市場主
軸，亮眼的財報表現支持股
市，聯準會需時間觀察通膨
及就業，貨幣政策料維持寬
鬆，然需留意變種病毒影響，
故維持美股中性看法。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1/9/24。 

歐 洲 

中 性 

景氣動能高位趨緩，但整
體仍保持強勁，獲利與財
測屢獲上修，儘管政策環
境仍偏寬鬆，惟歐洲央行
宣布減緩購債速度、英國
央行暗示收緊政策不遠，
故維持歐股中性看法。 

大 中 華 

正 向 

監管政策及復甦放緩預期
使波動加大。十四五規劃
中長期將推動科技及消費
升級，貨幣政策維穩為主。
基本面有望獲得政策扶持，
維持A股及港股長期看好之
建議。 

新 興 市 場 

中 性 

週期性產業盈餘預估值持
續上修，但指數估值處於
近十年高位，且巴西與俄
羅斯等國央行因通膨高漲
持續升息，加上新冠疫情
依舊嚴峻，因此維持中性
看法。 

台 灣 

正 向 

蘋果9月如期發表新品，揭
幕傳統電子消費旺季，台
廠出貨旺季仍然可期。部
分類股漲多後籌碼仍待整
理，預期指數盤整過後仍
有機會上攻，類股輪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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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數值。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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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1.36% -0.23% -0.28% 

1.68% 1.63% 

2.13% 2.08% 

0.42% 0.39% 

2.41% 2.34% 

4.29% 4.12% 

3.25% 3.15% 

4.23% 4.03% 

4.91% 4.73% 

4.90% 4.86% 2.88% 2.82% 

2.00% 7.00% 12.00% 17.00%

4.70% 4.63% 11.66% 11.37% 

4.57% 4.53% 16.12% 15.70% 



漲跌幅 漲跌原因 

公債 美德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走升 

投 
資 
等 
級 
債 

1. FOMC會議維持低利率、購債規模
不變，並認為經濟復甦朝目標邁進，
預計11月將縮減購債，立場偏鷹派 

2. 中國恆大事件發展未明，避險需求
尚存，不過Fed緊縮政策在即，公債
殖利率走升打壓，投資級債走跌 

新 
興 
市 
場 
債 

1. FOMC會議偏鷹使得美債殖利率走
升，存續期間較長的新興債下跌 

2. 菲律賓央行考量疫情衝擊，第7度維
持利率不變，亞債表現相對抗跌 

3. 巴西央行升息4碼至6.25%，為控制
直逼10%的通膨，預計10月將再升
息4碼，偏鷹立場使債市承壓 

高 
收 
益 
債 

1. FOMC利率會議後Fed有較明顯的縮
減QE規劃，且利率點陣圖顯示明年
底前升息機率上升，美債殖利率大
幅彈升下打壓整體高收益債表現 

2. 美原油庫存連七週下滑令油價續強，
能源債有撐令美高收跌幅受限 

3. G10中挪威率先升息，加上英國央
行態度鷹派，令歐高收同步收黑 

近一週主要債市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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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24。 

投資等級債 

Delta變種病毒疫情升溫影響
全球經濟復甦，不過美歐央行
認為復甦趨勢不變，目前ECB
預計在Q4縮減購債規模，公
債殖利率預期將走升，衝擊利
差較小的投資等級債。然而疫
情及總經放緩驅動的避險需求
將提供支撐。 

新興市場債 

中性 
偏空 

Fed縮減購債計劃步步逼近，
美元或將蠢蠢欲動，且愈來愈
多新興國家加入升息行列，對
債市形成壓力，後續關注市場
資金變化。利多方面，疫苗接
種率提升下，經濟基本面持續
改善，新興國家信用疑慮並不
大，若Fed採緩步收緊政策，
具備高息收優勢的新興市場債
仍具投資吸引力。 

高收益債 

偏多 

由於經濟持續回溫、物價高於
目標水準，預期美債利率將緩
步走高形成壓抑，但料將支撐
信用市場穩定，且高息需求仍
存、存續期間較短，因此看法
偏多，然而未來市場劇烈波動
的可能性高，建議佈局優先順
位高收益債，兼顧風險與 
報酬。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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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