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啟示
投資者當下的目標：把資本應用在生活體驗、 

人際關係和幫助他人。

瑞銀投資者觀察：
 環球洞察：投資者的觀點 / 2021年6月



2 of 12 瑞銀投資者觀察

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 
“慌亂的二十年代”，而在一個世紀之後
的今天，許多專家都預測將出現類似 
的後疫情環境。雖然這情景最終可能會
到來，但我們最新一期的《瑞銀投資者
觀察》調查發現，就目前而言，投資者 
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更深層次的領域：
尋找生活意義、追求人生目標和渴望為
世界作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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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瑞銀投資者觀察》就新冠疫情對投資者的

影響展開了調查。在我們“重新出發”的報告中，我們發

現投資者感到恐懼、不確定並重新審視人生對他們而言

最重要的事情。

時至今天，隨著疫苗接種加速推進、商業活動逐步復蘇

和疫情防控措施的放寬，人們繼續調整各項人生目標的

優先次序，但同時強烈感受到生命的短暫。

與往日大肆揮霍和放肆的慶祝活動相比，這次後疫情復

蘇的特徵可能會來得更審慎和富有意義。

可以肯定的是，以亞洲投資者為首的投資者大多打算彌

補那些失去了的光陰。近六成投資者想要盡情享受他們

在封城期間錯過了的東西，並將旅遊和娛樂放在計劃開

支的首位。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更多重要的發現。

 

七成投資者希望在世界上能更有所作為。六成受訪者稱，

疫情使他們更加想要尋找精神寄託。40%受訪者表示，

他們希望成就更大的事業。

深入研究之後，我們發現女性和年輕投資者受到疫情 

的影響最大。例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重新評估其 

優先事項。而年輕的投資者則更加希望能為世界上作出

貢獻（79%，遠高於50歲以上投資者的51%）。

在這新視角下，投資者傾向以資本來推動變化。近一半 

的受訪者表示，與疫情前相比，他們計劃增加慈善捐贈，

其中以拉丁美洲最為明顯。此外，與疫情前相比，近60%
受訪者對可持續投資更感興趣。

全球經濟逐步復蘇，除了留意酒店和體育場館重新開放，

我們也要關注自己在心靈和思想方面的需要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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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想找到更多有意義 

的工作。

疫情從根本上改變了投資者，不僅促使大多 

數投資者重新審視自己人生的優先事項，而 

且引發人們對生活和工作意義的探索。

 

新的思維方式

表示疫情在以下方面影響他們的投資者百分比

68%
我希望能作出更多的貢獻。

新冠疫情讓我重新評估最重要 
的人生事項。

58%
我更注重宗教/ 

精神寄託。

68%
我想找到人生目標。

40%
我想成就更大的事業。

1
79%

40%
我想提早退休，更好 

地享受生活。

疫情改變了投資者對生活的看法

目標已經改變

表示同意的投資者百分比

“我重新評估那些我一直認為是理所當然

的事情。總括來說，我現在更懂得感恩。”

瑞士，女性，37歲

“我們無法預測未來。現在，我對自己想要

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

英國，男性，44歲

在個人生活方面，68%受訪者表示，疫情驅使他

們尋找自己的人生目標，希望為世界作出更多的貢

獻。在工作方面，四成受訪者希望找到更有意義的

工作或退休以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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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投資者準備好重新參與

我打算彌補失去了的光陰，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57%

53%
63%

59%

65%
43%

美國
亞太區

瑞士
拉丁美洲

按地區劃分

歐洲（瑞士除外）

大多數投資者渴望彌補失去了的光陰

活在當下

73%
2020年5月

82%
2021年5月

疫情讓我意識到生命 
的短暫。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還有很多事情想做。

現在時間更少了，因此很自然想要彌補 

之前失去了的時間。”

日本，女性，45歲

“生命不是永恆的。我們開始意識到時間

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活在當下，充分利

用時間。”

墨西哥，男性，35歲

疫情令投資者更加關注健康和保護家人。現在，

投資者更加珍惜時間。82%投資者慨嘆生命短

暫，和2020年5月的調查相比，這數字有明顯上 

升的趨勢。

 

以亞洲和瑞士的投資者為首，六成投資者（57%）

計劃加快進行他們在封城期間錯過的活動。拉丁

美洲和美國的投資者則對此較為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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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資者百感交集

同意疫情促使他們有以下方面感受的投資者百分比

預計捐贈會增加

與疫情之前相比，預期的慈善捐贈活動

我預期會捐贈更多。 我希望保持現有捐贈水平。 我計劃減少捐贈。

45% 38%

93% 66%

17%

我感恩我所擁有 

的一切。

對於自己比其他人幸運，

我感到內疚。

44%
亞太區

44%
歐洲（瑞士除外）

50%
拉丁美洲

46%
瑞士

46%
美國

按地區劃分

疫情期間，投資者的財富基本保持不變。他們

意識到自己是幸運的一分子，當中三分之二的

人更對此感到內疚。

 

在這新視角下，投資者希望幫助其他人 ⋯⋯

這並不奇怪，因為近乎一半的投資者（45%） 

表示與疫情前相比，他們預計會增加慈善捐

贈。38%投資者則保持現有捐贈水平。

“我比大多數人都幸運。這讓我感到內疚。”

美國，女性，55歲

“疫情顯示很多人需要幫助和支援，因此 

我樂意奉獻。”

新加坡，男性，3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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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價值觀為本的投資產生濃厚興趣

持同意觀點的投資者百分比

⋯⋯ 並利用他們的資本來推動變革

疫情讓我對可持續投資更感興。59%

可持續投資脫穎而出

我希望我的投資與個人價值觀
保持一致。90%

70%
亞太區

55%
歐洲（瑞士除外）

63%
拉丁美洲

44%
瑞士

51%
美國

按地區劃分

投資者意識到他們的資本是改變世界的一種

方式。高達90%投資者表示，疫情促使他們 

希望自己的投資會與個人價值觀保持一致。

 

以亞洲為首的投資者中，六成（59%）投資者相

比疫情前對可持續投資更感興趣。

“可持續投資再不是一種趨勢，是一種常態。”

墨西哥，女性，60歲

“我希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是正確的

事情。可持續投資會是我考慮的選擇。”

阿聯酋，男性，4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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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受惠於儲蓄的增加 

表示的投資者百分比

多數投資者將維持或增加開支

與疫情前相比，預期開支的變化

51%
我預期會增加

消費

整體

24% 
沒有變化

25% 
我預期會減少

消費

由於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制，我的 
儲蓄增加了。72%

52%
亞太區

51%
歐洲（瑞士除外）

35%
拉丁美洲

58%
瑞士

52%
美國

按地區劃分

3 因為疫情防控措施令衣食住行各方面有長時間

的限制，人們大大減少可自由支配方面的開支。

這解釋了七成投資者（72%）擁有更多儲蓄。

 

隨著生活恢復常態，大多數投資者計劃比疫情前
增加開支 ⋯⋯

疫情過後，一半的投資者預計開支將會增加， 

其中四分之一的投資者將恢復到疫情前的消費

水平。只有25%受訪者計劃減少開支。

“我們在旅行、汽油、衣服等方面的開支減

 少了很多，現在我們每個月都有餘錢。”

美國，男性，69歲

“只要條件允許，我就會開始花費。”

巴西，女性，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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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我相信生活體驗比物質財富更重要。 

投資者著重生活體驗而非擁有財產

表示同意的投資者百分比

投資者可能在社交活動上花費更多

預期會改變開支的投資者百分比

增加 增加 增加

減少 減少 減少

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保持不變

59% 52% 45%

22% 23% 21%

19% 25% 34%

旅遊/度假 外出用餐 體育/娛樂

⋯⋯ 並將時間和金錢專注在生活體驗方面

四分之三的投資者（77%）表示，疫情促使他

們更加相信生活體驗比物質財富更重要。

 

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繼續放寬，投資者將會把更多

的時間和金錢花在旅遊、餐飲和娛樂方面。

“疫情促使我們反思自己真正要關注的事情。”

墨西哥，女性，58歲

“我已經準備好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旅行和到餐館

用膳，這些以前看來‘平常不過’的事情。”

義大利，男性，5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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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際聚焦

疫情已經導致世代鴻溝

⋯⋯ 並且他們正在增加慈善捐贈活動  

與疫情前相比，預期的慈善捐贈活動

年輕投資者渴望尋求建議 

因新冠疫情而對以下各項高度感興趣的投資者百分比

年輕投資者比年長的投資者更會自我反思 ⋯⋯ 

同意疫情在以下方面影響他們的投資者百分比

50歲和以下 50歲以上
疫情讓我希望能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79% 51%

疫情讓我感到內疚。 78% 47%

疫情使我更注重宗教/精神寄託。 69% 38%

50歲和以下 50歲以上
投資機會 78% 53%

可持續投資 76% 37%

制定/更新全面的財務計劃 74% 40%

我預期會捐贈更多。

50歲和以下

50歲以上

52%

35%

疫情改變年輕投資者思維方式的程度，遠遠超

過對年長投資者的改變。例如，約80%年輕投

資者希望能為世界帶來改變，而50歲以上的投

資者只佔一半。

 

展望未來，有52%的年輕投資者表示，與疫情前

相比，他們計劃增加慈善捐贈，而年長投資者則

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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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疫情讓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內省 ⋯⋯ 

同意疫情在以下方面影響他們的投資者百分比

作出規劃、可持續投資建議對女性更重要 

因新冠疫情而對以下各項高度感興趣的投資者百分比

⋯⋯ 並且他們正在增加慈善捐贈活動  

與疫情前相比，預期的慈善捐贈活動

新冠疫情讓我重新評估最重要的人生事項。 84% 76%

令我希望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75% 65%

我想提早退休以享受生活。 45% 37%

投資機會 72% 67%

制定/更新全面的財務計劃 69% 57%

可持續投資 69% 56%

42%
對比

我預期會捐贈更多。

我預期會捐贈更多。

性別聚焦

女性在疫情中引領變革

相對於男性，更多女性投資者表示疫情促使 

個人的自省。高達84%女性受訪者重新審視 

自己的目標，而男性則為76%。

 

財務方面，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回饋社會。超過

一半（51%）的女性投資者預期將會增加慈善捐

贈，而男性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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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期調查：瑞銀財富管理為全世界的富有客戶、機構和企業客戶提供財務建議和解決方案。我們在研究方面擁有領先的實力，

並定期對全球的投資者進行調查，掌握他們的需求、目標和憂慮。自2012年以來，《瑞銀投資者觀察》追蹤、分析和報告高淨值投資

者的觀點。“瑞銀投資者觀察”報告涵蓋各類主題，包括：

《瑞銀投資者觀察》的調查涵蓋多個主題，包括: 
• 整體財務信心
• 經濟展望和關注點
• 個人目標和憂慮
• 老齡化和退休等重大議題

在這一期的《瑞銀投資者觀察》中，我們調查了全球3,800多名投資者，受訪者可供投資資產至少達100萬美元，分別來自15個市場：

阿根廷、巴西、中國內地、法國、德國、香港地區、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羅斯、新加坡、瑞士、阿聯酋、英國和美國。研究結果與

在2020年5月進行的調查作比較，2020年的調查訪問了3,750多名在投資資產和年齡層方面背景近似的投資者。

如需瞭解更多，請訪問 ubs.com/investor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