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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熊市—投資小型股的四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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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來小型股表現最差的季度之一
羅素 2000 指數中的公司
第四季報酬率為負值的佔比

2018 年末三個月的市場修正幅度有多大？從下跌 20.2%的小型股指數表現便可
見一斑。這波下跌的深度、廣度和速度都甚為顯著，幾乎都創下了歷史紀錄。在
羅素 2000 指數當中，89%的公司第四季報酬率為負值－而在令人心有餘悸的
2008 年第四季股市大跌時，「只有」87%的公司呈現負報酬率。
2018 年最後一季的跌幅不只創下小型股指數 40 年歷史以來的最大跌幅之一（在
超過 160 個季度的歷史當中，只有 6 個季度的績效更差），下跌範圍的廣度也
名列前茅。歷史上只有三個季度（1987 年第四季、1990 年第三季和 2011 年第
三季）的下跌範圍超過 89%。

89%

資料來源：銳思投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過去
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

2018 年第四季的市場波動率也大幅上漲。羅素 2000 指數在 54%的交易日當中
出現了盤中漲跌幅度超過 1%的情形，而在今年前三季當中，只有 22%的交易日
出現同樣劇烈的盤中震盪幅度。當然，美國小型股不是唯一表現不佳的資產類
別，全球股票不論市值大小，都經歷了一個震盪且看空的第四季。

2018：大相逕庭的兩個市場
羅素 2000 指數

過去四個月的動盪使得 2018 年可說是讓人感到精神分裂的一年。羅素 2000 指
數的全年報酬率為負 11.0%，這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市場所組成的結果。2018
年的前八個月呈現多頭市場，股價大致呈現穩定上升的局面。但是羅素 2000 指
數於 8 月 31 日創下歷史新高之後（年初迄今報酬率為 14.3%），小型股開始回
吐全年的漲幅，不過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為止，小型股仍上漲 1.0%。

14.30%

-22.10%

2018/1/1-8/31

2018/8/31-12/31

資料來源：銳思投資。過去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

今年的跌幅大致上集中在 12 月，羅素 2000 指數在該月下跌了 11.9%。截至年
底為止，羅素 2000 指數涵蓋的 11 個類股在 2018 年第四季呈現全面下跌，其中
10 個類股的年度報酬率為負值（只有公用事業類股創造了正報酬）。以商品為
基礎的景氣循環類股，如能源和原物料類股在 2018 年第四季和全年的跌幅最為
慘重，而醫療保健和工業類股在第四季也蒙受了大幅虧損。本季度共有 10 個類
股出現了兩位數的跌幅，而能源、金融、工業、原物料和房地產等 5 個類股的全
年跌幅則達到了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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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深感困惑的重挫…
市場出現不同面貌

2018 年的全面下跌不僅止於美國市場，絕大部分的國際市場也呈現同步下挫。
全球股市自 2008-09 和 2011 年以來，還沒有看過像是 2018 年這樣的情況。但
是在前述的幾次市場崩盤當中，都存在明顯的催化因素。在第一個例子當中，全
球進入了經濟衰退，並受到了金融危機帶來的衝擊。在 2011 年，對經濟衰退的
擔憂像病毒一般揮之不去，且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後續效應影響。先前的幾波小型
股下跌，包括 2001-02 年和 1998 年的兩次在內，也都伴隨著經濟衰退或國際金
融危機。

7.80%

-11.00%

羅素2000指數
2018報酬率

年營收成長率

資料來源：銳思投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過去
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

今日，雖然經濟衰退的風險確實存在，但至年底為止也只是可能發生的風險而
已。所以我們認為值得強調的是，歷史上幾乎每次小型股出現超過 20%以上的
跌幅都伴隨著經濟衰退、獲利衰退或金融危機，而這些情況在 2018 年卻都沒有
出現。
事實上，大部分的經濟指標即使從先前的高點有所下滑，但仍然表現穩健正面。
房市和車市都出現了一些成長放緩的跡象，近來消費者信心也略顯下滑。部分區
域性的聯準會展望調查也顯示了成長放緩的跡象，不過還未到經濟衰退的程度。
同樣重要的是營業收入年增率和 2018 小型股報酬率之間的關聯性出現了脫鉤，
顯示此重要的基本面優勢始終存在，但在市場下跌時期卻遭到了忽視。

…展現熟悉的模式
2018 年第四季跌幅：

不過從大多數的層面來看，這次的下跌有一種雖然令人不悅但卻熟悉的感覺：
舉例而言，小型股的跌幅大於大型股，此情況與許多空頭市場時期一致，亦即
小型股會比大型股先進入空頭市場（跌幅超過 20%以上）。
在小型股當中，我們也看到了價值股表現優於成長股，配息股的跌幅小於非配
息股，有獲利的公司表現優於無獲利的公司，以及防禦性類股到目前為止表現
優於景氣循環類股的情形。這些現象大致也與過往歷史一致。

-18.70%

小型股的報酬率走勢符合歷史模式的事實讓人感到安心（雖然在短期內令人相
當痛苦），但其也提振了我們對市場後續發展預期的信心。

-19.10%
-21.70%
-25.60%

羅素
羅素
2000
2000
價值指數成長指數

有獲利 沒獲利

經濟衰退還是風險重設？
在 2018 年底，市場似乎反映了經濟衰退的嚴峻情境，不論是國內經濟造成的衰
退，還是美國史上首度出現由於中國、歐洲和日本經濟成長放緩所導致的衰退。
雖然 2019 年出現經濟衰退或嚴重經濟放緩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是我們想要強
調的是最近市場的這波拉回似乎是源自於對經濟數據的宿命論詮釋。
不論經濟衰退是源自於國內或國外因素，我們對發生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存疑，是
因為我們看到的市場震盪幅度和經濟數據的表現完全不相符。雖然中國、歐洲和
日本等經濟體的成長確實明顯放緩，但是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進入經濟衰退的
請參閱末頁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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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同樣的，對於此波下跌是因為市場擔心殖利率曲線反轉所導致的說法，我們認為
雖然殖利率曲線反轉就過往歷史而言確實是經濟衰退的訊號（但非原因），但是
2 年期和 10 年期殖利率曲線尚未出現反轉。而過往當殖利率曲線出現反轉時，
最晚要等到 20 個月之後才會看到經濟收縮的現象。
身為由下而上選股的小型股經理人，我們較為仰賴自己實際走訪探查所獲得的持
股公司資訊，而非仰賴總經數據與趨勢。在此前提之下，我們認為經濟與獲利成
長在 2019 年可能會放緩，但是並未到達衰退的地步。我們從公司管理高層所聽
到的消息，加上我們所做的產業分析和 ISM 數據都顯示出審慎樂觀的展望，而
無須做出恐慌或拋售的反應。

現在看好小型股的四個理由
是時候佈局小型股了嗎？
羅素 2000 指數年化報酬率（成立迄今）
10.70%

1、2018 年是羅素 2000 指數史上第 12 個下跌的曆年。在過去的 11 個下跌年度
當中，有 10 年的次年報酬率為正值，平均單年報酬率為 21.1%（唯一的例外為
2007-08 年）。
羅素 2000 指數的下跌是否代表著買進的訊號？
羅素 2000 指數年度績效(%)

下跌年度之次年績效(%)

4.40%

平均值 21.1

最新數據

月平均滾動報酬率

資料來源：銳思投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過去
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

資料來源：銳思投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過去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

2、從市場循環的角度來看目前的空頭時期也顯示了類似的結果。去年是小型股
是場第 11 次從先前的高點下跌超過 20%的期間。在過去 10 段期間當中的 9 段
期間當中，從指數自高點下跌達 20% 的第一個交易日起計算的後續平均一年報
酬率為 19.4%（唯一的例外同樣是 2008-09 年）。這些歷史數據顯示小型股在
2019 年很可能會有穩健的表現。
3、羅素 2000 指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五年平均年總報酬率為 4.4%。在
過去數個季度的報酬率高於平均值之後，目前五年平均年總報酬率的數字已顯著
低於小型股五年滾動月均報酬率的 10.7%。此轉變讓我們更為相信小型股投資
人（尤其是主動式小型股投資人）－在未來五年的表現可望優於過去五年，這是
數年來首見的現象。
４、小型股的股價現在顯得更為合理。由於小型股股價的下跌，加上獲利上升的
相互作用之下，羅素 2000 指數的估值以我們偏好的 EV/EBIT（企業價值/稅息前
盈餘）指標（中位數，不含獲利為負的數值）來計算，已從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的 19.5 倍降低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16.4 倍。
我們認為，小型股的報酬率要比基本面在今年稍早所可支撐的水準要來得高，當
時雖然許多企業擁有龐大的負債與或沒有盈餘，但羅素 2000 指數仍創下歷史新
高。在 2018 年第四季時，市場似乎以特別劇烈的形式做了過度修正，以至於基
本面（例如不斷增長的營業收入）在許多情況下比估值所反映的水準更為強健。
請參閱末頁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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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式經理人的機會—運用現金進行操作
雖然空頭市場帶來了比原本應有更多的挑戰，但是身為主動式經理人，我們很
慶幸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當中具備因應下跌市場的豐富投資經驗。我們認為擁有
對於先前市場修正動態的相關深度知識至為關鍵。
自 52 週的前波高點下跌
1
-37.20%

我們所有的策略都致力於在市場修正期間掌握在各個類股和產業當中具吸引力
的長期買進機會，包括能源服務、RV 零組件、基礎建設、雷射光電、卡車運
輸、銀行、門診醫療設施和半導體資本設備等產業。羅素 2000 成分股從先前
52 週高點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平均股價已經下跌了 37.2%，這波修正
所創造的誘人股價水準可見一斑。
我們持續加碼買進那些我們最為了解，且對其有效因應逆境能力最有信心的公
司。

羅素2000成分股平均股價下跌

在我們邁入 2019 年之際，我們對投資組合當中的持股具有信心，因其普遍擁有
穩健的現金流量、適度的股價水準、有效的經營管理和令人振奮的前景。這些
公司看來最有可能安然度過眼前更為波動也更具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

請參閱末頁的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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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為一家具市場領導地位的全球投資公司，致力於透過長期主動管理式投資策
略，幫助客戶達成其財務目標。
• 全 球 投 資 資 產 超 過 • 旗下擁有多元的專精領 • 在 發掘 投 資 機 會 和為 客
7420 億 美 元 ， 投 入 各
域投資經理人，各自擁
戶 提供 精 明 投 資 解決 方
種股票、固定收益、另
有獨立的研究與分析方
案 方面 擁 有 超 過 一個 世
類投資和現金策略。
法。
紀的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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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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