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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動型策略投資於
國際小型股

股票

霸菱洞察

1.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晨星、摩根大通。自2007年以來，主動型中小型股基金取得
資金淨流入佔資產管理規模比重。截至2018年9月11日。

霸菱小型股票投資主管Nick Williams探討了國際小型股的特色，解釋了為何以主動型策略投資

於此資產類別，有望為投資者帶來具有吸引力的預期報酬。

國際小型股為投資者提供了獨特的機會，可投

資於眾多在利基市場區塊經營業務、高度差異

化的特殊公司。此資產類別持續引起投資者及

資產管理人日益濃厚的興趣，在過去十年，中

小型股基金取得資金流入佔資產管理規模的比

重遠大於大型股基金1。本文探討了小型股相較

大型股的相對機會及風險，詳細分析了其長遠

表現優勢及多元化好處是怎樣有助於優化投資

者的風險調整後報酬。

此資產類別尤其適合採用主動型管理方式。國

際小型股指數有逾2,000支成份股，投資範疇

的研究深度及廣度甚少能做到詳盡無遺漏，為

專注的主動型管理人(尤其是專注於「由下而上

」選股)帶來了增值機會，而這是被動型策略無

法做到的。在霸菱，有結構的基本面研究及「

由下而上」的選股流程是我們投資方式的核心

所在，利用廣泛而又多元化的投資機會，精選

出我們看好的投資理念。國際小型股指數有大

量成份股，這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是為了

降低風險而「必須持有」的，因此，我們可以

遵循我們的投資信念度，為客戶建構由最佳理

念組成的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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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股過往表現強勁

.

圖一：自2000年以來，小型股表現大幅優於大型股

資料來源：霸菱、彭博資訊、MSCI歐澳遠東指數對比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以美元計價)。
截至2019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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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自2002年以來，小型股每股盈餘成長超過大型股的年份比重 

資料來源：霸菱、Factset Fundamentals及MSCI。截至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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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而言，國際小型股指數通常表現優於大型股指數，自世紀之交

以來的19年內，小型股有14年表現較大型股佳(圖一)。

小型企業通常界定為市值在2.5億美元至60億美元之間的公司(小型股指數成份

股的市值目前是在1億美元至100億美元之間)，本質上，小型企業或許不具有大

型企業的規模優勢，但正是由於規模較小，此資產類別長遠而言具有內在增長

潛力及表現優勢。小型企業亦具有多項特質，可為強勁表現及通常較快的利潤

增長提供支持(圖二)。小型企業中不乏具有創業精神的創新企業，通常能夠靈活

應變，快速把握機會或者應對不利的市況。此資產類別亦包含專注於獨特業務

領域的企業，是單憑投資於大型企業無法直接接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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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報酬可能更為兩極化......

小型股投資的預期報酬通常優於大型股，但亦通常更為兩極化—上檔及下檔空間均是如此(圖三)。因此，

透過主動型選股，有望物色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同時避免投資於實力較弱的公司。而指數追蹤型策略

或被動型投資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但夏普值優於大型股

由於在過去19年，小型股相較大型股而言表現更為強勁，只是出現兩極化報酬機會大(統計上稱為厚尾

風險較大)，因此，在這段較長的期間，小型股指數的夏普比率(衡量每單位風險的報酬水平)優於大型股

指數(圖四)。事實上，從指數層面的研究顯示，自2000年以來，在全球所有其他主要地區，小型股的

夏普比率均較一般股市更具吸引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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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採取主動型的投資策略？

圖四：小型股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經風險調整後報酬 

資料來源：霸菱、彭博資訊、MSCI歐澳遠東指數相對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指數為總報酬，以美元計價。
波動度為一年期內的每日波動度。無風險利率為一個月洲際交易所集團(ICE)倫敦銀行同業拆款利率(Libor)。截至20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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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來源：eVestment Alliance。MSCI歐澳遠東指數、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MSCI新興市場指數、
MSCI世界(美國除外)指數、羅素2000指數、標普500指數的夏普值是用年化方式計算。截至2018年6月30日。

圖三：小型股的報酬通常較大型股更為兩極化 

資料來源：霸菱、MSCI。圖表顯示截至2018年底的10年期間，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及MSCI歐澳遠東大型股指數的報酬分佈。

X軸顯示報酬區間，Y軸顯示處於佔觀察值比重。報酬為年化總報酬，以美元計價。截至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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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股納入投資組合後，可改善風險調整後報酬

由於國際小型股的長期報酬及夏普值更佳，效率前緣分析顯示，在國際股票投資

組合中以較大比重投資於小型股是明智之選(圖五)。小型股的風險報酬特質具有

吸引力，但我們也應該留意到，小型股指數的波動度大於大型股指數。然而，指

數層面的觀察值未必全面反映真實波動狀況。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的成份股

數目較多，每檔成份股的平均比重較小，這通常會稀釋小型股高於大型股的個股

波動度。主動型管理的小型股投資組合通常持有50至150支成份股，因此，其波

動度很可能與指數存在明顯差異。

複製指數可能帶來問題

同樣，以上所談的小型股特質和旨在複製小型股指數的指數追蹤策略背道而馳(圖

六)。指數追蹤策略(如果其目標是相較指數有較低的追蹤誤差風險)須納入大量個

別持股，這將會增加成本，也可能加大流動性風險。如下所述，要複製大型股指

數，可投資於前100大成份股，這相當於指數總比重的大約一半。但將同樣的策

略運用到小型股指數，亦即是投資於前100大成份股，僅相當於指數總比重的五

分之一，而且追蹤誤差是大型股追蹤策略的兩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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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加入小型股可降低風險，並改善報酬 

資料來源：霸菱、MSCI。使用過去15年的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大型股數據(以美元計價)。
截至2019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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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小型股指數相較大型股指數更難以複製

資料來源：霸菱、MSCI。截至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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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比重並非全部

國際小型股資產類別包含有大量的指數成份

股，還有指數以外、但市值範圍及地域覆蓋

與指數相符的潛在投資機會。

由於此資產類別擁有廣泛的投資機會，加上其

成份股報酬波動度相對較高，因此，運用主動

型管理策略投資於國際小型股，有望獲得相較

許多其他相似資產類別更廣泛的提升超額報酬

機會。

此外，相較大型股指數，國際小型股通常有更

大比重可歸納為受全球整併影響較少的族群，

進一步印證了選股的重要性。

深入發掘，洞悉主要差異

在MSCI歐澳遠東指數系列，用主要產業分析，

工業股等產業佔小型股指數的比重或許看起來

較大，而醫療保健股所佔比重較小(圖七)。

然而，如果再深入仔細分析子產業，小型企業

與大型企業之間存在重大差異。與全球經濟長

遠增長及可持續發展趨勢相關的部份產業，在

小型股指數所佔比重遠高於大型股指數。

在資訊科技諮詢及服務子產業(屬於資訊科技

業)，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有49支成份

股，比重為2.22%；而大型股指數只有7支成

5

圖七：產業比重的主要差異並不能涵蓋所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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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霸菱、MSCI。圖表顯示MSCI歐澳遠東小型股指數與MSCI歐澳遠東大型股指數的主要產業分布。截至2019年3月6日。

份股，比重為0.47%。在生物科技子產業(屬於醫

療保健產業，乍眼看來大型股指數比重較大)，小

型股指數比重為1.67%，有33支成份股；而大型

股指數比重為0.64%，只有4支成份股。最後，在

可再生電力子產業(屬於公用事業業)，小型股指

數有8支成份股，總比重為0.15%；而大型股指數

有1支成份股，比重為0.02%。因此，專注於選股

的投資者可更深入一層，將可挖掘到具有吸引力

的投資機會。

誠然，許多工業股週期性較高，而工業股在小

型股指數所佔比重較大。例如，在建築及工程

子產業，小型股指數比重為2.97%，有83支成

份股；而大型股指數比重為0.96%，有13支成

份股。然而，在小型股子產業成份股包括具有

廣泛多元化增長機會及終端市場的公司，從專

注於特定地區及獨特業務的公司、到全球領先

的環境諮詢公司、再到領先的採礦設備及化工

廠設計公司，不一而足。與此相反，該子產業

在大型股指數的成份股通常是國際建築特許經

營企業集團。換而言之，小型股指數具有較大

廣度，即使是在乍眼看來似乎受全球經濟趨勢

影響較大的產業，投資者亦可以物色到廣泛的

選股及潛在增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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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小型股的賣方分析師覆蓋範圍小於大型股  

資料來源：彭博資訊、Factset、摩根大通。截至2019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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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分析師覆蓋範圍較小，帶來更多投資機會

除了可以在廣泛的選擇和波動度較高中獲取更多的選股機會，小型股的賣方分析師研究覆蓋範圍亦小

於其他資產類別。無論是在哪個地區，小型股的賣方分析師平均數目均遠低於大型股(圖八)。鑑於每

支股票的賣方分析師較少，以及要研究覆蓋的公司數目較多，小型股的賣方分析師平均要研究更多公

司。在此情況下，小型企業難免存在更大的資訊鴻溝。這可能導致小型股指數不同成份股之間的報酬

相關性低於大型股，而如上所述，小型股的報酬亦通常較為兩極化。

中小型股 大型股

從過去長遠的時間驗證，廣泛而又多元化的國際小型股表現優於大型股，可為投資者提供具有吸引力

的獨特增長機會。然而，此資產類別的研究覆蓋範圍仍然較小，分析師覆蓋範圍偏低，資訊取得又低

效率，我們認為這為主動型管理策略帶來增值創造了絕佳的條件。作為主動型管理人，我們可以利用

廣泛而又多元化的投資機會，從指數成份股或非成份股中精選出看好的小型股來作投資，這個策略不

僅被動型投資難以複製、亦成本高昂。事實上，我們的經驗顯示，採取專注於有結構的基本面研究，

以及專注於品質、增長及嚴格賣出紀律的「由下而上」選股流程策略，有助於洞悉評價具吸引力、有

長遠增長潛力、有望預期表現優於大盤的企業。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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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菱的股票投資方式旨在透過「由下而上」的選股流程，致力物色「以合理價格增長(GARP)」的個別

企業，從而達到強勁的經風險調整後預期報酬。我們高瞻遠矚地研究個別企業，進行明確的5年期盈餘

預測，目標是物色其預期報酬、價值創造及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特色正在增強，而其趨勢的改

善並未在評價中得到反映的公司。

我們的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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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Williams
小型股票團隊主管

「由下而上」的分析：我們進行詳盡的「以合理價格增長」(GARP)分析，並評估管理層及透明

度。持續運用專有及差異化的研究流程，進一步限縮可投資範圍，所有研究都集中儲存，可供

所有投資專業人士參考。

環境、社會及企公司治理(ESG)：我們將ESG分析完全納入了投資流程，一家公司的ESG評分會自

動影響到公司的整體評分及股價目標。我們專有架構評估每家公司的九項因素，從「典範」到「

惡化」進行滑動尺度評分。我們是較早採納ESG評分的投資者，將其納入投資流程已超過三年。

決定持股規模：國際小型股數目眾多，非常多元化，從中可發掘到超額報酬。在霸菱，我們建構

出由100支股票組成的投資組合(包括指數成份股和非成份股)，我們對其中所有股票都有相同的報

酬要求。對於一個有100支股票、持有規模大致相同的投資組合(經流動性調整)，每支股票的比重

約為1%，因此，我們致力從多檔不同股票取得超額報酬，且可複合成長的小額報酬。

風格一致性：由於我們採取專注於「以合理價格增長(GARP)」優質企業的投資方式，看好特許經

營業務成熟、管理層實力雄厚及資產負債表強勁的企業。我們認為這些企業品質更高。根據我們

的經驗，這些公司提供的盈餘、股價透明度及穩定性均有助於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度，令我們可更

準確地預測長遠盈餘增長。

賣出紀律：我們在指數成份股的市值範圍內進行投資，致力物色在9至12個月內具有40%上升空

間的公司。我們嚴格遵守賣出紀律，在原本的錯誤定價消失、預期的催化因素並未出現，或者我

們物色到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理念時，會獲利賣出現有持股。我們致力避免受到價格動能影響的公

司，而價格動能是量化基金所運用的標準工具。我們認為，倘若以價格動能作為工具，就涉及到

買入價格，而不是我們重點關注的價值創造，會為基金帶來更大風險。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發布日期：2019年4月16日 BAM2019044

請至BARINGS.COM發掘更多

霸菱是一家全球金融服務公司，資產管理規模高達3,030億美元*，致力滿足客戶持續演變的投資及資
金需求。透過主動的資產管理和直接發起，我們針對公開和私人資本市場差異化的機會，提供創新的解

決方案。作為美國萬通(MassMutual)的附屬公司，霸菱在北美、歐洲和亞太開展強大的全球業務。

【霸菱投顧 獨立經營管理】

霸菱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 號21 樓2112 室

一百零六金管投顧新字第零零貳號 0800 062 068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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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之資料僅供參考，此所提供之資料、建議或

預測乃基於或來自認為為可靠之消息來源。然而，本公司並不保證其準確及完整性。該等資料、建

議或預測將根據市場情況而隨時更改。本公司不保證其預測將可實現，並不對任何人因使用任何此

提供之資料、建議或預測所引起之損失而負責。本文之經濟走勢預測亦不代表相關基金績效，基金

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及

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