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
票

評
論

本月投資組合最新報告
鋒裕基金 ─ 歐洲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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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發布了一系列優異的業績，其業務的收入均有不俗的
成長。收入成長依然強勁，利潤率繼續呈現強勁的走
勢，這顯然是對我們投資部位的鼓舞。

10 月份是歐洲股市的另一個上漲月份，泛歐市場約上
漲 0.2％，使得今年迄今漲幅超過 12％。 就 10 月份各
產業表現看來，這又是另一個由能源，資訊科技和原
物料等循環性產業領漲的月份。而另一方面，醫療保
健和電信產業在過去一個月則較為落後。而具體反映
在小型股上，歐洲 MSCI 小型股 10 月份漲幅超過 2％，
今年以來漲幅則超過 18％。

某些資訊科技股表現優於市場，但因我們沒有持有這
些股票，故本投資組合在資訊科技產業相對承受損失。
另外，由於西班牙 IT 和國防系統公司 Indra Sistemas
在 10 月份的政治問題之後普遍表現疲軟，因此我們的
Indra Sistemas 持股表現不佳。

10 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歐洲經濟形勢令人感到振
奮，歐元區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56.5，應可支
持潛在 GDP 成長。除較正面的宏觀數據外，本月份的
另一重要事件當然就是歐洲央行 10 月份的會議。市場
預期歐洲央行行長 Draghi 將宣布一項明確的計畫及時
間表，使歐洲央行的貨幣刺激計劃退場，且因更穩健
的經濟環境，可能會導致其作出更多鷹派言論。但這
並沒有成真，相反地，他宣誓要將目前的貨幣刺激措
施延續到年底，明年歐洲央行的採購量將減少，只要
有必要，極寬鬆的政策將會持續存在。這自然是對該
地區風險資產的支持。最後，10 月份將開始歐洲企業
第三季財報，有鑑於近期的財報表現優異，故市場預
期獲利表現將會持續。到目前為止，企業獲利略優於
預期，約有 35％企業的 EPS 優於市場估計值 5%以上，
這與第二季的走勢基本上一致。近數月來的大量消息
都集中在歐元走強。近來企業財報證實我們對於強勢
歐元的影響較輕微的觀點，只會帶來部份企業收入降
低。我們已多次提到：鑑於目前市場的評價水平，我
們認為強勁的獲利成長是進一步推升股市的關鍵。10
月份的情況反映了我們在年底前所預期的趨勢，這令
我們感到鼓舞。

本投資組合在金融產業上，過去一個月內相對表現不
佳。從持股的角度來看，我們持有的義大利 Banca
BPM 承受損失。雖然該公司的具體消息不多，但其股
價對歐洲央行關於處理不良信貸的嚴格規範作出負面
反應。鑑於 Banca BPM 持有相當高的不良信貸部位，
此消息明顯不利於 Banca BPM，儘管他們仍持續努力
解決這一問題。

投資組合回顧
從產業角度來看，本投資組合從必需性消費和能源產
業中獲得正面的報酬。相較之下，我們在資訊和金融
產業的持股蒙受損失。
在非必需性消費產業，我們持有博彩公司 GVC 之股票，
其繼續為本投資組合創造收益。在 10 月份，該公司又

在能源產業方面，我們持有的油田設備製造商
Schoeller-Bleckmann 的表現優於市場。在這個月，該
公司公佈一系列的第三季數據初值，其受益於全面需
求成長以及最新收購的井下技術（來自美國同業）的
強勁表現。總之，我們對結果感到放心，並對我們的
投資部位保持樂觀。由於我們在 10 月份看到較穩定的
油價，我們在 Wood Group 的持股也表現良好。

在原物料產業方面，我們持有的塑膠原料包裝製造商
RPC 集團近期表現良好，故得到一定的獲利。在 9 月
底，該公司發布量化交易更新，其管理階層指出，隨
著內生和外生增長持續加速，目前的交易量超出其預
期。 但由於在該聲明後就沒有其他後續消息，所以投
資者似乎從該股獲利出場，但我們仍對我們的投資部
位感到滿意。
在 10 月份，工業是本投資組合獲得正面報酬的來源。
從個股的角度來看，我們在煙草包裝機械公司 GIMA 的
持股反彈回升。在 9 月底，我們因該公司新一代具成長
潛力的煙草產品” heat not burn”吸引而參加該企業的
IPO。 該股自上市以來均表現穩健。
最後，在醫療保健產業，我們持有的服務供應商 UDG
Healthcare 表現良好。去年 9 月，該公司宣布收購總部
位於美國的醫療通訊機構 MicroMass。我們認為該交易

對該公司具有良好的戰略意義，並對近來數週的股價
有所支撐。

類股配置

投資組合權重 參考指標權重

非必需性消費

相對
加/減碼

13.68%

14.97%

-1.29%

必需性消費

1.42%

4.92%

-3.50%

能源

4.21%

2.71%

1.50%

金融

15.75%

13.73%

2.02%

5.69%

7.39%

-1.70%

26.28%

22.70%

3.58%

8.67%

11.72%

-3.05%

原物料

11.33%

8.31%

3.02%

不動產

6.63%

9.13%

-2.50%

電信服務

5.28%

1.75%

3.53%

公用事業

1.06%

2.67%

-1.61%

醫療保健
工業
資訊科技

資料來源：Amundi Asset Management，2017 年 10 月 31
日。

10 大加碼標的

投資組合權 參考指標 相 對 加 /
重
權重
減碼

ASR Nederland

3.20%

0.42%

2.78%

UDG Healthcare

2.88%

0.21%

2.67%

Amplifon

2.63%

0.10%

2.53%

Rheinmetall

2.88%

0.36%

2.52%

Logitech

2.89%

0.39%

2.50%

RPC

2.85%

0.36%

2.49%

Valmet

2.62%

0.17%

2.45%

Chr. Hansen

2.41%

0.00%

2.41%

Saab

2.63%

0.23%

2.40%

GVC

2.60%

0.25%

2.35%

局勢可能是近數星期內來出現的一項負面因素，這無
疑使歐洲的政治不確定性又回到了投資者的顧慮中。
當下，我們將這種情況視為當地問題，不應對風險偏
好產生更大的影響，然這是短期波動的潛在根源。綜
觀 2017 年，我們對本投資組合的重心保持平衡，現在
依然如此。體認到市場輪替的可能，我們認為避免過
大的產業投資偏頗是明智的，並會集中於我們認為有
能力在長期內提供一致和可靠收益的標的。














資料來源：Amundi Asset Management，2017 年 10 月 31
日。

未來展望
10 月份的情況進一步加強了我們在 2017 年年底前對資
產類別更為正面的展望。各國國內的趨勢
仍非常令人鼓舞，且應會持續支持所需的獲利成長水
平，以便為市場提供進一步的增長空間。西班牙政治





警語
除非另行指明，則本文件所含資訊均得自
Amundi Asset Management。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表現。除非另行指明，本文
件內所有評論純為 Amundi Asset Management
之意見。所有意見均可能隨時因市場或其他狀況而
變更，且無法保證國家、市場或產業之預期表現。
本文件並非基金公開說明書，亦不構成買賣基金單
位或服務之要約或請求，凡於任何管轄地區向任何
對象提出前述要約或請求，若提出該要約及請求之
人士或其對象不符法定資格，均屬違法行為。
本文件不得直接交付一般及零售投資人，請勿倚賴
本文件作為投資參考。本文件僅供專業理財顧問人
員參考，未經本公司事前同意，不得對外公開、引
用、傳遞、散布或宣傳。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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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揭露於基金公
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本公司及銷售機構均備有
基金公開說明書（或中譯本）或投資人須知，投資
人 亦 可 至 境 外 基 金 資 訊 觀 測 站
(www.fundclear.com.tw) 中查詢。
基金投資涉及投資新興市場部份，因其波動性與風
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
低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
影響。
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
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
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
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
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
高收益債券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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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說明書。
惟新興市場與高收益債市仍會因市場干擾而波動，
投資人須依個人風險承受度衡量相關商品比重。
基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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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

















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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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
關費用。
本基金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最近
12 個月內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投資人可
向 總 代 理 人 查 詢 ； 或 參 考 本 公 司 網 站
(http://www.pioneerinvestments.com.tw)。
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率，於獲得配息時，宜一
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
可轉換公司債具有股債雙重特性，因此，投資人需
同時考量股債雙重風險，包括市場風險、利率風
險、流動性風險、股價波動風險、匯率風險、信用
或違約風險等。
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及金管會規定，基金直接投資
大陸地區有價證券僅限掛牌上市有價證券及銀行間
債券市場，且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 10%，故
本基金非完全投資在大陸地區有價證券，另投資人
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
險。
不做個股推薦及銷售之用，基金投資組合成份將因
時而異，請投資人留意。
鋒裕基金－美國高息（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鋒裕
基金－策略收益（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鋒裕
基金－環球高收益（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以及鋒裕
基金－新興市場債券（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適合願
意承擔較高風險之穩健型投資人。
為符合法令規定之國內投資人投資比率限制，鋒裕
基金－環球高收益（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自中華民
國 106 年 9 月 20 日起恢復部份級別，即 A 股美元
月配(穩定配息)、A 股澳幣收益(穩定配息)及 A 股
南非幣收益(穩定配息)共三支級別之申購交易(含單
筆申購、轉換、新增定時(不)定額申購)。惟為妥善
控制國人投資比重，初期將僅開放部分壽險公司透
過其投資型保單申購。本公司並得因應申贖狀況，
按本公司控管程序保留額度調整之權利。
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鋒裕基金在
臺灣之總代理及投資顧問。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為 Amundi Group 之成員。【鋒裕
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經營管理】
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市信義
路 5 段 7 號台北 101 大樓 32 樓之一 / 106 年金管
投顧新字第零貳零號 / 電話：(02) 8101-0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