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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投資
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     
守護您的財富與幸福

施羅德多元資產團隊成立超過 60 年，擅長多元資產配
置與風險管理，堅持報酬與風險並重的管理原則。傳
統資產配置之外，也強調個別風險因子分析，強化投
資組合的整體風險管理，以追求報酬與波動風險的平
衡管理。目前施羅德多元資產團隊已與全球各大退休
金管理機構合作，提供多元化的投資策略以符合客戶
的需求，例如：

1. 目標日期  (Target date)

2. 目標風險  (Target volatility)

3. 目標報酬 ** (Target return)

4. 抗通膨策略 (LIBOR plus /Inflation plus)

在台灣，施羅德亞洲多元資產團隊與國內壽險公司合
作，擔任全權委託管理帳戶之顧問，善用上述投資策
略，針對客戶個別需求，提供帳戶管理服務。

多元資產的領導者1 ＊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3

施羅德投資於退休金相關之資產管理擁有豐富的經
驗，協助退休金計劃管理者、受託人與贊助者有效管
理退休金。更有專職的保險團隊與 GSS 團隊 (Global 

Strategic Solution team) 分別對保險公司與退休基金

機構提供資產負債管理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服務。透過創新的投資管理，以及完整且多元的投資
能力，提供高規格的資產管理服務。

全球退休金管理專家2

2013晨星（英國）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大獎
Best Multi-Asset Fund House

2013晨星（盧森堡）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大獎
Best Multi-Asset Fund House

2013晨星（德國）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大獎
Best Multi-Asset Fund House

2013晨星（瑞士）年度最佳多元資產管理公司大獎
Best Multi-Asset Fund House

資料來源：2013/07，Morningstar，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發前一年度年底，以
上資料為 2013年所獲獎項。基金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在一完
整投資循環中，透過多元資產布局，追求平均年化報酬率達到某一特定水準。
惟不保證保本或保證獲利。



我們致力於設
計、執行符合
投資者需求的
投資解決方案。

金融危機的啟示是──要做到真正的分散風險投資，必須瞭解並管理所有的風險
與影響報酬的變因。投資人愈來愈覺得有必要瞭解更詳細的資訊，簡單的產品列
表已經不敷使用。多元資產投資與結果導向的投資組合解決方案，是協助投資人
達成期待結果的強而有力的工具。

施羅德投資的多元資產投資經驗超過 60年。為符合投資者需求，我們一直以來都
致力於設計、執行並管理各種結果導向的投資解決方案。相關的結果導向的投資
解決方案包含了保持財富、控管風險的成長、收益、抗通膨與降低風險等種種需
要。針對客戶的資產與負債，充分瞭解並管理如何締造報酬與降低風險，就能穩
健地實現上述的豐碩成果。我們找出足以提供良好報酬的機會，避開冒報酬太低
的風險，或建立充份的避險部位。風險溢酬則是串連起締造報酬與降低風險等兩
個層面的有效指標。

我們的投資方法簡單且透明，確保投資人都能瞭解我們承擔（或降低）風險的方
法、來源與理由，以及如何據此達成目標。這也是具有彈性的方法，能配合投資
人的需求，並充份瞭解市場賦予風險的報酬高低會隨時間變化起伏。

這本手冊介紹了施羅德的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MAPS），包括我們提供
客戶的各項專業服務。謹代表投資專業人員組成的專屬團隊，獻上誠心的祝福；
我們期待在人生旅途上與您共行，協助您達成目標。

Nico Marais
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團隊主管

電子信箱：nicolaas.marais@schroders.com
電話：+44 20 7658 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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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我們重視結果
多元資產投資的概念在不同投資人的眼中，時常代表不同意
義，人們會聯想到傳統的平衡型（60/40）投資組合、多重
經理人策略、戰術型資產配置，或由以上方式的任意組合運
用。對於施羅德投資，多元資產是採取結果導向的投資方法，
以符合特定投資人的需求。因此，注重財富延續與資本保障
的投資人，要求經理人具備管理投資組合下檔風險的技巧與
經驗。尋求資產成長的投資人，則期待自己會因承擔風險而
獲得回報，亦即得以享有持續且重複的風險調整後報酬。投
資人若是追求收益，想要的則是足以充分分散投資、產生實
質收益率的資產組合。

為確保客戶的需求獲得持續重視，我們所設定的公司業務自
當與客戶的投資目標一致，也就是：保持財富、控管風險的
成長、收益、抗通膨與降低風險。

多元資產投資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團隊

520億
英鎊的資產

管理

100位
超過

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隊

客戶結構

69%
機構法人

18%
中介機構

13%
委外顧問

據點遍布
倫敦、紐約、蘇黎世、
香港、新加坡與雪梨

資料來源：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

符合投資人需求的結果導向投資

保持財富
保守的總報酬策略，以抵禦風險為基礎來建構投資組合

–  風險平衡配置
頁次

05–  降低波動

–  多元分散 beta布局

控管風險的成長
透過分散投資與動態調整資產配置，達成波動度較低但近
似股票的報酬率

–  「成長」引擎
頁次

07–  傳統與另類資產

–  alpha加上 beta部位

收益
透過全球與區域的解決方案，目標是獲得多元化的穩定收
益來源

–  透過多元分散布局產生收益
頁次

11–  風險管理

–  直接投資於股票與債券

抗通膨
以防範通膨與通膨帶來的衝擊為目標

–  當地的實質報酬策略 頁次

13–  通膨避險策略

降低風險
控制客戶投資組合中資產或負債的整體風險

–  負債導向投資
頁次

15–  潛在的資本保障

–  波動度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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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類別，就像
原油一樣：固
然是為人熟悉
且方便交易的
資產，但唯有
從原油提煉出
其組成要素（如
汽油與丙烯），
才能真正發揮
用處。

我們相信
為了獲得超額報酬與降低風險，我們的投資方法是根據以下 5項市場如何運作的
關鍵假設：

–  長期報酬率受到如景氣趨緩或利率走升等系統性風險主導。

–  辨識投資組合面對的系統性風險，是瞭解投資組合是否足夠分散與多元的關鍵。

–  投資研究的功能，在於評估風險是否獲得充分的報償。

–  我們不相信短線的擇時交易（market timing），因為估值可能隨著時間流逝而         
    大幅變動，因此必須採取主動投資方法。

–  分散多元的投資也有其限度──有時會忽略估值，且無法防範系統性衝擊。

我們的投資方式
多元資產投資常被當做只是單純地投資不同資產，但我們的作法不僅是根據資產
類別來配置，同時還考慮了主導風險與報酬來源的各種基本面驅動因子，也就是
「風險溢酬」。資產類別僅是風險溢酬的替代品，就像是投資人投資期間承擔了
系統性風險部位，所能獲得的一籃子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特定的資產類別可能可以運用單一、主要的風險溢酬予以反映；
例如，抗通膨債券承受的就是所謂的利率風險。其他情況下，多種風險溢酬的組
合主導了整體報酬率，例如全球股票即暴露於許多類的風險，像是景氣風險與通
膨風險等。

我們的投資哲學與投資流程由實際應用相關風險溢酬開始著手，包含了預期績效，
以及相關績效會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化。尤其是價格一旦偏離了公平市價，來自相
關風險溢酬的報酬率會在短至中期內大幅變化。這正是主動管理從中提升價值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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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8個專屬的風險溢酬研究團隊，分別負責檢視、追蹤一組風
險溢酬，確保我們的研究結構與投資哲學彼此相符。超過 40
位來自投資組合管理的經理人、量化研究人員、總經與策略
的投資專家參與了跨領域的研究流程。為達成持續評估每項
風險溢酬的吸引力的目標，研究團隊透過估值、動能與經濟
循環的衡量指標的共同研究架構，進行質化與量化並進的投
資方法。每個月，8個風險溢酬研究團隊開會討論策略與戰
術資產配置，形塑投資組合的基礎。我們將與客戶分享這些
看法。

您是否都在值得
投資的領域承擔
風險？
所有投資都始於同一個目標：獲得高於現金的
報酬以彌補投資所承擔的風險。額外的風險可
能是非系統性（證券專屬） 或系統性（市場相
關），或這可能是結構或行為因素的結果。辨
識投資組合所擔負的不同曝險，是瞭解投資組
合是否足夠分散的關鍵。非系統性風險可因分
散投資而消除，所以投資人不應期待相關曝險
獲得補償。

投資研究的功能之一，是瞭解相關風險在短、
中、長期是否提供適當報償。以風格型投資為
例，價值投資法伴隨的風險溢酬（買進相對基
本面特質低價的股票，這些特質包括股利、銷
售、面值、獲利或現金流量等），但成長型投
資則無此類的系統性長期溢酬 （買進成長速度
快過整體市場的股票）。即便與價值投資相關
的風險溢酬，亦會隨時間變化。

風險溢酬研究架構

8 個風險溢酬研究團隊

共同研究架構

股票

通膨

期間

波動度

信用

貨幣

大宗商品

策略

估值 動能 經濟循環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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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財富
要達成保持財富的投資目標，則必須建立一
個即使經歷不同景氣與經濟循環都能持續提
供較穩定報酬率的投資組合。遺憾的是，傳
統的 60/40平衡式投資，並非是真正的平衡
投資組合，而且報酬率也不夠穩定，將近 9
成的風險來自股票。因此，為能充分享受分
散投資的好處，我們著重於風險配置，而非
資本配置。

我們的旗艦型保持財富策略：Strategic Beta
投資組合，是屬於較佳的分散投資策略，可
以彌補簡易型的風險平價（risk parity）多元
投資的缺點——無視於估值高低，且易受系
統性衝擊的影響。
5



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施羅德的起點
風險平價

明智的分散多元投資，反映我們的中期觀點
Strategic Beta

建立風險平衡的
投資組合
傳統的風險平價方法是好的起點，但卻不是好的終點，因為
這類方法忽視了驅動績效的基本因子。我們的旗艦型保持財
富策略：Strategic Beta，投資大範圍的風險溢酬資產，利用
主動積極管理，並以風險考量出發的投資組合建構流程，目
標是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下都能實現穩定績效。

我們受惠於均衡布局在大範圍的風險溢酬資產中，這些風險
溢酬資產可分組歸納為 4大群組：經濟成長、通膨、存續期
間（或資金流向高品質資產），以及行為偏向（利用民眾的
投資行為偏向來獲利的策略）。

典型的風險平價投資組合，是平均配置於所有的風險溢酬類
型。這樣的方法提供某種程度的分散投資，但忽視了估值高
低的差別，易受系統性衝擊的影響。Strategic Beta突破了傳
統作法，投資組合偏重布局具有價格吸引力的風險溢酬資產，
減碼不具價格吸引力的風險溢酬資產，藉此提昇價值。除了
主要的主動式資產配置決策，在市場下跌期間，我們額外採
用防護措施保護投資組合。我們重視風險管理，並藉由波動
度風險溢酬團隊的專業與研究努力，來強化我們管理下檔風
險的能力。

Strategic Beta投資於全球固定收益、全球股票、匯率、大宗
商品與波動度金融工具。依據客戶個別設定的報酬率與風險
目標，此策略也可適度運用槓桿，達成此四大類風險溢酬資
產的適當風險比例。採用槓桿操作的目的，是在與風險因素
相關的多種風險溢酬間，達成更為均衡的布局。

成長 存續期間

通膨 策略

成長

存續期間

通膨

策略

資料來源：施羅德。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註：以風險配置而非資本配置表示的投資組合。

佐證

達成退休金充分提存的狀態
2005年，施羅德退休福利方案將股票型的成長
配置，替換為多元成長投資組合，並推出負債
導向投資方案，為部分的負債提供了避險。目
的是改善提存比率，同時降低相對於股票的波
動度。8年後，提存比率顯著改善，且投資委
員會決定研究部分成長型資產若改採風險平價
策略，是否能再進一步提高提存水準、降低提
存水準的波動度。

目標是降低波動度，但不犧牲報酬率
MAPS團隊分析該計畫的資產 /負債組合，以
決定目前的提存水準、資產對負債的預期超額
報酬率，以及提存水準的波動度。相關分析指
出，Strategic Beta 比退休計畫採用的成長型
資產投資組合，更符合該計畫的存續期間與
通膨曝險，且目標波動度更低。根據相關分
析，該計畫將成長型投資組合的 50%資產移往
Strategic Beta，因而降低提存水準的波動度，
同時也只微幅降低了資產對負債的預期超額報
酬率。

挑戰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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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風險的成長
許多投資人要求股票策略扮演強力的成長引
擎，以履行未來的義務。然而，股票策略的
波動度通常很高，意味著可能會面臨大幅損
失的風險。即便投資期間很長，類似的連續
虧損仍可能令投資人損失慘重。控管風險成
長策略主要是透過投資於傳統型資產或必要
時會分散投資於另類資產，在多元分散投資
和積極管理方式下，以追求波動度低於股票，
但卻有近似股票的成長投資報酬率的目標。

偏重成長型的投資策略通常會承受較大的波
動風險。因此，我們會利用多元投資、彈性
執行、動態資產配置與管理下檔風險的方式，
妥善管理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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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在多元投資與追求成
長間取得平衡
我們所提供的風險控管的成長策略，是提供客戶更多元化投
資的方法，以達成降低波動度但同時提供近似股票的良好報
酬。偏重成長的策略可能帶來波動度與連續虧損風險。我們
以多元投資、彈性執行、動態資產配置與管理下檔風險的方
式，妥善管理相關風險。

從分散投資開始，我們採取以風險溢酬為基礎的方法，目標
在於創造風險調節後的長期優異報酬率。

然而，固定不變或以風險為基礎的多元投資，一旦忽視了估
值水準，恐將導致錯失機會，或盲目承擔了不值得的風險。
動態的資產配置方法，意味我們在整個經濟循環中主動管理
投資組合，平衡機會與風險。

彈性的執行方式，讓我們得以專注於積極管理我們篤信終將
增值的優質市場。相關團隊綜合運用被動式管理 （透過衍生
性商品、客製化的 beta 股票組合或指數股票型基金）、內部
主動管理，以及第三方主動管理。

最後，藉由我們良好的下檔風險管理專業研究能力，一旦發
覺避險策略的價值優於成本時，能確保投資組合經理人及時
動態運用這些下檔避險策略以作好風險管理。

分散投資方法仰仗彈性的執行方式

彈性執行

主動式

施羅德管理

執行案例 高收益債券

全球股票

亞洲收益股票

歐洲股票

資產抵押證券

保險連動型證券

絕對報酬

基礎建設

可轉換債券

槓桿貸款

新興市場債

S&P 500 指數期貨

日經 225 指數期貨

美國國庫券

英國公債期貨

材料產業總報酬交
換合約 （TRS）

大宗商品交換合約 
(TRS)

高股利股票

最小波動度

價值

品質

實體黃金

能源業

美國大型股票

高收益債券

新興市場債

外部管理 衍生性商品 客製化 beta 
股票組合 指數股票型基金

被動式

TRS = 總報酬交換合約。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

佐證

順應計畫的參考指標擬訂投資曝險
我們的客戶是美國某家大型的確定給付制退休
基金公司，委任戰術型資產配置的經理人。儘
管該基金採取了偏重成長策略的參考指標，但
受委託管理全球戰術型資產配置的多數經理
人，以絕對報酬策略的方式來管理戰術型資產
配置的委託操作。如此原則迫使公司將經理人
創造的超額報酬，視為內部自行管理的被動式
交換策略的外加保護 （overlay），以符合參考
指標。

量身訂做的曝險 = 成長型 + 彈性 + 強化風險監督
我們的解決辦法，是把兩項策略合併為一種解
決方案。我們判斷最好的方法，在於建立靈活
動態、秉持高度信念、成長導向的理想投資組
合。客戶能藉此方式達成所追求的資產配置彈
性，同時絕大部分風險依舊來自股票，符合客
戶參考指標中股 60 債 40 的配置。

挑戰

解決方案

8



｜得獎項目遍布歐、美、亞、台灣，與您共享豐收｜

施羅德投資
全球資產管理專家 2014年，施羅德再度贏得9項大獎肯定！再次證明我們全球資產管理實力。展望未來，

施羅德將以 210 年的金融智慧，持續提供各類投資方案，成為專業機構與投資人全方位資產
管理的最佳夥伴。

歐洲
施羅德 (環 )新興歐洲基金 A1累積

2014理柏台灣基金獎
歐洲新興市場股票基金  3年期、5年期

2014 Smart智富台灣 (晨星技術指導 )基金獎
新興歐洲股票型基金

2014金鑽獎
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10年期

美洲
施羅德 (環 )美國小型公司基金 A1累積

2014理柏台灣基金獎
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10年期

台灣
施羅德樂活中小基金

2014理柏台灣基金獎
台灣中小型股票基金  5年期

2014金鑽獎
國內中小型股票基金  5年期

2014理柏台灣基金獎
南韓股票基金  3年期

亞洲
施羅德 (環 )亞洲總回報基金 A1累積

施羅德 (環 )韓國股票基金 A1累積

2014理柏台灣基金獎
亞太區 (除日本 )股票基金  5年期

資料來源：理柏、晨星暨 SMART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截至 2014/03。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維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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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或有投資外國有價證券，除實際交易產生損益外，投資標的可能
負擔利率、匯率（含外匯管制）、有價證券市價或其他指標變動之風險，有直接導致本金發生虧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有關基金應負擔之
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中查詢。境外基金採用「反稀釋調整」機制，

相關說明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於小型公司相關基金，其股價潛在波動風險與流動性風險較高，即小型公司的流動性較低，價格波動也較高，故其基
金價值波動較大型公司大。投資於新興市場股票  債券之相關基金通常包含較高的風險且應被視為長期投資的工具。這些股票  債券基金可能有流動性較差與
信賴度較低的保管管理等風險。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 5段 108號 9樓  ／電話：02-2722-1868  02-8723-6701  ／網址：www.
schroders.com.tw  ／施羅德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收益
人口結構轉變，加上國家退休金與個人退休
金不足，顯示了可靠且充分多元分散的穩定
收入來源，最符合廣大民眾的長期投資需求。
然而，尋找永續收益的投資人目前面對的是
位處歷史低點的利率，以及低迷的政府債券
殖利率，在此環境下，個人被迫自行設法填
補收益缺口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

為了締造豐厚、永續的收益，我們認為投資
人應該結合資產配置的彈性，以及注重品質、
不設限的證券遴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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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我們的收益解決方案直接投資於廣泛的資產類別，包含股票、
已開發國家與新興市場的政府公債，乃至於公司債。廣泛的
可投資資產相對也讓專業基金經理人與資產配置人員團隊擁
有更大的空間得以辨識世界各地的可靠收益來源，同時分散
風險、控管波動幅度。

採取多元資產方式
創造收益
我們提供了一系列的全球與區域收益策略，目的是在不同資
產類別與產業中辨識出高收益機會，但也不致提高投資風險
或犧牲投資品質。投資流程係以由下而上、不設限的方法所
主導，運用了本集團的全球研究能力，搭配由上而下的資產
配置，以及由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MAPS)
團隊妥善監控的風險管理。

永續收益：我們的指導原則

全球 / 區域

不設限 彈性

多元資產
收益投資
組合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

佐證

締造高品質、低波動度的收益型投資產品
追求收益的投資人一旦尋找其他的收益來源，
時常被迫犧牲資本安全，以追求更高的收益率。
因此，投資人需要借重傳統創造收益以外的方
法。我們的策略伙伴 —— 一家歐洲大陸的大型
保險公司，正試圖發展策略，透過自家遍布全
歐的零售配銷網絡來推廣策略。整體的混和式
解決方案已經配合自家的平台完成規劃，包含
兩大要素：年金制度 （70%） 加上投資解決方
案 （30%），實現完整的永續收益。解決方案
著重於優質標的，每月固定提供收益，並控制
每年的波動度落在 5–7% 的範圍內。

創造獲取、實現收益的平台
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MAPS)團
隊與我們的策略性夥伴密切合作，促成跨產業
與跨區域的多元資產收益解決方案。4.5% 的收
益率目標，可透過分散投資於多樣化的資產類
別，以及強調品質與風險的合理報酬來達成，
因此投資組合的每項要素都能獲得充裕的報
償。執行面涉及 MAPS 團隊所提供的資產配置
與風險管理，由多元資產量化研究團隊負責選
股，施羅德固定收益專家負責選券。最終的投
資組合是直接投資標的資產，每日交易、每月
分配資產，且不受市值加權參考指標的限制。
採用動態避險技術來管理風險 （包含存續期
間、信用、匯率與股票） 並實現平滑報酬率。

挑戰

解決方案

12



通膨
通膨是雙面刃。通膨一方面提高了今日對於
未來現金流所做的儲蓄的名目成本。另一方
面，通膨又縮減了利用這些儲蓄去投資所帶
來的實質報酬率。這兩方面的強力結合，強
烈傷害了投資人達成投資目標的能力。

我們試圖創造高於通膨率的穩定實質報酬，
同時極小化波動程度與連續虧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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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以動態作法因應
不斷變化的問題
在投資組合中放入抗通膨策略的首要步驟，是瞭解通膨不是
只有單一類型。實際上，我們必須瞭解通膨發生的經濟環境，
以及推升該通膨的部分關鍵力量。此外，我們必須瞭解在投
資組合中加入抗通膨因素，得付出代價。許多通膨敏感型資
產，在無通膨環境下提供的報酬率很低，且投資人可能遭受
龐大損失。

我們採取的動態方法，會在通膨成為問題以及相關類型通膨
發生之際，反映通膨保障的相關需求。這並非僅是選擇由通
膨連動債券、若干大宗商品與若干房地產組成部位固定的投
資組合，就能高枕無憂。換句話說，設定投資組合，此後就
不理不睬，恐怕並不足夠。我們試圖創造高於通膨率的穩定
實質報酬，同時極小化波動度與連續虧損風險。

下檔風險管理、預期報酬與通膨避險三方面的調配

通膨敏感度

扣除通膨前之預期報酬 下檔風險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

佐證

確保投資人與經理人的目標一致
該客戶為澳洲的大型年金基金，對於本公司
鎖定投資結果（透過風險與報酬予以定義）
並且直接連結整體投資目標的作法，甚感興
趣。多數澳洲的機構投資人固然都曾針對通
膨率擬定相對的整體投資目標，但鮮有機構
據此建構投資策略與方案，並規定基金經理
人順應相關目標。

建立順應通膨變化的彈性策略
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MAPS)
團隊與相關投資機構合作，客製化本公司的實
質報酬策略，目標是在 3 年的期間內，達成高
於通膨率 5% 的報酬率。這需要採取彈性的作
法，挑選具備最高機率達成目標報酬的特定資
產。因為資產市場會根據當前主要的通膨狀況
產生不同的表現，我們採用多面向的風險管理
方法，形塑各種不同的看法，因應各種資產類
別與整體投資組合。為防範下檔風險（包含尾
端風險），我們建構投資組合的方式亦納入目
標性的風險管理技術（包含購置選擇權，以及
執行專屬的避險策略）。

挑戰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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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風險
儘管風險與報酬緊密相連，投資人時常需要
特別著重在控管 （或防範） 風險的投資解決
方案。這類投資人通常有非常明確的風險目
標：例如，投資組合的波動度不得超過規定
的門檻值；規定特定期間內的最大損失金額
上限；或是在可容許的範圍內，未來的負債
將不會受到通膨率的變化影響。

本公司在相關領域成功的關鍵，在於瞭解客
戶的需求差異頗大，因此，我們為每位客戶
量身訂作解決方案。

降低風險：確保實際表現符合預期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圖表僅用於說明目的。

風險與報酬率的來源
– 實體資產
– 市場曝險
– 未來負債

風險管理
– 靜態衍生性商品
– 動態的避險策略
– 利率與通膨交換合約

目標成果
– 硬性保護
– 減輕下檔風險
– 產生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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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1、過去績效無法指引未來表現，且可能無法複製。投資價值與相關收益可能減少或增加，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原先投資的金額。

明確定義的風險目標，唯有透過運用系統性風險管理技術才
有信心達成。從極具針對性的應用方法，到足以影響全部投
資組合的整體作法都有。相關解決方案不僅需要高度專業化
的資源，亦需深入瞭解系統性與判斷式風險管理不致發生衝
突，同時和諧整併於日常作業的方式。

彈性的解決方案

資產負債兩方面的
解決方案
投資組合解決方案團隊採取衍生性商品的防護措施與系統性
避險技術，目標是實現客戶要求的特定投資結果，而非表現
超越參考指標。他們與多元資產投資團隊密切合作，創造結
合多元資產投資組合與風險保護的投資解決方案，並發展策
略處理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端。

我們的產品與解決方案旨在同時管理保險公司的負債相關、
成長相關風險，以及確定給付與確定提撥的退休基金制度。
同時運用實體商品與衍生商品的風險管理策略，就能抵減相
關風險。

–我們以密切合夥的方式與客戶及其顧問共事，以提供會隨  
   著客戶需求變化與市場機會浮現而改變的解決方案。

–我們的集合式基金 （包含標準版與客製化版） 與獨立帳
   戶的訴求是，提供客戶最吻合自身需求的投資工具。

–我們有資源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但我們亦以靈活見長，
   得能快速開發與落實新構想。

彈性的解決方案可能採取投資策略完全資本化的形式 （透過
集合式基金或獨立投資組合來執行），或是為既有的投資組
合建立保護策略。我們使用的工具包含選擇權與動態策略，
如設定波動度上限、複製選擇權，以及固定比率的投資組合
保險。不論建構任何解決方案，團隊皆會審慎考慮流動性，
以確保流動性充裕，符合投資策略的擔保品規定。

佐證

達成長期報酬率，同時管理短期風險 1

客戶為全球首屈一指的保險公司，尋找能登
上自家變額年金平台的新產品。尤其是，客
戶尋找的解決方案是能在長期的投資期間帶
來強勁績效，但又能因應市場環境的短期變
化。有效管理下檔風險，是本解決方案能成
功的關鍵要素。

動態整合成長與風險管理要素
我們的解決方案結合動態管理多元資產的成長型
投資組合，試圖由廣泛的資產類別中尋找能在不
同的市場情況下產生報酬率，同時採用系統性、
防範波動度的保護措施控制下檔風險。我們設計
的控制風險成長型投資組合，是由多元資產投資
團隊運用動態資產配置來主動管理。

防範波動的策略是由投資組合解決方案團隊所
設計，並與成長型資產分開管理。相關策略的
目的是，在市場下跌期間限制投資組合的波動
度。該策略為了調整波動度避險策略，同時整
合了回饋因子（是市面上獨一無二的），作為
投資組合已實現波動度的函數。

透過結合兩種投資程序的整合式解決方案，我
們能根據客戶的目標量身訂做，設計足以實現
絕對正報酬同時抑制下檔風險的彈性與先進的
解決方案。

挑戰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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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們團隊的作法要求聆聽客戶的需求，並將相關需求轉化為
我們的目標與程序。投資組合經理人與研究人員都有集團核
心部門提供的全球支援，確保他們具備達成預期績效所需的
資源。營運與資訊科技專業人員確保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
組合解決方案 (MAPS)團隊能持續獲得支援與創新。產品專
家扮演客戶與投資間的橋樑，管理產品的生命週期，且密切
參與為客戶量身訂做的解決方案。

我們的量化研究與分析團隊支援MAPS專用的資產配置模型
系統，同時提供投資組合經理人使用一系列專屬的 beta 係數
基本要素，用來發展客製化的曝險。經理人研究團隊則提供
投資組合經理人選擇內部與外部的經理人的評估支援，亦是
我們的超額報酬基本要素之一，目前MAPS 策略中投資於超
過 80位的外部經理人所管理的基金。

多元資產投資不僅是單一產品，或僅是一群股、債專家。
MAPS是客戶導向、結果導向的團隊，採用單一的全球風險
投資哲學，且有整合妥善的核心部門提供協助，並以實現客
戶的需求而組成的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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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多元資產與投資組合解決方案

進一步閱讀MAPS的觀點：
多元資產策略性投資團隊（SIGMA） 研究系列

SIGMA 研究系列目標是探究投資界面臨的廣泛挑戰，以及 MAPS 團隊處理相關議題的方式。

–  保持財富：股 /債相關度：風險平價方法的敏感度

–  保持財富：在不同市場環境下，Strategic Beta 的壓力測試情況

–  保持財富：介紹風險類別：通膨、成長、存續期間與策略

–  保持財富：投資組合的風險控制技術，來管理相關度的衝擊

–  保持財富：風險平價策略 —— 事實與假設的區別

–  控制風險的成長：有效管理下檔風險

–  收益：在成長率降低的世界如何靠投資賺取收益

–  抗通膨：通膨意外上升 —— 值得承擔的風險？

–  抗通膨：哪些是能打敗通膨的資產類別？

–  抗通膨：愛因斯坦與通膨問題

–  抵禦風險：投資組合波動度的系統性控制

多元資產策略性投資團隊（SIGMA）技術報告系列

SIGMA 技術報告系列摘錄我們每月為策略性投資團隊多元資產會議所做研究的重點。

–  大宗商品：大宗商品期限溢酬

–  信用：利率走升會如何影響有信用溢酬的投資人？歷史教訓

–  貨幣：總經數據是影響近期匯率表現的因素

–  貨幣：提高在外匯市場賺取利差的效率

–  存續期間：新興市場債的溢酬：其風險特質的演進

–  存續期間：日本：日本央行最近的措施改變了日本公債市場的發展嗎？

–  存續期間：安全資產與主權風險：重新定義安全資產的角色

–  存續期間：聰明的存續期間 beta 值

–  股票：低波動風險的投資：抗風險溢酬？

–  波動度：基本面面臨的壓力透露出哪些有關股市波動度的訊息？

–  波動度：檢討尾端風險策略，以保護投資組合的下檔風險

–  波動度：風險溢酬的波動

如欲索取相關評析，或訂閱未來文章，請洽 SI-MultiAssetProductManagementGlobal@Schrod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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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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或有投資外國有價證券，除實際交易產生損益外，投資標的可能負
擔利率、匯率（含外匯管制）、有價證券市價或其他指標變動之風險，有直接導致本金發生虧損，且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
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本資料及訊息由施羅德投信所提供，

僅供訊息接收人之參考用途，未經本公司許可，不得逕行抄錄、翻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
靠之來源，但對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誤或疏漏，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境外基金採
用「反稀釋調整」機制，相關說明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 5段 108號 9樓 02-2722-1868  www.schroders.
com.tw  施羅德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施羅德投資
傳承兩世紀智慧 
深耕台灣25年
以超越兩世紀的全球金融智慧，與 25年在地台灣經驗，成為在地的全球
資產管理公司。施羅德投資將持續創新，提供投資人最多元的產品解決方
案，為許多台灣家庭與個人生活的穩定與幸福而努力。

1989年

1991年

2001年

2007年

2008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生根台灣

成為台灣最早、最大的外資之一 *

成為台灣提供最完整產品線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代理 59檔境外基金，提供 286類
股選擇 **

引進收益產品解決方案

引進多元資產管理團隊

領先發行台灣第一檔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領先發行人民幣產品解決方案及可於OBU平台銷售之外幣計價基金

發行台灣第一檔法人機構專屬之基金類股（施羅德樂活中小基金）

資料來源：施羅德投資整理，2014/06/30。
*係指台灣自 1991年開放 QFII後，施羅德為當時最早、最大的外資之一。**資料截止至 2014/06/30。



以上資訊由施羅德投信提供，僅供參考。本資料及訊息由施羅德投信所提供，僅供訊息接收人之參考用途，未經本公司許可，
不得逕行抄錄、翻印、剪輯或另作派發。本公司當盡力提供正確之資訊，所載資料均來自或本諸我們相信可靠之來源，但對
其完整性、即時性和正確性不做任何擔保，如有錯誤或疏漏，本公司或關係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並不負任何法律責
任。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 5段 108號 9樓  ／電話：02-2722-1868  02-8723-6701  ／網址：
www.schroders.com.tw  ／施羅德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信 任 傳 承　 前 瞻 思 維 （TRUSTED HERITAGE ADVANCED THINK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