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親愛的客戶早安！以下是 2018 年 11月 22 日(星期四)康和投顧財經訊息，祝您擁有美好的一天 ~ 

一、重點新聞 

 本日消息

公布 

： ① 07:30 日本 10月 CPI 

② 15:45 法國 11月 INSEE製造業信心指數 

③ 全天 北美金融市場因感恩節而休市 

④ 22:00 義大利財長 Tria 出席國會上議院會議 

⑤ 23:00 歐元區 11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 

 

 消息前瞻 ： ①媒體：美聯準會可能最早在 2019 年春季暫停升息。 

②iPhone 需求不佳，富士康計劃大幅削減 29 億美元成本。 

③史無前例！歐盟駁回義大利預算案，邁出制裁第一步。 

④媒體：沙特 11 月初原油產量升至曆史新高。 

⑤23:00 歐元區 11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 

 

二、歐美股市 

 美股 ： 感恩節前夕，美股四大指數大多走高！S&P 500 指數中，11 個板塊中 7 個板塊揚升，能源股、

資訊科技股與非必需消費品領漲，台股 ADR 全面上揚，然而綜觀歷年，美股卻創下 7 年來最

差的感恩節前夕表現。 

 歐股 ： 義大利副總理 Salvini 可能準備重新檢討 2019 年的政府預算，為股市帶來利多。泛歐 Stoxx 

600 指數上漲 4.01 點或 1.14% 至 355.07 點，各類股全面上漲。歐洲銀行股上漲近 2%，為

表現最佳類股之一。 

 盤勢摘要 ： 根據道瓊市場數據顯示，自 2012 年以來，S&P 500 指數在感恩節當週的星期三至星期五都有

所上漲，美股週四 (22 日) 因感恩節假期休市，週五 (23 日) 將會提早收盤。 

 

三、亞洲股市 

 台股 ： 台股終場加權指數下跌 0.03%，收在 9.741.52 點。 

 日股 ： 日經 225 指數下跌 0.35%，收在 21,507.54 點。 

 大中華 ： 香港恆生指數下跌 0.51%，以 25.971.47 作收。 

 

    

四、債券市場 

 美債 ： 美國 2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漲 2 個基點至 2.814%；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漲 1 個基點至 3.061%。 

 歐債 ： 德國 10 年期公債收益率 0.37％。 

 盤勢摘要 ： 美國公債價格回吐，因歐美股市反彈。感恩節慶臨近，假期前成交較冷清。美國債市將於週四休

市；週五亦會提早休市。美國財政部標售 110億美元 10年期通膨保值債券(TIPS)，得標利率為



1.109%，為 2011 年 1月以來最高。 

 

五、商品市場 

 原油 ： 週三 (21 日) 油價上漲，即使美國能源情報署 EIA 報告截至 11 月 16 日當週原油庫存增加 

490 萬桶，高於分析師預計的增加 190 萬桶，油價也在週三延續漲勢。 

 貴金屬 ： 黃金期貨週三上漲，並創二週收盤高點，美元轉弱，提供了黃金市場支撑。 

    

六、匯率 

 美元指數 ： 美元指數下降 0.2% 至 96.694。前一日美元上漲、美股大跌，但週三股市和一些對風險較敏感

的貨幣均收回一些價值。 

 台幣 ： 新台幣兌美元匯率以帄盤 30.908 元作收。 

    

七、基金訊息   

 
 2018/11/22 經濟日報 

川普放話 與中談不攏就加稅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20 日發布更新版「301調查報告」，貿易代表賴海哲表示，更新版本顯示中方並沒有從根

本上改變其不公帄、不合理且扭曲市場的措施。(詳全文) 

 

八、基金淨值及月報資料 

凱敏雅克基金 淨值日 基金淨值 單日% 年初迄今% 

凱敏雅克精選多元配置基金 E收益類股(美元)(避險) 2018/11/20 84.710 -0.34 -9.38 

凱敏雅克精選多元配置基金 E累積類股(美元)(避險) 2018/11/20 103.710 -0.33 -9.34 

凱敏雅克精選多元配置基金 E累積類股（歐元） 2018/11/20 90.280 -0.34 -11.34 

     
KBI 基金 淨值日 基金淨值 單日% 年初迄今% 

KBI全球水資源基金(歐元) 2018/11/21 1181.435 -0.34 -9.14 

KBI全球水資源基金(美元) 2018/11/21 10.966 -0.60 -14.03 

KBI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歐元) 2018/11/21 262.996 -0.73 -3.32 

KBI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 C股(美元) 2018/11/21 8.695 -0.99 -8.85 

     
GAM基金 淨值日 基金淨值 單日% 年初迄今% 

GAM醫療創新基金美元 E類股 2018/11/20 319.830 -0.61 -3.71 

GAM多元化收入債券基金(歐元) 2018/11/20 153.750 -0.40 -6.31 

GAM多元化收入債券基金(美元) 2018/11/20 119.420 -0.38 -4.00 

GAM多元化收入債券基金-美元月配 2018/11/20 82.360 -0.37 -3.99 

GAM絕對報債券基金酬美元 E類股 2018/11/20 117.820 0.10 -2.93 

GAM絕對報酬債券基金美元 Tm類股 2018/11/20 88.090 0.10 -2.77 

GAM精品基金(歐元) 2018/11/20 184.630 -1.62 -5.74 

GAM精品基金(美元) 2018/11/20 240.630 -1.26 -0.70 
 

 

凱敏雅克基金月報   

凱敏雅克精選多元配置基金 E收益-美元(避險)   

凱敏雅克精選多元配置基金 E累積類股-美元(避險) 凱敏雅克精選多元配置基金 E累積類股-歐元 

KBI基金月報 
 

KBI全球水資源基金-美元 KBI全球水資源基金-歐元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3494533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1595846410.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159588221.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1595818813.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90519.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852235.pdf


KBI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美元 KBI替代能源解決方案基金-歐元 

GAM基金月報   

GAM醫療創新基金-美元 

 
GAM絕對報酬債券基金-美元 GAM絕對報酬債券基金-美元月配 

GAM多元化收入債券基金-美元 GAM多元化收入債券基金-歐元 

GAM多元化收入債券基金-美元月配息    

GAM精品基金-美元 GAM精品基金-歐元 

  
 

【康和投顧獨立經營管理】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基金之
績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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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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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
基金公開說明書，且可至本公司網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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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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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基金由本金支付配息之配息組成項目表已揭露於本公司網站。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
波動。本基金投資涉及新興市場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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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基金投資於外幣計算之證券，以台幣為基礎之投資人便承受匯率風險，投資人應注意投資必
有因利率及匯率變動、市場走向、經濟及政治因素而產生之投資風險。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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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高收益債券基金可能會因利率上漲、市場流動性下跌，
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高收益債券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適合尋求投資固
定收益之潛在收益且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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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 絕對報酬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已專案申請豁免衍生性商品之操
作限制。GAM 絕對報酬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法定風險值最高可達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20%，可能造成基金淨值高度波動及衍生其他風險。康和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106)金管投顧新字第
010號，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76 號 9樓，客服專線:0800-086-081。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843780.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833453.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623535.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636483.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646249.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71645.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73908.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730662.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87182.pdf
https://funds.concords.com.tw/upload2/fund/201882415816464.pdf
http://funds.concords.com.tw/
http://www.tdc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