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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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 40.94 486.72 

美國 -27.66 -78.46 -352.54 

歐洲 -1.76 -2.10 -305.95 

全球型新興市場 -0.35 5.18 -253.97 

新興亞洲 2.87 7.45 -232.65 

拉丁美洲 -0.81 0.34 -10.33 

歐非中東 -0.82 0.02 -21.69 

固 
定 
收 
益 
型 

高收益債 19.41 -4.17 231.81 

新興市場債 23.60 9.47 -291.20 

投資等級債 104.69 122.38 2,035.99 

貨幣市場 -85.93 -296.59 11,619.44 

資料來源：EPFR Global，資料包含共同基金與ETF。 

2020/8/20-20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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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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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8。 

美國 
大中華 

聯準會罕見調整通膨目
標，美國料進入長期低利
時代，激勵美股勁揚，標
普500連六日創新高 

美考慮加速審批阿斯利康
與牛津大學研發的疫苗，
加上長短債利差擴大提振
銀行股，帶動歐股收紅 

歐洲 

台灣 

新興亞洲 

歐非中東 

拉丁美洲 

A股創業板註冊制上路、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
潤成長加速，資金回流中
國市場，陸港股走揚 

納指頻創新高，台積電
表現強勁，伴隨資金輪
動效應推升傳產、金融
類股，台股續揚 

政府推出2.2兆泰銖刺
激計畫推升泰股，疫情
干擾拖累菲股下跌；兩
輪車降稅政策推動印股 

巴西央行批准將3,250
億里耳移轉至財政部以
降低債務壓力，財政赤
字緩解帶動股市上揚 

墨西哥灣風暴來襲令油
價走升，加上疫苗研發
加速、土耳其里拉匯價
持續升值，股市續漲 



股市展望及投資建議 

美 國 

中 性 

疫情已有所降溫，官民協力
積極推動藥物疫苗研發，同
時刺激政策規模空前，聯準
會也調整通膨目標為長期低
利放行，然大選鄰近，候選
人政見與中美關係或加大波
動，故維持美股中性看法。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0/8/28。 

歐 洲 

中 性 

歐洲疫情復燃，惟繼7,500
億歐元振興方案後，德國
再加碼100億紓困、法國
也將公布新刺激方案，政
策刺激未歇，然復甦持續
性與中美關係均待觀察，
故維持歐股中性看法。 

大 中 華 

正 向 

中央政治局會議定調內循
環主軸，推動消費升級及
國產替代(製造及科技升級)。
隨景氣續回穩、內外資流
入趨勢不變，故維持A股及
港股長期看好之建議，並
持續關注美中關係演變。 

新 興 市 場 

中 性 

經濟活動延續復甦態勢且
財政刺激政策持續推出，
但疫情尚未趨緩，同時中
美緊張關係再添變數，加
上股市評價面相對合理，
因此維持中性看法。 

台 灣 

正 向 

雖疫情及經濟放緩的疑慮
仍在，但在全球資金充沛
及科技產業之創新仍未停
歇下，台灣科技產業具備
一定領先地位，相關產業
將持續成長，因此維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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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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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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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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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點為再上一週週五數值。 
資料來源：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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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十年期公債利率上揚 

投 
資 
等 
級 
債 

1. 聯準會主席宣布調整政策目標，
容許通膨於一段時間內高於2%，
儘管暗示著長期低利時代來臨，
但通膨預期回溫推高長債利率 

2. 疫苗的研發與推動均有進展，同
時川普對中美貿易協議表示滿
意，避險需求降溫拖累投資級債 

新 
興 
市 
場 
債 

1. 儘管穆迪調降智利主權債信展望
至負向，打擊智利債，然巴西央
行批准將3,250億里耳移轉至財政
部以降低債務壓力，巴西債走揚
限制拉美債跌幅 

2. 疫情沸騰及泰國抗議事件不斷，
東南亞債市普遍走弱 

高 
收 
益 
債 

1. 美股續創新高、中美貿易情勢好
轉，加上新冠肺炎治療方法的研
發取得明顯進展、疫苗可能加速
上市，帶動市場樂觀情緒升溫 

2. 墨西哥灣風暴進逼令石油與天然
氣生產暫停，供給減少使得油價
走升，能源債領漲高收益債 

近一週主要債市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群益投信整理，資料日期：20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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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8。 

投資等級債 

中性 
偏多 

主要央行以史無前例的貨幣政
策穩定市場信心及流動性，聯
準會除直接介入購買企業債
外，更罕見調整政策目標，美
國邁入長期低利時代，惟市場
對景氣及美中關係尚存擔憂，
投資等級債同時具信評優勢及
避險特性，料將持續吸引穩健
資金進駐。 

新興市場債 

中性 

儘管部分新興國家疫情持續延
燒，紓困政策加大赤字壓力，
然新興國家央行依循主要央行
實施貨幣寬鬆政策，低利率環
境料仍為市場主旋律，流動性
充裕有利經濟回溫，且現階段
新興國家信用風險尚屬可控，
新興債相對高的殖利率有望持
續吸引資金進駐，故將新興債
看法上調至中性。 

高收益債 

中性 
偏多 

儘管疫情仍未明顯降溫，但各
國政府已積極防疫，預期不會
再採行封城措施，加上低利環
境延續，高收益債將具高息收
優勢，惟經濟前景不確定性仍
存，因此維持中性偏多的看
法。未來由於市場劇烈波動的
可能性高，建議佈局優先 
順位高收益債，兼顧風險 
與報酬。 



本簡報所提供之資料僅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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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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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責本基金之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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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簡

式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

式公開說明書中，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銷售機構索取，或至公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newmops.tse.com.tw)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

www.capitalfund.com.tw）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

代表本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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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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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

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相關資產配置比重，係依目前市況

而定，本基金之實際配置，經理公司將依實際市場狀況進行調整。 

警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