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四季全球投資展望

線上說明會重點摘要

通膨和衰退

Q1. 2022年第四季全球市場發展為何？

我們正迎來總體經濟和市場波動加劇的新世界，2022年第四季的投資關鍵重點，將會是:

1

與通膨共存

我們認為聯準會將會發現升息
對經濟成長和就業帶來的影響，
因此最終會選擇與通膨共存。

為波動做好準備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總體經濟和
市場波動更高的市場環境，這
也意味著我們應該要更快速調
整市場投資觀點。

布局淨零碳排放

投資具有可靠轉型計劃或關鍵
角色的高碳排放企業，可讓投
資人抓住轉型帶來的機會並降
低在轉型過程中的波動和不確
定性。

Q2. 針對波動加劇的市場，下半年對主要資產加減碼的看法？

由於通膨持續高於目標值，央行猛踩政策剎車可能使我們轉為更趨於保守的態度。投資人需要加快調整投

資組合的速度，以因應波動市場。

從長期策略的角度來看，我們抱持加碼股票的態度。但從
短期戰術面來看，各國央行似乎仍存在過度緊縮貨幣政策
的風險，加上我們看到經濟活動有停滯不前的跡象，因此
我們減碼已開發市場股票。

從長期策略的角度來看，因信用債提供的收益潛力相當
有吸引力，所以我們加碼信用債。短期戰術面來看，我
們偏好品質較高的資產類別所帶來的潛在機會，加碼投
資等級債但中立看待非投資等級債。

從長期策略性角度來看，考量擴大的利差我們適度減碼政
府債券。從短期戰術面來說，即使殖利率在2022年已經飆
升不少，我們預期長天期殖利率還會持續走高，因此持減
碼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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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貝萊德，晨星；資料截至2022年9月30日；同類型基金，台灣核備之EAA OE EUR Moderate Allocation – Global。累積績效以A2歐元累積股份
為例，按原幣(歐元)資產淨值計算，將配息再作投資，已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涉及風險，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亦不保證基金最低
投資收益。 * 基金之衍生性工具／證券相關商品等槓桿投資策略，可能包括賣出短期選擇權買權操作，與其他股票型基金特性不同，在市場短線大幅上漲時，
可能導致基金績效落後於市場之情形。投資人應留意衍生性工具／證券相關商品等槓桿投資策略所可能產生之投資風險(詳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

Q３. 對2022年第四季的投資產品布局建議？

充滿變數的經濟環境與金融市場，可以選擇對抗波動、收益型的核心配置，以及主題多元、具成長性的衛

星配置。

2

精選標的1

貝萊德ESG社會責任
多元資產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天候皆可投資，尋求靈活參與市場投資機會

優勢1：動態調整資產配置，靈活避險

優勢2*：運用多元化的另類資產與衍生性操作，可望提
升績效表現

精選標的2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
股票入息基金 (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資料來源：貝萊德，晨星；資料截至2022年9月30日； 同類型基金平均指晨星基金所屬分類為「EAA OE Global Equity Income」之基金平均。累積績效
以A2美元股份為例，按原幣(美元)資產淨值計算，將配息再作投資，已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涉及風險，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亦不
保證基金最低投資收益。* 基金之衍生性工具／證券相關商品等槓桿投資策略，可能包括賣出短期選擇權買權操作，與其他股票型基金特性不同，在市場短
線大幅上漲時，可能導致基金績效落後於市場之情形。投資人應留意衍生性工具／證券相關商品等槓桿投資策略所可能產生之投資風險(詳見公開說明書或投
資人須知)。

集結三大力、運用大數據分析，取得收益機會與
較低波動策略兼具的解決方案

收益力：聚焦具備股利收益、股利穩定與成長前景的優
質個股廣納收益來源，進一步加入選擇權操作，增加收益
管道

精準力：運用系統化智慧數據，精準選股

抗震力*：透過股票、選擇權與期貨操作，以較低波動
策略嚴謹控制市場風險，對抗震盪操作

3個月 6個月 1年 2年 3年 5年

本基金報酬率(%) -1.53 -9.15 -7.75 4.66 12.66 24.02

同類型基金平均(%) -4.53 -14.03 -16.02 -6.47 -5.87 -2.08

3個月 6個月 1年 2年 3年 5年

本基金報酬率 (%) -6.26 -18.02 -16.79 1.22 5.05 12.13

同類型基金平均 (%) -8.70 -19.25 -17.13 3.85 0.12 3.92

核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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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標的3

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具備長期投資趨勢，未來投資機會也仍持續醞釀

優勢1：財務體質相對健康

優勢2：增加對發展穩定、低成長且低估值的配置；
減少高成長、消費者相關的配置，以保持防禦性與韌性
的投資組合

優勢3：基金投資範疇不但投入大型龍頭，更發掘明
日之星與破壞式創新者，聚焦雲端、電動車、基建軟體、
網路安全等趨勢題材

資料來源：貝萊德，晨星；資料截至2022年9月30日；同類型基金平均指晨星基金所屬分類為「EAA OE Sector Equity Technology」之基金平均。累積績效
以A2美元股份為例，按原幣(美元)資產淨值計算，將配息再作投資，已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涉及風險，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亦不保
證基金最低投資收益。

3個月 6個月 1年 2年 3年 5年

本基金報酬率 (%) -2.46 -29.19 -39.10 -21.15 34.85 85.91

同類型基金平均 (%) -5.36 -28.66 -36.03 -15.82 22.33 50.95

衛星配置

精選標的4

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在過往高通膨時期，能源相關資產表現相對突出

優勢1：高通膨期間，天然資源相關價格表現良好

優勢2：高通膨時代來臨，原油、天然氣需求強勁，
價值面具有吸引力

3個月 6個月 1年 2年 3年 5年

本基金報酬率 (%) -2.77 -7.48 27.64 114.56 28.30 15.04

同類型基金平均 (%) -3.53 -11.22 18.50 107.73 19.89 -0.70

資料來源：晨星、貝萊德，資料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淨值走勢圖取自貝萊德官網，以 A2 美元股份為例。累積績效以 A2美元股份為例，按原幣(美元)資
產淨值計算，將配息再作投資，已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涉及風險，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亦不保證基金最低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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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貝萊德預估今年還會升息幾碼？明年會降息嗎？

預期年底前持續升息的政策立場不會改變，貝萊德預估11月升息三碼、12月升息兩碼，而

明年初可能會再升一碼，之後停止升息並觀望緊縮政策效果。明年可能不至於會降息，但

是至少不會再採取更多激進的措施。近期英國的臨時寬鬆政策更強化了我們的信念，也就

是各國一旦面臨嚴重的經濟傷害——無論是對經濟還是金融市場的傷害，其實都會讓政府

選擇政策轉向並與通膨共存。

精選標的5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過往高通膨情況下，醫療保健業表現相對較佳

優勢1：全球人口老化健康照護需求持續增長

優勢2：醫療版塊長期趨勢 : 研發與創新依然持續

資料來源：貝萊德，晨星；資料截至2022年9月30日；同類型基金平均指晨星基金所屬分類為「EAA OE Sector Equity Technology」之基金平均。累積績效
以A2美元股份為例，按原幣(美元)資產淨值計算，將配息再作投資，已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涉及風險，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亦不保
證基金最低投資收益。

Q&A

Q2. 貝萊德對於世界能源第四季的投資展望？

第四季通常是傳統用油旺季，預期能源價格可以維持在高檔，因此對於能源類股看法相對

正面。目前因俄烏衝突造成俄羅斯油氣供應不足，短期內供應面恐怕沒有太大改變。現階

段能源供需緊張，美國國內商業原油庫存降至 3 年低位，今年拜登政府更釋出 1.8 億桶戰

備儲油，使其戰備庫存來到 1983 年以來新低水準，再加上國際因疫情後解封使交通需求

增加，都是支撐能源類股表現的正面因素。

3個月 6個月 1年 2年 3年 5年

本基金報酬率 (%) -5.24 -11.86 -9.64 3.73 24.84 48.42

同類型基金平均 (%) -5.21 -14.47 -15.07 -0.15 21.35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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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景氣若走向衰退，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的股票部位會受到影響嗎？

倘若景氣走向衰退，風險資產包含全球股票都會受到一定衝擊。然而，貝萊德全球智慧數

據股票入息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因為具有選擇權避險的部位，使其平均波動

度目標值約為全球股市的 0.8 倍，相較全球股票具備更好的風險抗震力。此外，運用大數

據與人工智慧的操作模式，使投資團隊可以更快速地調整資產配置部位。例如，今年 4

月的在防禦色彩較重的健護產業持股比重約 10% ，9月更提升到18%，顯示投資團隊的

人機合作能夠因應市場變化而靈活調整持股。

資料來源：貝萊德；資料截至：2022年8月31 日。投資分布會隨市場變化而調整。全球股市以摩根士丹利所有國

家世界指數為代表，非本基金之參考指標。上述包括內部投資限制並可能隨時更改而不予通知，投資策略請詳基

金公開說明書。

Q4.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今年以

來修正幅度很大，貝萊德認為當前的配置需要做轉換調整嗎？

科技股以那斯達克指數為例，目前已經拉回到 5 年線的價位水準，過去幾次拉回到 5 年

平均的歷史經驗分別為，2020 新冠疫情爆發初期、2016 年中國股災、2011 年歐債危機，

因此整體而言科技股價值已浮現，現階段是逢低佈局或增加長線策略部位的好時機。貝萊

德世界科技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在近一年持續汰弱留強，2021 年 12 月還持

有 113 檔個股，目前已降為93檔，同時更聚焦在價值面較高的科技股，並增加市值 2000

億美元以上的巨型公司比重，更減少基本面不佳與容易受到消費週期下行影響的個股。建

議投資人維持既有部位，若有餘裕則建議投資人維持既有部位的同時，持續參與長線策略

機會。

資料來源：貝萊德；資料截至：2022年8月31 日。投資分布會隨市場變化而調整。上述包括內部投資限制並可能

隨時更改而不予通知，投資策略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係持有基金受益憑證，而非本文提及之

投資資產或標的。本文所提及之有價證券僅供舉例說明之用，不代表任何金融商品之推介或建議，亦不代表基金

未來投資。

任何意見、預測均為特定時間下，對市場環境的評估，並非對未來事件的預測或對未來結果的保證。投資人應依照
自身風險承受度做適當之資產配置，且不應將此訊息作為研究、投資建議或推薦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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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入息基金所稱之「入息」係指基金會使用符合其投資目標之衍生性工具，以產生額外之收入。為獲取較一致性之配息

收入，除股票投資之資本利得及股息收益外，賣出短期選擇權之已實現權利金收入亦屬於基金之配息來源之一。基金之衍

生性金融商品投資策略，包括賣出短期選擇權買權操作，與其他股票型基金特性不同，在市場短線大幅上漲時，可能導致

基金績效落後於市場之情形。為尋求一致地於該期間每月向股東分配股息，基金之配息可能由本金支出；惟上述配息政策

並不表示配息固定不變。基金投資全球股票市場，亦即基金投資人亦將承擔股票基金一般所應承擔之風險，不會因為衍生

性金融商品的操作而有所降低。此外，投資人應留意衍生性工具操作與本策略所可能產生之投資風險(詳見公開說明書或投

資人須知)。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經營管理。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00號28樓，電話:(02)23261600。本文所載之任何

意見，反映本公司資料製作當時情況之判斷，可能因其後的市場變化而調整。投資人不應視為投資決策依據或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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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績效，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

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

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http://www.fundclear.com.tw)中查詢。

投資新興市場可能比投資已開發國家有較大的價格波動及流動性較低的風險；其他風險可能包含必須承受較大的政治或經

濟不穩定、匯率波動、不同法規結構及會計體系間的差異、因國家政策而限制機會及承受較大投資成本的風險。

當該基金投資地區包含中國大陸及香港，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依金管會規定，目

前直接投資大陸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為限且不得超過境外基金資產淨值之20%。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主要係投資於較高風險之債券，適合能適當承受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非投資等級

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由於非投資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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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非投資等級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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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非投資等級債券之基金可能投資美國Rule

144A 債券（境內基金投資比例最高可達基金總資產 30%），該債券屬私募性質，易發生流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不完整

或價格不透明導致高波動性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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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獲配息時，宜

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

(穩定)配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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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且基金進行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在未扣除費用之下支付股息，可產生更多可分配的收入。然而，從本金支

付的股息可能等於投資人獲得部分原始投資金額回報或資本收益。所有支付股息均會導致股份於除息日的每股資產淨值立

即減少。有關基金由本金支付配息之配息組成項目表已揭露於貝萊德網站，投資人可至https://www.blackrock.com/tw查詢。收

益分配金額由經理公司或基金董事決定，並預計定期檢視收益分配水準。惟如經理公司或基金董事認為有必要(如市況變化

足以對相關基金造成影響等)則可隨時修正收益分配金額，故每次分配之金額並非一定相同。

股票型基金主要配息來源為股票／證券相關商品投資之已實現或未實現資本利得、股息收益或已實現權利金收入等，其中

股息收益之概況可由年化股息率而得。基金每次配息金額之決定是根據已取得之資本利得及股息收益等配息來源狀況，並

考量基金經理人對於未來市場看法，評估預定之目標配息金額是否需調整，若基金因為市場因素造成資本利得及股息收益

等配息來源狀況不佳，將可能調降目標配息金額。詳細配息來源與情況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之說明。

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申購境內基金N 類型受益權單位（即遞延手續費類型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其手續費之收取將於受益人申請買回時支

付，且該費用將依持有期間有所不同。其餘費用之計收與前收手續費類型完全相同，亦不加計分銷費用，請詳閱公開說明

書。

申購手續費屬後收型之境外基金，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年仍需支付1.25％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係持有基金受益憑證，而非本文提及之投資資產或標的。本文所提及之有價證券僅供說明之用，不代表

任何金融商品之推介或建議，亦不代表基金未來投資。

© 2022BlackRock, Inc.版權所有。任何其他商標均屬其各自之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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