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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順全天候智慧組合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2017年第二季  焦點基金

當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
全天候智慧模組助你渡過
霧裡看花金融行情

透過ETF靈活配置

全天候監控機制
多元資產再升級

基金亮點

基金小檔案

基金經理人

基金淨值

基金規模

成立日期

風險等級

基金類型

何佳紋

累積型新台幣10.18元

月配型新台幣9.77元

新台幣12.07億元

2016年5月5日

 

RR3

累積型新台幣、月配型新台幣、
累積型美元、月配型美元
月配型人民幣

跨國投資組合型-平衡型

1.25%

基金股別

申購手續費

經理費

依申購金額，不高於3.0%

資料來源︰景順，截至2017年2月底

亮點二 ：透過ETF靈活配置

景順為Smart Beta ETF業界先驅與龍頭，本基金投資組合以交易所指數型基金
(ETF)組成，流動性無虞，交易成本較低，其中美國股債ETF投資比率超過70%，
具備美國概念外，在股票、債券與原物料三者之間進行動態調整，掌握已經成形的
市場投資趨勢。

隨著川普時代來臨，在股市走向仍充滿不確定性下，能結合模型紀律管理及川普政
策受惠概念的資產配置，才是投資王道。

亮點一 ：當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全天候智慧模組助你渡過霧裡
                 看花金融行情

預期
美國經濟好轉

強勢美元
抑制原物料價格
通膨不會發生

利率不動
債券可投資

原物料需求增加
原物料價格復甦

通膨發生
利率上揚

債券不可投資

? ?

■  截至2017年02月底，美國股債ETF投資比率超過70%
■  增持股票與原物料, 至2月底, 持有股票45.53%與原物料7.97%

■  債券投資比率下降，且存續期間持續縮短

資料來源：景順，截至2017年02月

資料來源：景順

 

 
 

主動創造報酬

主動管理風險

主動規避波動

主動追求收益

交易成本低

傳統型指數

傳統型指數

保有 強化

資訊更透明

日內即時交易

流動性高

α

β

SMART BETA

■  預期美國成長加速，有利於美國景氣循環類股

■  預期基礎建設增溫，有利於能源與原物料類股

美國優先

川普當選概念

優先配置標的：美國股債、價值概念

■  能源與原物料的供需狀況獲得改善，有利於價格穩定上揚

■  增加原物料布局以對沖通膨風險

通膨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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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小檔案

景順全天候智慧組合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2017年第二季  焦點基金

亮點三 ：全天候監控機制   多元資產再升級

景順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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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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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組成項目之相關資料請至景順投信公司網站 http://w-
ww.invesco.com.tw首頁之「配息組成專區」查詢。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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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文件內的觀點及預測將不時轉變，而不會另行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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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風險等級說明
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針對基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投資標的/產業，由低至高，區分為「RR1、RR2、RR3、RR4、RR5」五個風險報酬等級，此等級分類係基於
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Inv17-0135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7台北市松智路1號22樓   客服專線:0800-045-066    網址:www.invesco.com.tw

國家分佈(股票部分) %

美國

已開發國家
(EAFE)

新興市場

22.81

16.61

6.11

投資分佈 %
股票

債券

原物料

現金及其他

45.53

42.70

7.97

3.80

資料來源︰景順，截至2017年2月底

資料來源︰景順，截至2017年2月底

雙多元 _ 多元資產與多元策略

國內首檔以投資PowerShares ETF為主的基金，以Smart Beta ETF為核心，更結
合共同基金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REITs、原物料等多元資產，布局更全面多元。

更智慧 _ 智慧投組創造報酬

Smart Beta ETF則以擊敗大盤為目標，創造更高超額報酬，降低不必要的風險。

雙保護 _ 降低波動風險

外有安全帶把關：採全天候監控機制，一旦投組預期波動度超過目標波動度上限，隨
即調整資產配置，降低風險性資產。
內有安全氣囊保障：跟隨市場狀況靈活調整股債比重，保留現金伺機掌握上漲契機。

資料來源：景順，2017年3月31日。
＃年化配息率 = (配息金額/配息基準日之基金淨值) x 12 x100% 
註：報酬率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含息)，單位%
報酬率計算方式：Morningstar以基金的資產淨值計算基金報酬，並假設基金將收入及配息作再投資，以該段期間的基金資
產淨值變化除以開始時的資產淨值，得出報酬數據。Morningstar報酬已將基金收取的管理費、行政費及其他支出從基金資
產中自動扣除，除非指明為扣除支出後報酬，否則Morningstar所顯示的報酬不會計入基金所收取的銷售費或贖回費。

資料來源：晨星，景順投信整理，資料期間為2005年1月31日至2016年3月31日。假設每次定期定額投資金額一致，且扣
款日為每月最後一日。
全球高收益採用美銀美林全球高收益債券指數，景順：本策略投資範圍包含股、債、原物料等全球型的多元資產類別，一般
市場狀況下債券比重為60%,股票比重為40%,該策略之資產配置比重可因應市場變動而主動調整。
以上僅為歷史資料模擬投資組合之結果，不代表本投資組合之實際報酬率及未來績效保證，不同時間進行模擬操作，其結果
亦可能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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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Smart Beta績效穩定度高   

滾動式12個月定期定額成效 滾動式24個月定期定額成效 滾動式36個月定期定額成效

景順

全球高收益債券

平均值 最大下跌幅度 平均值 最大下跌幅度 平均值 最大下跌幅度

3.8%

3.7%

-8%

-27%

13%

13%

-5%

-30%

25%

29%

-1%

-28%

雙團隊 _ 聯手打造黃金陣容

*景順全方位解決方案團隊及景順全球資產配置團隊管理之資產總規模，統計至2015年9月30日
**景順全方位解決方案團隊2015年11月普獲得美國羅德島70億美元的大學儲蓄計畫，本計畫之宗旨為協助美國家庭達
成子女大學教育基金的人生目標。

■「景順全方位解決方案團隊」+「景順全球資產配置團隊」雙強聯手
■  管理資產規模>1兆台幣*
■  美國政府肯定**

月配型人民幣今年以來配息紀錄

配息基準日 配息基準日淨值（人民幣） 每單位配息金額（人民幣） 配息期間 年化配息率#單月�配息率 單月報酬率(含息)

2017/02/24 10.0000 0.0370 2017/02 0.37% 6.31% 1.58%
0.17%2017/03/31 9.9600 0.0370 2017/03 0.37% 6.26%

2017/01/26 9.8800 0.0350 2017/01 0.35% 6.26% -1.20%

2017/02/24
2017/03/31

2017/01/26
2017/02
2017/03

2017/01

月配型新台幣今年以來配息紀錄

配息基準日 配息基準日淨值（新台幣） 每單位配息金額（新台幣） 配息期間 年化配息率#單月�配息率 單月報酬率(含息)

9.7700 0.0470 0.48% 6.31% 0.49%
9.6800 0.0470 0.49% 6.26% -0.44%

9.7700 0.0470 0.48% 6.26% 0.52%

2017/02/24
2017/03/31

2017/01/26
2017/02
2017/03

2017/01

月配型美元今年以來配息紀錄

配息基準日 配息基準日淨值（美元） 每單位配息金額（美元） 配息期間 年化配息率#單月�配息率 單月報酬率(含息)

9.9800 0.0470 0.47% 1.19%
9.9300 0.0470 0.47% 5.68% -0.03%

9.9100 0.0470 0.47% 5.69%
5.69%

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