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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資金流向觀察 

2016年 

（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買入及賣出。） 

 

2016 年，能源市場與產油國家凍產協議、聯準會動向陸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且在中國監管機制與政

策訊息、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的先後影響下，美國三大指數儘管表現震盪，但持續上探，

並以紅盤結束。歐洲則另外受到恐怖攻擊、敘利亞難民問題、歐洲央行調整貨幣政策、義大利金融危機

與其憲改公投，加上地緣政治風險未減的影響，歐股漲跌互見，但表現相對疲弱。中國股市於 2016年

初始受到其融斷機制的影響而重挫，並引發國際股災，且官方釋出其經濟將以 L 形方式運行的訊息無

助全球股市表現，加上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聯準會升息、各國國內政經訊息交錯影響，亞股最終

交錯表現。  

 

在 2016年金融市場波動震盪的環境中，「股票」成為資金淨流出排名第一的資產類別，總計淨流出約 1

兆 433,606億新台幣，有連續 14個月的淨流出；反映出隨著國際主要經濟體的政經風險相繼升溫，股

市震盪表現，打擊投資人信心，促使投資人陸續將資金轉出股票型商品。固定收益則持續受到聯準會

升息的預期心理所影響，鑒於潛在的資本損失，投資人紛紛將資金轉出該資產類別，其淨流出金額則

位居第二，共計約 1,548.51億新台幣。資金淨流入最多的資產類別為替代投資，較 2015年增加 478.21

億新台幣。 

 

晨星美元債券-靈活策略、全球債券-靈活策略-美元對沖基金組別分別為 2016年最吸金的前二名組別，

且美元債券-靈活策略基金組別更是從 2015 年的淨流出，於 2016 年轉為淨流入。全球公司債券-美元

對沖基金組別雖然於第四季為淨流出，惟 2016年前三季的資金淨流入，有助該組別的資金淨流入進入

前十名，更較 2015 年增加 214.9 億新台幣，反映 2016 年公司債發行熱絡、美元指數上揚趨勢有利投

資人信心。 

 

亞洲債券、全球高收益債券-歐元對沖基金組別的資金淨流入亦分別於 2016 年進入前十名；其中，亞

洲債券型基金組別雖然在第四季為淨流出，但由於該組別受惠於亞債較高的利率環境，在 2016年前三

季接連受到投資人青睞，全年亦較 2015 年更為吸金。全球債券型基金組別則出現連續第 25 個月的資

金淨流出，並於 2016 年入列前十名，惟淨流出金額較 2015 年減少，反映在聯準會升息的預期心理影

響下，投資人仍傾向將資金轉出全球債券型基金組別，以降低資本損失。 

 

歐元靈活型股債混合-全球基金組別的資金淨流入於 2016年進入前十名，並自 2月份開始連續 11個月

的資金淨流入，反映出即使歐元相對弱勢，然在波動震盪的市況中，投資人偏好能靈活佈局於全球股

債標的之投資策略。新台幣平衡型股債混合基金組別的資金淨流入入列前十名，並較 2015 年增加

105.53億新台幣。貨幣市場-新台幣基金組別的資金淨流出則入列前十名，更從 2015年的資金淨流入，

轉為淨流出，反映出部份投資人靈活調節資金部位，陸續將資金轉至不同標的。而美元平衡型股債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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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基金組別則進入資金淨流出的前十名之列，為連續 13 個月的資金淨流出，亦從 2015 年的資金淨流

入，轉為淨流出。 

 

美國三個大型股票型基金組別皆於 2016年為淨流出；其中，美國大型增長型股票、美國大型均衡型股

票的資金淨流出，分別進入前十名；其中，美國大型增長型股票型基金組別更是在 2016年全年為資金

淨流出；全球大型價值型股票型基金組別則為連續第 23個月的資金淨流出，並入列前十名。反映出強

勢美元將不利美國商品出口、川普倡言保護政策之負面影響，引發投資人擔憂，故先後將資金轉出以

外銷市場為主的美國大型股。 

 

歐洲大型均衡型股票型是 2016 年資金淨流出排名第一的基金組別，共計約 2,110.19 億新台幣，亦為

連續 13 個月的淨流出；而歐洲股票-貨幣對沖基金組別則自 2月之後出現連續 11 個月的資金淨流出，

總計約 1,956.74 億新台幣，並由 2015 年的資金淨流入，轉為資金淨流出。反映出投資心理先後受到

歐洲主要貿易夥伴中國的經濟減速、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義大利公投等事件的影響，不斷將資金

轉出歐洲投資市場，且分別從 2015年的淨流入轉為淨流出。 

 

亞洲不包括日本股票、中國股票型基金組別的資金淨流出均於 2016年進入前十名，且淨流出金額更分

別較 2015年為多。中國熔斷機制、釋出其經濟將以 L型方式運行，且不會擴大舉債等訊息，皆不利投

資人信心，更拖累其周邊地緣貿易相關的經濟體表現，故上述二組別在 2016 年皆未能受投資人青睞；

其中，中國股票型基金組別於 2016年間，更僅有 1個月為淨流入，其餘 11個月皆為資金淨流出。 

 

產業股票型基金組別中，產業股票-貴金屬、產業股票-天然資源基金組別分別為 2016年最受投資人歡

迎的產業股票型基金組別；產業股票-貴金屬基金組別為連續 11 個月的資金淨流入，較 2015 年增加

332.37 億新台幣，反映出投資人避險情緒升溫，推升黃金等貴金屬價格，故此基金組別吸引更多資金

進駐；而產業股票-天然資源則於 2016 年僅有 2 個月出現淨流出，更於第四季為淨流入，反映出隨著

OPEC 產油國與以俄羅斯為首的非成員國同意減產，油價回升，並帶動其他天然資源等商品表現，亦增

加投資人的青睞度。替代投資-多元策略基金組別即便於 9 月至 12 月之間出現淨流出，然受到 1 月至

8月的資金淨流入加持，其資金淨流入於 2016年進入十名之列。 

 

基金品牌中，2016年僅有合作金庫投信、國泰投信二家本土品牌的資金淨流入進入前十之列。而 2016

年最受投資人歡迎的品牌為聯博，並由 2015 年的淨流出轉為淨流入，共計約 1,206.52 億新台幣。單

一基金中，聯博-美國收益基金、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分別於 2016年的資金淨流入進入前十名之

列，並助其品牌在 2016年轉為淨流入，更躍升至榜首。貝萊德世界黃金、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的

資金淨流入分別名列前十，然未能推升其品牌至前十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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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各類資產淨流入金額 

資產類別 

資金淨流入金額 (百萬新台幣) 

2016年 十二月 三個月 六個月 

替代投資 52,750.74  (7,799.31) (17,724.48) (10,324.67) 

其他 358.79  (154.16) (177.45) 778.91  

商品 48.21  (18.83) (81.62) (20.16) 

可轉換債 (39,862.35) (1,218.09) (8,661.02) (24,736.75) 

貨幣市場 (137,286.44) 14,459.98  (4,747.54) (106,056.58) 

股債混合 (148,019.27) (13,284.06) (8,709.74) (29,844.02) 

固定收益 (154,851.48) (61,328.19) (244,589.08) (54,623.90) 

股票 (1,433,606.55) (66,013.55) (280,404.17) (605,581.2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各類資產單月份淨流入金額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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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資金淨流入最高的 10組基金組別 

晨星基金組別 

資金淨流入金額(百萬新台幣) 

2016年 十二月 三個月 六個月 

美元債券 - 靈活策略 65,199.09  (12,528.08) (15,326.90) 28,729.71  

全球債券 - 靈活策略 - 美元對沖 60,518.91  (4,078.60) 8,337.15  42,798.30  

替代投資 - 多元策略 49,826.12  (6,883.57) (17,054.21) (12,662.90) 

亞洲債券 41,262.17  (6,006.67) (12,404.45) 17,261.74  

產業股票-貴金屬 35,916.58  (3,343.91) 1,903.80  11,663.07  

歐元靈活型股債混合-全球 27,617.76  2,844.63  7,449.11  15,140.39  

全球公司債券-美元對沖 26,874.47  (2,867.50) (8,525.12) 8,896.99  

新台幣平衡型股債混合 22,164.03  (4,836.83) 2,428.14  7,010.45  

產業股票-天然資源 21,045.78  2,089.58  5,244.04  7,956.20  

全球高收益債券-歐元對沖 16,612.42  1,469.30  3,872.89  9,790.51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2016年最吸金的 10組基金組別（單月份淨流入金額）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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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資金淨流出最高的 10組基金組別 

晨星基金組別 

資金淨流出金額(百萬新台幣) 

2016年 十二月 三個月 六個月 

歐洲大型均衡型股票 (211,019.92) (12,604.81) (53,963.03) (120,036.35) 

歐洲股票-貨幣對沖 (195,674.88) (968.67) (44,551.80) (107,328.61) 

美元平衡型股債混合 (166,519.63) (9,742.23) (27,546.87) (63,655.40) 

全球債券 (155,596.13) (17,361.75) (43,300.11) (74,975.70) 

貨幣市場-新台幣 (147,107.02) 29,293.44  4,974.10  (92,371.11) 

美國大型增長型股票 (128,697.46) (9,360.71) (33,362.86) (68,834.05) 

全球大型價值型股票 (106,508.95) (5,404.75) (18,351.68) (60,678.18) 

中國股票 (101,370.96) (6,413.92) (13,869.68) (28,681.79) 

美國大型均衡型股票 (70,509.62) (2,582.04) (25,681.79) (35,912.27) 

亞洲不包括日本股票 (53,214.31) (3,692.07) (5,624.48) 990.7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2016年資金淨流出最高的 10組基金組別（單月份淨流出金額）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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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資金淨流入最高的 10個基金品牌 

基金品牌 

資金淨流入金額(百萬新台幣) 

2016年 十二月 三個月 六個月 

聯博 120,652.23  (5,039.62) (1,812.51) 72,819.55  

歐義銳榮 54,893.75  4,830.69  13,450.49  24,825.20  

野村 15,133.28  3,692.80  8,321.31  21,991.82  

匯豐 11,527.54  (9,660.55) (4,056.05) 21,234.19  

宏利 4,614.68  (219.28) (524.31) (1,649.00) 

首域 3,191.61  (219.61) (652.67) 1,482.80  

合作金庫投信 2,631.66  (497.08) (530.69) (2,144.95) 

國泰投信 2,450.75  2,660.67  7,314.14  9,991.68  

安睿 2,244.95  (70.84) (155.96) (327.40) 

英傑華 1,939.76  (147.60) (1,597.83) (215.90)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2016年最吸金的 10個基金品牌（單月份淨流入金額）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7 

©2016晨星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晨星提供的資料：(1)為晨星及(或)其內容供應商的獨有資產；(2)未經許可不得複製或轉載；及(3)晨星未

就資料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即時性作出任何保證。晨星及其內容供應商對於因使用相關資料而作出的交易決定均不承擔任何責任。過往績

效紀錄不能保證未來投資結果。 

 

★2016年資金淨流入最高的 10檔基金 

基金名稱 
晨星綜合 

星等評級 

基金研 

究評級 

資金淨流入金額(百萬新台幣) 

2016年 十二月 三個月 六個月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  99,051.71 (9,998.57) (11,538.31) 37,622.37 

摩根投資基金-JPM策略總報酬   49,826.12 (6,883.57) (17,054.21) (12,662.90)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 

環球高入息債券 
★★★★★  49,117.88 (3,748.06) 8,421.33 34,803.57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 銅 42,260.77 9,576.10 23,714.12 55,653.22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 銅 35,855.82 (3,687.95) (4,350.18) 18,814.45 

歐義銳榮靈活策略入息基金   33,335.28 3,272.32 8,823.51 17,727.92 

貝萊德世界黃金 ★★★★ 金 28,272.90 (4,614.84) (950.01) 5,098.36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  27,568.02 3,048.11 9,668.13 24,417.99 

施羅德環球基金-歐元企業債券 ★★★★ 銅 22,697.65 (1,195.30) (17,273.73) (7,865.61) 

歐義銳榮高收益基金 ★★★★★  22,274.19 1,860.34 4,890.52 7,349.7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買入及賣出。基

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星等評級為主要基金級別之晨星綜合星等評級，基金需有 36個月以上的

績效數據始能獲得晨星星等評級，晨星不給予貨幣市場基金星等評級。 

 

 

2016年最吸金的 10檔基金（單月份淨流入金額） 

 
資料來源：Morningstar Direct。數據截至 2016/12/31。資金流量數據為估計值，且含全球投資人之資金，而非僅計算台灣居民之 

          買入及賣出。基金之資金淨流入金額包含所有台灣核備銷售的基金級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