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序 基金組別 10月 3個月 半年 今年以來 1年 3年

1 可轉換債券 - 全球 5.68 0.57 -2.02 3.87 6.50 28.10

2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 本地貨幣 4.57 -5.39 -10.89 -11.91 -18.86 -24.41

3 全球高收益債券 - 英鎊對沖 4.24 -3.33 -4.01 -2.10 -7.44 2.14

4 可轉換債券 - 全球美元對沖 4.20 -0.61 -2.63 3.03 4.38 27.96

5 亞洲高收益債券 4.04 -0.80 -2.15 2.08 -1.96 2.32

6 高收益債券 - 其他對沖 3.74 -3.32 -8.80 -8.43 -13.87 -10.32

7 亞洲債券 - 本地貨幣 3.68 -1.46 -6.02 -4.53 -6.06 -6.93

8 可轉換債券 - 全球歐元對沖 3.67 0.31 -3.30 -5.35 -6.89 9.09

9 全球債券 - 其他對沖 3.25 -2.06 -9.32 -11.04 -15.67 -18.96

10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3.20 -1.90 -4.82 -1.33 -5.63 -3.90

11 可轉換債券 - 其他對沖 3.19 -1.32 -9.15 -5.87 -10.36 -2.13

12 人民幣高收益債券 3.19 -0.75 -0.05 1.55 -1.38 3.09

13 其他債券 3.13 -3.24 -9.32 -9.72 -14.37 -14.73

14 美元高收益債券 3.04 -3.20 -6.67 -3.90 -7.55 8.35

15 全球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2.87 -2.18 -4.00 -0.17 -4.23 2.32

16 新興歐洲債券 2.87 -1.15 -5.75 -6.52 -15.33 -19.41

17 全球通膨連結債券 - 英鎊對沖 2.82 -1.93 -2.28 -2.42 -6.28 -8.74

18 可轉換債券 - 亞洲/日本 2.75 -0.78 -7.84 1.65 0.19 7.42

19 新台幣債券 2.44 -2.82 -6.39 -2.68 -7.31 -6.84

20 全球債券 - 美元傾向 2.44 -2.54 -5.70 -1.92 -5.47 -5.29

21 人民幣債券 2.44 -1.53 -0.73 0.12 -1.94 0.39

22 可轉換債券 - 歐洲 2.37 -0.31 -2.19 -2.44 -3.61 6.95

23 亞洲債券 2.06 -0.95 -2.38 0.38 -1.00 1.51

24 全球債券 - 靈活策略 - 美元對沖 1.72 -1.12 -2.34 0.31 -0.67 5.11

25 全球債券 1.69 -1.20 -4.34 -4.04 -6.33 -7.11

26 全球高收益債券 - 歐元對沖 1.56 -1.74 -4.95 -8.98 -13.66 -6.78

27 英鎊公司債券 1.46 -1.73 -0.95 -0.47 -1.31 8.34

28 全球債券 - 靈活策略 1.36 -1.74 -3.49 -2.95 -4.77 -2.05

29 全球新興市場債券 - 歐元傾向 1.35 -1.09 -5.18 -9.83 -15.99 -17.65

30 全球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 歐元傾向 1.34 -1.38 -3.94 -7.89 -13.37 -10.12

31 歐元高收益債券 1.33 -0.73 -2.72 -6.95 -10.05 -0.27

32 英鎊通膨連結債券 1.19 -3.78 -2.50 -1.52 3.01 21.07

33 歐元通膨連結債券 1.14 0.70 -3.12 -6.73 -10.40 -10.44

34 南非蘭特/納米比亞元多元化債券 1.14 -8.19 -13.50 -14.46 -17.61

35 人民幣債券 – 境內 1.12 0.43 1.36 3.44 0.25

36 英鎊多元化債券 1.08 -1.64 -0.95 -1.44 1.16 7.24

37 美元債券 - 靈活策略 1.05 -1.15 -2.18 -0.62 -0.27 5.82

38 全球公司債券 - 美元對沖 0.98 -0.12 -1.64 -0.16 0.19 5.83

39 南非蘭特/納米比亞元債券 - 短期 0.93 -7.00 -11.25 -12.68 -15.92

40 全球公司債券 0.77 0.17 -1.19 -0.94 -1.39 -0.07

41 全球通膨連結債券 0.70 -1.17 -3.25 -3.80 -6.72 -11.61

42 英鎊政府債券 0.63 -0.34 0.31 -0.92 1.65 4.89

43 替代投資 - 多空操作 - 債券 0.58 -1.68 -1.92 -0.34 -3.29 -3.53

44 歐元公司債券 0.57 -0.50 -3.44 -8.94 -11.13 -2.69

45 全球通膨連結債券 - 美元對沖 0.56 -1.47 -2.88 -0.03 0.87 3.34

46 美元公司債券 0.49 0.35 -1.66 -0.14 0.15 4.55

47 歐洲債券 0.46 0.39 -2.58 -5.83 -6.60 3.03

48 歐元債券 - 靈活策略 0.42 -0.39 -3.05 -7.90 -9.77 -1.68

49 全球債券 - 靈活策略 - 歐元對沖 0.41 -1.83 -4.77 -10.13 -14.31 -12.44

50 美元多元化債券 0.37 -0.23 -1.70 -0.35 -0.42 1.87

51 歐元多元化債券 0.20 0.64 -2.68 -7.78 -9.25 -0.30

52 全球債券 - 美元對沖 0.20 0.00 -0.39 -0.48 -0.26 1.27

53 美元通膨連結債券 0.13 -1.55 -3.52 -1.95 -3.07 -10.85

54 歐元政府債券 0.09 1.36 -2.22 -6.85 -8.18 2.04

55 美元多元化債券 - 短期 0.02 -0.21 -0.42 -0.20 -0.53 -0.03

56 美元政府債券 -0.15 0.21 -0.56 0.18 0.64 0.77

57 全球公司債券 - 歐元對沖 -0.24 -0.10 -3.39 -9.49 -12.28 -10.61

58 日圓債券 -0.38 3.02 -0.42 -1.34 -5.18 -31.48

59 全球通膨連結債券 - 歐元對沖 -0.43 -1.37 -4.39 -8.81 -11.72 -13.73

60 全球債券 - 歐元對沖 -0.87 -0.02 -2.22 -9.01 -11.59 -12.21

61 歐元多元化債券 - 短期 -0.89 -0.02 -1.71 -8.71 -11.83 -12.57

62 歐元債券 - 超短期 -1.13 -0.22 -1.71 -9.16 -12.45 -15.84

資料來源：晨星，截至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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