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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
投資目標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在歐洲各國（但
不包括英國）的小型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詳情請參閱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

基金基本資料基金基本資料

基金經理 基金經理 
Erik Esselink, 亞特蘭大 , 2008 年 7 月 起管理本基金
Oliver Collin, 英國亨利 , 2015 年 12 月起管理本基金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1993/01/13
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 愛爾蘭單位信託基金，UCITS 地位
類股計價幣別 類股計價幣別 美元
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A 年配息股美元                                          199.03  美元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12.22  美元

近12個月高點 近12個月高點 
A 年配息股美元                  209.10  美元   2015/08/06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13.06  美元   2015/08/06

近12個月低點 近12個月低點 
A 年配息股美元                  172.61  美元    2016/02/11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10.33  美元    2016/02/11
基金規模 基金規模 美元  520.87   百萬
經理費 經理費 2.00%
指數 指數 Euromoney Smaller Europe ex UK Index-PR

其他資訊其他資訊
彭博代碼 彭博代碼 
A 年配息股美元 INVEUDA ID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INVCEAU ID
ISIN 代碼 ISIN 代碼 
A 年配息股美元 IE0003708116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IE00BQ70TL81
晨星星號評等™晨星星號評等™  ★★
晨星 (Morningstar) 星號評等：
該評等依據三大核心原則：1. 同類型基金比較 2. 對基金長期表
現的評定 3. 將基金成本和投資人風險厭惡納入考量，並根據基金
Morningstar 調整風險後收益 (MRAR) 排名而得出。根據 MRAR
的結果，基金於所屬組別內得分愈高、其所獲的星號評等也愈高。

資訊公告資訊公告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景順投信網站 www.invesco.com.tw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第十七屆傑出基金「金鑽獎」－已開發歐洲股票基金五年期
．2014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晨星技術指導)－歐洲股票型
．2014理柏台灣基金獎－歐洲中小型股票五年期
．2015理柏台灣基金獎－歐洲中小型股票三年期

獎項資料來源︰ Lipper、Smart 智富、台北金融研究
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至各頒獎年度前一年年底

經理人季報告經理人季報告
歐洲小型及中型股在本季表現波動。歐元區國內生產毛額良好，加上歐洲央行決定擴大量化寬鬆計劃以
涵蓋企業債券，帶動區內股市上揚。然而，股價在當地脫歐公投的準備階段及公布結果後走低，公投結
果顯示大多數英國選民決定脫離歐盟。小型股收復英國決定脫歐後的部分跌幅，但表現仍較上季為差。
歐洲央行及英國央行迅速承諾為市場提供流動資金，有助解除投資者疑慮並重拾投資信心。宏觀經濟方
面，歐元區經濟在面對外部衝擊時仍相當強勁。此外，區內失業率持續回跌，由去年底的 10.5% 下跌至
2016 年 6 月的 10.1%；M3 貨幣供應（市面流通的貨幣總額）維持穩健的成長水準。我們投資於在長期
基本面穩健，以及資本回報可觀的公司。我們持續看好受惠於當地歐洲經濟復甦和歐洲消費者的行業。
截至季末，非消費必需品業成為基金相對於指標最偏重的行業，而最偏低的行業為資訊科技業。 

Invesco Continental European Small CapInvesco Continental European Small Cap
Equity FundEquity Fund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A年配息股美元

年度績效*年度績效*
% 20152015 20142014 20132013 20122012 20112011
A年配息股美元 8.36 -9.33 50.24 38.09 -25.74
A(美元對沖)股美元 20.38 - - - -
© 2016 版權為 Morningstar Inc. 所有。本報告所包含的資料 : (1) 屬於 Morningstar 及其資料來源提供商的專利 ; (2) 不可複製或散佈及 (3) 不
擔保本報告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或及時效性。Morningstar 及其資料來源提供商不會就使用本報告而引起的任何賠償或損失承擔責任。資產
配置相關數據是 Morningstar 參考景順 (Invesco) 所提供的基金之所有持股資料作計算。Morningstar 所授權之工具和內容是由交互式數據管
理解決方案發展而成。 * 基金績效來源：Morningstar，截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原幣計算，單位 %。

注意事項與警語注意事項與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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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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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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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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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開說明書。本文所提僅為舉例，絕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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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開說明書。本文所提僅為舉例，絕
無個股 / 債券推薦之意，也不代表基金日後之必然持股 / 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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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個股 / 債券推薦之意，也不代表基金日後之必然持股 / 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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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前十大投資% 大投資% (總持量: 59)
持有投資 產業 國家別持有投資 產業 國家別 比重 比重
Outokumpu Oyj 原物料 芬蘭 3.6
Hibernia REIT 金融 愛爾蘭 3.5
Van Lanschot 金融 荷蘭 3.1
Telenet NV 非消費必需品 比利時 3.0
LISI 工業 法國 3.0
Irish Residential Properties REIT 金融 愛爾蘭 2.8
Eurazeo 金融 法國 2.8
Banca Mediolanum 金融 義大利 2.7
Ferrari 非消費必需品 義大利 2.7
Edenred 工業 法國 2.7

投資地區 投資地區 %

法國 34.3
荷蘭 13.0
愛爾蘭 12.9
義大利 10.9
德國 6.2
芬蘭 4.3
葡萄牙 3.4
丹麥 3.3
其他 11.9
現金 -0.3

產業分佈 產業分佈 %

金融 25.7
工業 21.1
非消費必需品 20.5
健康護理 9.5
消費必需品 8.5
資訊科技 5.5
原物料 5.5
通訊服務 2.0
其他 2.0
現金 -0.3

*

07/13 07/14 07/15 07/16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累積績效*累積績效*
%   1 年 2 年 3 年1 年 2 年 3 年
A年配息股美元 -3.62  -5.25  16.85
A(美元對沖)股美元 -4.6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