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雙高投資 美國平衡機不可失 

投資主軸 基金投資概況(截至2017年3月底) 

聚焦高股利題材 ■基金持股之平均股利率為3.29%，高於史坦普500指數的2.02% 

網羅高收益債 
■基金在高收益債的投資比重約佔四成，持債平均殖利率達6.38%，優於
彭博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的2.61% 

掌握政策受惠商機 

■看好金融、能源、原物料及工業等可望受惠減稅及放鬆產業監管利多，
目前基金四大產業投資比重超過四成 
■基金以循環性產業為重，投資比重接近65%，掌握經濟動能回升與升息
環境下的輪漲契機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高股利股票短中長績效突出 基金主軸靠攏美國「高股利股票」與「高收益債」投資題材 

資料來源：理柏，史坦普500指數，美銀美林債券指數，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截至2017/3月底。 

年化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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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能源主要次產業 
(截至2016/3Q) 

股債合計 

綜合能源 7.3% 

設備服務 0.12% 

探勘&生產 3.7% 

儲存及運輸 0.7% 

資料來源：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股債合計比重統計至2017/3月，已計入現金。*能源產業包括：石
油瓦斯生產、石油瓦斯管線、油田服務、煤礦、瓦斯配送、石油精煉等，次產業截至2016/Q3底。 

主要產業 股債比重
(2017/3月) 

能源 16% 
金融 14% 

健康醫療 14% 
原物料&工業 13% 
公用事業 11% 
科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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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投資比重截至2017年3月底。 

川普利多新政‧美國平衡機不可失 

政策利多聚焦 受惠產業 基金投資比重 

■降低公司稅率，促進企業盈餘增長與現金流量 
■廢除能源、天然氣、礦業公司需揭露海外借款資訊的法規 
■重啟「基石XL」和「達科他油管」興建計畫 

能源 16% 

■降低公司稅率，促進企業盈餘增長與現金流量 
■鬆綁陶德‧法蘭克金融法案 
■聯準會漸進式升息路線，驅動殖利率曲線轉趨陡峭 

金融 14% 

■企業海外盈餘匯回課徵一次性優惠稅率，可望擴大企業庫藏
股買回、股利發放、投資支出等項目 
■鬆綁併購法規、加速新藥審核 

醫療 14% 

■降低公司稅率，促進企業盈餘增長與現金流量 
■擴大基建支出，促進橋梁、道路、機場等升級計畫，帶動工
業與原物料的市場需求 

原物料及工業 13%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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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返回股東是激勵股價重要觸媒 

股價觸媒：返回股東 
(發放股利/買回庫藏股) 

資本支出、研發 

股利發放、 
買回庫藏股 

購併 

資料來源：高盛證券(2017/1/6)報告。 

企業現金返回股東舉措(股利&買回庫藏股)是激勵股價重要的觸媒 

股價觸媒：返回股東 
(發放股利/買回庫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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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醫療：海外盈餘匯回優惠的受益者 
美國產業營收分布(佔市值比重%) 

境內 

海外 

醫
療 

工
業 

科
技 

現金滯留海外的前十大美國企業
(10億美元) 

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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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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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企業資金用途：買回庫藏股+股利發放佔近50% 

資料來源：左上圖彭博資訊(截至2015年底)；高盛證券，2016/12/11報告。 Page 6 of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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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激勵股價上漲另一觸媒 

資料來源：上圖取自Dealogic(2017/3/18)，下圖法國興業，2017/4月報告。 

美國今年來併購規模創紀錄新高 全球油氣業今年來併購規模創紀錄新高 

併購升溫驅動美股漲勢出色 

美國併購規模佔市值(%) 

美股/公司債走勢(右軸) 

法興看好石油、製藥、科技、媒體併購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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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債價值投資機會浮現 
美國醫療高收益債指數對大盤出現罕見折價情形，買點浮現 

醫療債大多時間相對大盤處於溢價 

2016年美國大選對醫改的議題 
使醫療債出現罕見的折價情況 

共和黨撤回醫改投票，
使醫療債價格出現回
升 

HCA擁有最高的盈餘利潤率(季度%) 

HCA 

HCA的財務體質最佳 

資料來源：高盛證券，2017/4/18報告。以上資訊並非對個股之推薦。 Page 8 of 26 



能源及金融：企業盈餘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2017年美國產業盈餘成長預估(%) 

美
股
大
盤 

金
融 

能
源 

資料來源：高盛證券(2017/3/17)報告，右圖摩根士丹利，2017/4/10報告。 

能源 

金融 

科技 

美股產業對2017、2018年盈餘貢獻 
盈餘加權淨貢獻 產業盈餘貢獻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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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息、放鬆監管：利挺金融業盈餘翻升 

■聯準會升息政策以及降低監管計畫，有利調升美國金融業的盈餘展望，倘若今年聯
準會升息兩次，將驅動盈餘增長至少3%；市場預期美國鬆綁監管計畫將以放寬解釋
的可行性最高，可望貢獻2018年金融業整體盈餘11%增長。 

利率上升階段：美國金融股領漲大盤 降低監管規範有利大型銀行盈餘顯著成長 

資料來源：高盛證券(2017/3/10、3/17)報告，以上資訊並非對個股之推薦。 

美十年期公債
殖利率(右軸) 

美金融股/大盤走勢 

表
示
金
融
股
領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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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是美國大型銀行的營收旺季 
第一季營收表現 (%、較上季增長幅度) 

資料來源：瑞士信貸(2017/2/24)報告，以上資訊並非對個股之推薦。 

美國銀行 花旗 摩根大通 產業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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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縮表計畫 

及早開始：採取溫和縮表 

資料來源：華爾街日報，高盛證券，2017/3/22、3/31報告。 

機構/經濟學家 預期可能的縮表方式與時程表 

前任主席柏南克 為了減少資產負債表收縮破壞市場和經濟的風險，資產被動收縮是較妥當的方式。 

摩根大通 
預計今年夏季或秋季，聯準會將正式與市場溝通縮表計畫，並預估聯邦基金利率達到
1%或2%後才開始縮表，將以MBS到期停止再投資方式啟動。 

高盛證券 
2017年末或2018年初預計聯準會將宣佈縮表規模並以此替代一次升息；每年聯準會
預估縮減3000億美元，估計將使10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升10-20bp。 

縮表起始點 

較晚開始：採取激進縮表 

縮表起始點 

再投資規模 

到期規模 總額 

再投資規模 

到期規模 

總額 出售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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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息環境 
美國高收益債、金融、工業、商品漲勢有勁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史坦普500指數、花旗債券指數，左圖原幣截至2017/2/20。 

Page 13 of 26 



靠攏升息受惠題材：美能源、金融股有機可圖 

聯準會漸進式升息並且開始討論年底縮減資產負債表的可能性，意涵對美國經濟前景
的肯定；回顧1990年以來聯準會升息年度，美國能源及金融股指數與利率存在正相關，
年報酬率平均達兩位數，是升息環境下的主要受惠者。 

1990年以來聯準會升息年度的美股表現 美金融與能源股股價淨值比相對大盤 
仍處折價狀態 

美國金融股/大盤(左軸) 

美國能源股/大盤(右軸)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史坦普500分類指數，原幣計價，左圖截至2016年底；右圖為股價淨值比，截至201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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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供需可望重返平衡 

資料來源：高盛證券，2017/4/6報告；右圖彭博資訊，以史坦普500能源股指數為準。 

今年第二季全球原油供需有機會再平衡 

正值代表全球原油

供給大於需求 

負值代表全球原油需求大於供給 

■第二季為用油需求旺季，OPEC及非OPEC產油國減產進度達標，預期原油庫存將顯
著下降，加上OPEC國家對延長減產協議持開放態度，油價有機會回升至每桶55美元
~60美元水準；由於能源股債已過度反應油價利空，價格浮現回升契機。 

能源股過去20年Q2平均投報率最高 

各
季
平
均
投
資
報
酬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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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上漲年度，能源資產漲勢領先 

地緣政治風險將可能加速全球原油供需的再平衡，回顧2000年以來油價上漲年
度，美國能源股債指數平均年漲幅接近18%、顯著高於大盤表現。 

2000年以來油價上漲年度，美國股債資產漲幅領先大盤 

彭博資訊，史坦普500分類指數、美銀美林美國高收益債指數，2000年~2016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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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型能源股成長題材 

大型能源股具備現金流量及股利成長題材 

資料來源：德意志銀行(2017/4/7)報告，自由現金流量及股利率為2017年預估值；下圖高盛證券(2017/4/5)報告。 

頁岩油產出成本顯著下降 
主要受惠開發及探勘成本下滑 

油價仍處於半山腰階段，但大型能源股的股利已回升至2014年起漲水準 

BP石油 

皇家殼牌 

油價(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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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價值投資，挖掘「二高一低」投資機會 

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美銀美林高收益債指數，史坦普500指數，截至2017/3月底。 

Page 18 of 26 



精選美國大型股高股利投資機會 

基金透過由下而上分析，在美股中尋找高股利且具價值面吸引力的個股 

資料來源：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統計至2017/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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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股利股票：提供長期穩定回報潛力 

美股未來12個月的風險貼水仍處於上方 
顯示價位並未偏離基本面 

資料來源：摩根士丹利，史坦普500指數，2017/4/10報告；右圖彭博資訊，截至2016年底。 

美股高檔震盪時 
高股利股票提供更穩健的投資表現 

高股利股票 

史坦普500指數 

1920年以來平均 

1976年以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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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高檔整理，仍有利可圖 
高盛模型：能源股相對油價顯著折價 

兩者價差攀至五年來高位 

能源股具吸引力 

能源股相對較貴 

美金融股與能源股之股價淨值比相對大盤 
仍處折價狀態 

美國金融股/大盤(左軸) 

美國能源股/大盤(右軸) 

資料來源：高盛證券(2017/3/1)報告；右圖彭博資訊，史坦普500指數，截至201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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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報酬率(%)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波動風險 

本基金-美元月配息股份 3.19 6.04 15.29 4.38 3.47 8.60 

美國美元平衡型基金平均 3.76 6.21 12.63 5.79 8.92 7.69 

資料來源：理柏資訊，美元計價，統計至2017/3/31，波動風險為過去三年月報酬率之年化標準差。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獲
利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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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獎名稱  獲獎獎項  

傑出基金金鑽獎  2014年環球平衡型基金五年期獎項  

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晨星技術指導)  2012年全球平衡基金獎  

傑出基金金鑽獎  2012年環球平衡型基金三年期獎項  

資料來源：晨星暨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各得獎年 
度前一年底。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得獎紀錄與基金評鑑 

基金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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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配息金額及淨值資料取自理柏資訊，依據廣告行為規範修正條文，2015/7/31日起基金年化配息率之計算公式統一為:「每單位配
息金額 ÷ 除息日前一日之淨值X 一年配息次數X 100%」，年化配息率為估算值。當月配息率係採(每單位配息金額/除息前一日淨值)

表示，月報酬率(含息)為截至除息日之前一月底含息報酬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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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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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費用。由本金支付配息之
相關資料已揭露於本公司網站，投資人可至本公司網站(http://www.Franklin.com.tw)查閱。◎報酬率資料來源均為理柏資訊、原幣
計價。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配息紀錄：美元月配股份 

月份
每股配息金

額(US$)

年化配息

率
當月配息率

月報酬率

(含息)
月份

每股配息金

額(US$)
年化配息率 當月配息率

月報酬

率(含息)

Feb-15 0.032 3.02% 0.25% -1.18% 2 0.055 6.47% 0.54% -3.75%

3 0.032 3.04% 0.25% 3.72% 3 0.055 6.19% 0.52% 0.06%

4 0.045 4.26% 0.36% -2.16% 4 0.055 6.18% 0.51% 5.02%

5 0.045 4.25% 0.35% 2.28% 5 0.055 6.07% 0.51% 3.13%

6 0.05 4.81% 0.40% -0.75% 6 0.055 5.93% 0.49% 0.05%

7 0.05 4.93% 0.41% -3.33% 7 0.055 5.96% 0.50% 1.32%

8 0.05 5.08% 0.42% -1.40% 8 0.055 5.83% 0.49% 3.04%

9 0.05 5.38% 0.45% -4.37% 9 0.05 5.24% 0.44% 0.40%

10 0.055 5.79% 0.48% -3.44% 10 0.05 5.27% 0.44% 0.53%

11 0.055 5.77% 0.48% 5.44% 11 0.05 5.38% 0.45% -0.71%

12 0.055 5.98% 0.50% -2.14% 12 0.05 5.24% 0.44% 0.72%

Jan-16 0.055 6.35% 0.53% -2.91% Jan-17 0.045 4.64% 0.39%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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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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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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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費用。
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已揭露於本公司網站，投資人可至本公司網站
(http://www.Franklin.com.tw)查閱。 

• 備註說明：基金轉換若涉及不同計價幣別基金之轉換，交易當日轉入及轉出
之基金股份皆以同一日淨值計算。 

• 關於定期定額報酬率：理柏資訊假設每月1日扣款、遇例假日則以次一營業日
計算。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且過去績效不代表未
來績效之保證。 

• 基金配息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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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基金報酬率：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 高收益債券基金警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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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較適合投資屬性中風險
承受度較高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
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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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提供之資訊，僅供接收人之參考用途。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
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靠之來 源，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
如有錯漏或疏忽，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任
何人因信賴此等資料而做出或改變投資決策，須自行承擔結果。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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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
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效。【富蘭克林證券投顧獨立經營管理】投
資基金所應承擔之相關風險及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
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下載，或逕

向本公司網站(http://www.Franklin.com.tw)查閱。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8樓 

主管機關核准之營業執照字號：10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25號 

電話：﹝02﹞2781-0088 傳真：﹝02﹞2781-7788  

http://www.Franklin.com.tw  

基金專線 0800-885-888 

僅供銷售機構或簽約壽險公司內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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