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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需4.4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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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APP

系統將提示需經過安全性認證 > 取消

進入            設定，點選「一般」 點選「裝置管理」  再選「CORMA 
INFORMATION TECHNO⋯」

按下藍字「信任CORMA 
INFORMATION TECHNOLO...」

完成！回到桌面

點選國泰APP即可體驗
AR立體動畫

iOS（需8.0版以上）

掃瞄QR Code或打開瀏覽器輸入網址
根據系統提示是否進行下載>是
從螢幕上方下拉提示視窗，

找到 CsitARApp.apk 檔，點選安裝
安裝完，返回桌面開啟APP
開始體驗AR！

若遇到安全性問題（每台手機名稱略有差異）

進入設定

點選安全性

允許未知來源的APP安裝
到下載資料夾

找到 CsitARApp.apk 安裝
開始體驗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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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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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風而行、多空自如的鍊金術

在
我剛進入投資市場的時候，投資人談到做功課，就是在談選股。因為那時台灣經

濟高度成長，股市也活蹦亂跳，投資人只有選對股，才能有超越大盤的絕佳報

酬。

但在今天，電子交易快速，資訊也高度流通，加上全球市場系統性連動，即使選股正

確，也不敵市場一隻黑天鵝所帶來的全面下挫效應。

面對漲跌趨勢日益難測，投資人的投資功課除了選對股，還必須看對短線方向，並學

習在市場無預警下跌時做好避險操作，才能在多空組合拳的保護下，穩抱長線獲利而不

必擔心短線震盪。

還好，有了ETF這種簡單操作的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人除了可以透過長期持有一籃

子指數成分股，以省去選股的壓力以外，短線還可以透過佈局正向2倍的槓桿型ETF，

或者反向作空的ETF，以創造多空都得利的操作空間。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長線投資人，ETF可以作為核心持股部位，以省去看錯股、押錯

寶的風險。但如果你是短線操作型投資人，槓桿型ETF可以為你創造多頭時期的倍數報

酬，而當市場偏空或修正時，也能簡單透過反向ETF來避險或套利。

過去的投資人必須花很多時間選股，但有了ETF這種創新工具，選股就不如選風向---

只要在一個市場景氣亮起綠燈的地方，定期定額買入追蹤大盤或藍籌股指數的ETF，任

何人都可輕易御風而獲利。

過去的投資人花很多時間在看盤，怕的就是漲時沒追上、跌時沒賣出；但有了

ETF，一般投資人只要善用正向2倍的工具，就可跟著盤勢獲利數倍，反之也能透過

反向ETF來賺到下跌的波段行情。

長短皆宜，且多空操作都輕鬆自如，可說是ETF的最大特性。

另外一個對散戶來說的極大優勢，是台灣投資人只需透過券商下單買賣ETF，就

可以輕鬆佈局美股、日股、陸股等重要國際市場，不但省去複委託買賣與換匯的

麻煩，更可讓資產佈局全面多元化。

正是因為ETF有這些好處，國泰投信近年積極佈局，推出一系列涵蓋台股

與各重要國際市場的原型與槓桿/反向ETF。我們期待投資人能善用ETF來

保護投資戰果，更希望不懂ETF的投資朋友，可以透過這本同仁們精心

製作的專刊，學會輕鬆駕馭ETF，以提升資金運用效率！

張雍川

國泰投信總經理

若遇到安全性問題（每台手機名稱略有差異）

進入設定

點選安全性

允許未知來源的APP安裝
到下載資料夾

找到 CsitARApp.apk 安裝
開始體驗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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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齊步走，
2017春燕稍來景氣回春行情

那
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如果英國小說家狄更斯重新活在後世紀

金融海嘯的現在，他將看見全球最壞的狀況遠

多於美好景象。

在黑暗的部分，他將遇到全球停滯的經濟成

長，造成民間就業與薪資成長性普遍偏低。收

入不增加也就算了，反映存款利息收入的市場

利率水準也極低，全球甚至有超過5億人口、

GDP（國內生產毛額）超過四分之一，都陷於

史上前所未見的負利率環境。

■ 擺脫三低困境  樂觀迎接溫和復甦新局

　低經濟、低利率，當然也就造成拉動財富

成長機會的投資報酬率也極低。多數人的投資

績效不但表現平平，不可預期的市場黑天鵝一

來，甚至還會迅速吃掉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報

酬。

還好，勉強擠出來的光明面是---世界各主要

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仍低，民生物價尚未大幅騰

飛；油價雖蠢蠢欲動，卻也尚未飆升到難以容

忍的價位。

回顧2016年，黑天鵝滿天飛舞讓投資人留下深刻印象。
面對嶄新的2017年，這將是金雞啼春的一年？還是另有黑天鵝來搗蛋的一年？
國泰投信認為，不管是新局、變局，投資人都該以創新的思維、進取的精神，

善用有效的金融工具來佈局財富增長新機會！

全球經濟趨勢剖析

「

圖片提供：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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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低經濟、低利率與低通膨的三低艱困

時代，投資人到底該悲觀自處？還是樂觀以對

呢？

或許，2017年將有一個春燕稍來的大好消息

---睽違已久的景氣行情終於挺上來了，而資金

寬鬆派對卻尚未結束，基本面與資金面似乎有

機會聯手共譜一段股、債雙多的熱鬧戲碼。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10 月間最新出

爐的全球經濟展望數字來看，在連續 5 季下調

經濟成長預測後，終於維持今年全球經濟成長

率預測值為 3.1%，2017 年則為3.4%，比今年

多了0.3個百分點。

可別小看這0.3%，背後的意義更在於這是成

熟與新興市場的聯手演出。根據IMF預估，已

開發國家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 1.6%，明年則升

至 1.8%；新興市場與其它發展中經濟體今

年將成長 4.2%，明年則升至 4.6%。

■  四大有利趨勢　

      主導全球經濟穩定成長

在成熟國家與新興市場都表現穩定下，

金雞年全球經濟破曉迎春，似乎大有可

為。

國泰投信總經理張雍川分析指出，有四

大趨勢可以支撐全球經濟體邁入景氣循環

回春的榮景：

第一、美國已正式啟動升息循環，各種

經濟數字如經濟成長率、就業報告、房市

指標等，也都呈現樂觀。加上美國企業的

庫存水準偏低，明年有機會帶動訂單需求

之外，更有利於全球生產設備的投資，有

效發揮經濟火車頭的功能。

第二、過去油價偏低，導致中東石油出

口國家與俄羅斯等產油國的財政收入銳減，壓

抑了新興市場的投資與消費動能；但隨著各國

石油減產達成共識，油價開始回升後，新興市

場經濟與幣值都可望恢復穩定，重新為全球經

濟燃起新柴火。

第三、中國近年去化過剩產能與調整結構

後，導致經濟成長遲緩，但時序邁入明年後，

只要房地產降溫順利，經濟可望觸底軟著陸

下，之後將邁入明朗穩定階段，有效降低對全

球經濟的干擾。

第四、歐洲雖有英國正式啟動脫歐程序與脫

歐的連鎖效應值得觀察，所幸這些變動因子已

被市場所接受，並預作防範，因此尚不足以構

成威脅全球經濟成長的變數。

川普來搗亂的嗎?
專家解讀（國泰投信策略研究部副總王誠宏）：
目前市場最關注的莫過於剛出爐的美國新總統—川
普(Donald Trump)，帶來市場的大震盪，尤其，國
際美元指數再度走強，並創十幾年來新高，再加上
全球公債殖利率連番強勁上揚，引來市場對2017年
的股市開始擔憂。我們認為，川普主導下的美國，
較具殺傷力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一為不顧慮國家
債務而推出擴張性財政政策，這將導致公債殖利率
持續升高，若控制不好，恐使市場利率走勢太快走
高，扼殺全球經濟；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導致美國
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陷入經濟與金融的緊張關係；
而金融監理的Dodd-Frank法案遭到撤除或修改，將
使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角色再度混淆，帶來金融
的弊端。不過，按照美國憲法三權分立與權力平衡
的設計，我們認為目前上述的影響仍只能歸類為風
險，實現的可能性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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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戰爭漸遠　

     油價推升人口大國內需增溫

除此之外，張雍川總經理認為，巴西、俄

羅斯、印度與中國這四個金磚國家已經熄火多

年，如果這些人口大國可以受惠石油與原物料

行情復甦，並在2017年重振內需動能，這將更

有助於全球經濟點火回溫。

另外，對外幣定存族來說，過去匯率高度變

動的混亂局面，也可望於2017年走向穩定。國

泰投信策略研究部副總王誠宏指出，目前美元

逐漸走強卻未造成全球外匯市場的大幅波動，

必須歸功於國際央行努力合作以消弭貨幣戰

爭。

王誠宏副總表示，2008年世紀金融海嘯發生

後，全球各國政府都藉由財政手段來主導經濟

擴張，導致各國負債爆表，之後開始進入大調

整，轉由寬鬆貨幣政策來刺激景氣，才造成今

日經濟低成長、低利率與低通膨的局面。

但在2014年美國QE退場，而歐洲、日本接

續祭出寬鬆貨幣政策後，過去流向新興市場的

美元開始大幅回流美國，一

度造成美元強勢、石油回挫

與新興市場貨幣暴跌的混亂

走勢。

不過王誠宏副總認為，一

切到了2016年間，情勢已悄

悄改變，因為全球央行已經

日益建立起共識，希望讓各

國貨幣波動邁向區間整理，

這讓油價開始止穩築底，新

興市場貨幣也趨於穩定，大

大有助經濟回神止穩。

在這種全球不分先進與新

興國家都齊步同心下，王誠

宏副總認為，2017年將是全球匯市平穩、經濟

樂觀正向的一年，唯一要觀察的變數反而是利

率的殖利率曲線，因為背後反映的意義是通膨

是否會太早出現而引發各國央行的升息動作，

並過早吹破了當前的資產多頭走勢。

■  把握上半年行情　

     美國、新興市場大有機會

目前，國泰投信研究部門預估，美國將會在

今年年底再升息一次，明年最多升2次，並都

落在下半年。由於聯準會採取「緩步升息」態

度，因此，王誠宏副總樂觀認為，至少在明年

上半年之前，全球都將演出股、債雙多行情，

較會發生回檔與修正的可能應該落在第2到第3

季間，主要是反映脫歐協商與升息噪音。

在全球經濟齊步走下，投資人又該佈局哪

些市場呢？張雍川總經理認為，2017年應是

股優於債的格局，其中，美股仍將是全球股市

的多頭總司令，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仍有機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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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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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高，一般投資人可以善用國泰美國道瓊 

ETF(00668)來捕捉此一機會。

另外，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市場股市，也有

機會揚眉吐氣、大展身手。新興市場的領頭羊

--中國，一旦經濟結構調整完畢，以藍籌股為

主的A50更將是最大受惠者，投資人也可善用

國泰中國A50 (00636) ，伺機加碼佈局。

相對之下，由於美國開始啟動升息，這對成

熟市場債將是一項利空，但新興市場或高收益

債卻有機會受惠景氣回春與幣值穩定而有表現

空間。

至於亮點產業部分，張雍川總經理建議投資

人宜聚焦景氣循環受惠股，例如低價手機可能

會受惠新興市場景氣復甦而有高度成長動能，

汽車與耐久財也可望因景氣榮景再現而呈現汰

舊換新的新需求。

在資本設備投資方面，因為景氣擴張

會由上游產業先行，因此，工業自動化設

備、系統設備與關鍵零組件供應商，都有

機會均霑雨露而帶來營收成長機會。

■  股債均衡不可少　

      有效利用正反ETF佈局商機

由於股債雙多；成熟、新興市場都有

表現機會，因此在投資策略上，張雍川總

經理建議，投資人一定要股、債混搭，以

避免市場震盪外，也才能擄獲多元商機；

其次，新興市場債仍是不可缺少的核心資

產；最後，不管是核心或衛星投資，美國

市場一定要有，新興市場股市則可藉衛星

操作來掌握波段機會。

至於鄰近台灣的日股，張雍川總經理認

為，在美元升值、日圓回貶下，極可能成

為2017年的大黑馬，因此投資人也可善用國泰

日經225 (00657)來創造財富成長的機會。

總而言之，全球股、債與匯市在2017年應該

是樂觀轉軌與脫胎換骨的一年，但要小心的回

檔變數，可能是美國央行升息速度，以及全球

通膨是否會突然大暴走而引發行情變調。

此外，全球人口老化、生產力停滯的困境

仍在，如果金磚等人口大國無法順利走出萎縮

與衰退的陰影，全球經濟倒退嚕仍有可能，

此時，投資人就應善用類似國泰美國道瓊反

1 (00669R)、國泰中國A50反1 (00656R)、

國泰日本反1 (00659R)或國泰臺灣加權反1 

(00664R)等反向ETF的創新工具，即時避開黑

天鵝的干擾！

青黃不接
小心2017股債雙空的黑天鵝！

專家解讀（國泰投信海外投資部協理胡耿銘）：
2017年市場上最大的黑天鵝，可能是美國啟動升
息循環後，全球資金行情會先結束，但真正靠經
濟基本面撐腰的景氣行情卻未接手上來，導致全
球市場懸崖落底，這也是各國政府正積極透過財
政擴張想極力避免者。

不管是哪種變數，例如英國啟動脫歐程序、油價
飆升或地緣政治，真正會引發系統性的股、債崩
盤風險者，仍在於資金泡沫先瓦解而景氣行情卻
未能接棒，這時投資人就應善用各種反向ETF來
做資產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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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引領台股
震盪向上，
善用ETF讓多空
獲利都落袋

台股的高殖利率吸引外資擁抱，

但一般投資人卻擔心景氣不佳而未能跟上；

但2017年已確定是經濟復甦年，
只要善用創新工具，

台股越震盪向上便越增加多、

空來回操作的獲利空間！

2016年下半年，台股走出一波資金行

情，指數成功站上9000點的重要推

手是國際熱錢。展望2017年，台股的資金行情

還能持續嗎？

由於今年台股屬於市場無感、成交量偏低的

多頭行情，一般投資人遲遲不敢跟進外資腳步

的主因是沒看見牛肉。倘若如此，則好消息是

---根據國泰投信的預估，2017年台灣上市櫃

公司的盈餘成長率可望出現5-10%的成長

率，遠優於主計處所預估之台灣經濟成

長率1.88%。

■ 景氣確定復甦 出口產業受惠大

國泰投信國內股票投資部協理袁

善明指出，台灣是一個以外貿為主

的經濟體，過去兩年因歐美經濟

停滯不前，導致台灣景氣也

跌落谷底；所幸歐美需求已

開始回溫，台灣景氣燈號也

從今年7月起開始亮出綠燈。

袁善明認為，通常一波景氣復甦

循環至少會維持一、二年以上，而

在景氣復甦初期為權值股先行，到

了中後段將轉以基本面、業績掛

帥，屆時，中小型股與獲利明確的標的都將有

更大的表現空間。

但有別於過往台股在景氣復甦期的漲勢凌

厲，袁善明認為，由於國內內需消費力道不

強，多數人仍把錢存起來而不敢動支，因此台

灣經濟復甦力道有限，在此情況下，投資人難

以期待V型反彈，而只能聚焦出口產業。

根據經濟部統計，台灣8月份的外銷訂單

年增率高達8.3％，也終結了史上最長的

連16黑紀錄；出口數字也在連17個月走

黑後，7月率先翻正，8月續揚，成為

有效帶動第四季經濟翹尾向上的關鍵

動能。

主計總處不但預估第四

季GDP將達2.38%，為全

年最佳季度以外，國內各大

經濟機構也紛紛上調明年經

濟成長預測值。

袁善明建議投資人不要忽視

今年底到明年上半年的台股行

情，因為除了美國年底可望升

息而確認全球經濟火車頭的復

甦動能外，美元強勢也將有

機會增加外銷獲利表現。

國泰投信國內股票投資部協理袁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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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也是一般人常忽略的是人民幣走

勢。袁善明指出，由於中國大陸是台商重要的

生產基地，今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約4%，而

台幣卻走升4%，兩相合計，人民幣等於對台

幣貶了8%，造成不少台資企業的匯損壓力；

但這種情況在人民幣開始築底後，明年將大幅

改善，有利上市櫃公司的獲利成長。

■ 聚焦四大產業 善用槓桿ETF提高獲利

在選股方面，國泰投信看好下列四項受惠景

氣循環的類股：

第一、電子關鍵零組件：在物聯網、工業自

動化與人工智能趨勢下，台灣電子科技業能打

入相關供應鏈的企業，將受惠於此而有較大的

獲利成長空間。相對比之下，過去以消費性電

子產品之代工、量產為主的電子五哥，仍將陷

於調整結構的泥淖中。

第二、汽車零組件供應商：受惠全球景氣復甦

下的耐久財消費，汽車換車潮將是推動相關零組

件供應商的最大利多，值得投資人加以佈局。

第三、醫療器材產業：2016年台灣醫療器

材產業產值首度突破1,000億元，工研院IEK預

估，全年產值成長可望達7.2∼8.5%，挑戰連

續六年產值成長高於5%水準，而明年此一成

長動能也可望延續下去。

第四、傳統行業中的隱型冠軍：台灣有不少

企業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例如自行車、家

具用品、工具機等，這些消費性產品也可望受

惠全球景氣復甦而有一波營運成長動能。

但是對於不擅選股，或者擔心選錯股而未能

跟上景氣行情的投資朋友來說，國泰投信ETF

團隊經理人蘇鼎宇表示，過去散戶認為「做指

數報酬率一定低，不如做個股」這想法，早已

經被推翻，因為2倍槓桿讓臺股指數投資很有

感。

另外，蘇鼎宇指出，即使遇到黑天鵝事件，反

向1倍臺股指數投資，也能讓投資趨吉避凶，無往

不利；相較於臺指期避險或投資，散戶透過ETF

其實是較佳的選擇，因為它不僅沒有到期平倉的

壓力，同時也不會有轉倉的價差風險。

投資小解惑

如何利用臺灣加權指數ETF來佈局台股？

第一、正向操作：當投資人預期台股趨勢向上
時，可利用槓桿型ETF的加乘特性，例如國泰
臺灣加權正2（00663L），以放大短線波段收益
率，加速累積獲利。

第二、反向操作：當台股出現修正行情時，可利
用國泰臺灣加權反1（00664R）這種反向型ETF
進行策略性投資，不僅可達到避險效果，也可於
逆勢環境中創造獲利機會，提高投資勝率。

▲ 國泰投信ETF團隊經理人蘇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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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低佈局陸股，
短攻、長抱
中國A50皆相宜

中國政府力保今年經濟成長率

達成6.7%目標，
加上陸股整理已久，投資價值逐漸浮現，

投資人可善用ETF進行長線佈局，
並在牛市浮現時，加碼單日正向2倍ETF，
以擴大獲利！

成
也蕭何、敗也蕭何」，這是中國人的一

句老話，但對全球投資人來說，中國在

2017年極可能是推升全球經濟向上點火的救世

主，卻也可能是引爆下行風險的最大黑天鵝！

其中，在今年中國前三季的國內總投資額

中，直接、間接貢獻達5成的房地產，更是啟

動這個經濟翹翹板到底是向上或向下的最大變

數。

■ 穩增長也要防風險　

      調結構成效仍有待觀察

「穩增長」和「調結構」，是近年中

國政府面對經濟成長力道逐年下

滑的兩大方針，但國泰投信

中國股票投資部副總經理陳

士心認為，面對房市過熱

與泡沫化的疑慮，中國目

前應該是「防風險」更大

於「穩增長」。

在「調結構」方面，陳士

心指出，中央政策是否能落

實到位並端出改革績效，仍

有待觀察，這也是中國經

濟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一大特

色。他舉例說，像煤炭的供給面改革是要抑制

過剩產能，但地方才一限產便引爆煤價上揚，

觸發更多生產誘因，如此便無法真正讓產業結

構調整到位。

換句話說，供給側改革的績效仍有待時間觀

察，但「穩增長」爐灶裡卻是依靠大量投資來

支撐成長的老辦法所達成，而這老辦法在產業

結構調整下，不外就是靠投資房地產來點

火。

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前三季固定

資產投資成長8.2%，高於整體經濟成長

率6.7%，特別是七、八、九月，成長率更

加快到9%。

投資成長速度加快的關鍵，

是銀行信貸大量增加。國際貨幣

基金（IMF）統計的中國國內信

貸總額，2015年成長高達23%，

預測今年全年也會成長達21%。令

人擔憂的是，這些投資和信貸，大

部分流向了效率比較低落的國有

企業和正在泡沫化的房地產業，

並成為中國經濟下行的最大風

險。

但樂觀一點來看，中國經

  國泰投信中國股票投資部
副總經理陳士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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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今年可望達成6.7% 的政策目標；世界銀行的

經濟展望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GDP成長可望

續保6.5%動能，對全球經濟來說仍是穩定增溫

的一大動力。

■ 一帶一路帶動藍籌股表現　

      溫和打房有利資金流向股市

此外，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戰略，為中

國版馬歇爾計畫，以協助東南亞、中亞、非洲

等地投資基礎建設為主，並對歐洲及美洲進行

投資，目的為消化產能過剩，同時換取海外資

源、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般市場預期，包括

建築(國際工程承包)、電力、核電、電力設備、

工程機械、港口、鐵路、機場、金融等行業都

將受惠，長期而言將有利藍籌股的獲利表現。 

國泰投信ETF團隊經理人鄭立誠表示，中國

貨幣政策仍維持寬鬆，供給側改革也正如火如

荼進行，搭配中國房市仍處於榮景階段，加上

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會的SDR（一籃子貨

幣）機制才正要啟動，這均有利回檔整理已久

的陸股點火向上。

鄭立誠認為，中國政府操作經濟的特色為

「漲多壓一下，跌深拉一下」，其中，中國

GDP有高達六成是投資所貢獻出來的，因此政

策若打房時，資金就會流向股市；反之，就會

流向房市，中國政府習慣引導兩個市場輪動來

調控經濟，並不會一次打死股市、房市。

另外，由於中國股市整理已久，特別是相較

於全球主要指數，以大型藍籌股為主的富時中

國A50指數，更享有超低本益比以及相對高的

股利率，投資價值相當誘人，也更是長期投資

的好時點。

鄭立誠建議，在陸股緩慢築底的階段，投資

人可以利用國泰中國A50 (00636)，逐步加碼

佈局，以等待2017年的上漲機會；一旦股價有

急漲行情出現時，再進一步短線加碼國泰中國

A50正2（00655L），善用槓桿型ETF來創造

兩倍的上漲績效。

反過來說，由於中國經濟充滿相當多的不確

定因素，陸股也存有震盪拉回的風險，投資人

也可以利用像國泰中國A50反1 (00656R)這種

與指數反向連動的ETF，做為輕鬆操作的短線

避險工具。

投資小解惑

為何選擇追蹤富時中國A50指數的
ETF較好？

這是從中國A股中，選取市值最高的50檔成分股所
組成，包含了各大產業龍頭，也是中國代表性最強
的50家A股公司。此外，由於選股嚴謹審慎，以高
規格來編制指數，包含風險分散、兼具價值及成長
特性，因此成為全球投資人的最愛，規模也遠勝其
他標的。

▲ 國泰投信ETF團隊經理人鄭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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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進擊的日本，
長線佈局
日經225正當時

想到日本，

你只想到北海道、櫻花與溫泉嗎？

別忘了，觀光人潮、日圓貶值與東京奧運，

正醞釀讓沉寂已久的日股來一場大爆發！

根
據日本交通省觀光廳資料，2015年訪日

外國遊客達到1,973萬人，年成長率高達

47.1%，連續3年刷新歷史最高紀錄。這是一個

不太一樣的日本，觀光人潮帶來了活力，更帶

來錢潮。

單是2015年訪日遊客停留期間的消費金額，

便高達3.47兆日圓，年成長71.5%，成長率遠

高於遊客人數成長率。這說明來日本旅遊的不

只是背包客，更多的是多金貴婦和資產大戶。

■ 觀光消費金額成長高　

      日本經濟添新動能

事實上，3.47兆日圓的消費金額早已不亞於

日本電子半導體業一年3.6兆，以及汽車產業

3.4兆的出口額，成為日本經濟的一大支柱。

有趣的是，過去每當日圓貶值時，人們就愛

去日本血拼，但事實上，國泰投信ETF團隊經

理人游日傑表示，日圓貶值最有利以出口為導

向的日本企業，其中又以涵括225檔大型藍籌

股為主的日經225指數成分股。

游日傑表示，日經225指數包括了眾所周知

的豐田、花王、Sony、Panasonic等全球知名

品牌，這些企業的獲利績效受匯率波動影響甚

鉅；但以目前日圓對美元在100元上下盤整甚

久來看，美國一旦升息而刺激美元走強，趨貶

的日圓將對日股帶來大利多。

換句話說，一旦日圓趨貶，日本的觀光消費

與出口財都會啟動，堪稱是點爆日股的最大利

多。

除此之外，日本的創新力也是一潛在利多。

過去，人們一想到日本便是人口老化與經濟一

灘死水的刻板印象，但國泰投信海外投資部協

理胡耿銘認為，在工業4.0的時代，日本在高階

機器人、控制零件與感應器上都具有世界一流

的競爭力，將有機會在新經濟的奧運競技會場

▲ 國泰投信ETF團隊經理人游日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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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展身手。

■ 日本智能創新力強　

      企業改革有助釋放活力

胡耿銘指出，目前這項創新活力未能有效釋

出的關鍵因素，在於日本企業的結構尚未能有

效調整，導致多數企業仍是包山包海，未能割

捨不具競爭力的領域而欲振乏力。

事實上，日本今年剛歷經國會改選，而安倍

晉三所領導的班底再次獲得日本選民信任而連

任，可望成為二次戰後執政期間最長的內閣。

就政局穩定而言，胡耿銘認為，日本有機

會邁入「安倍三箭2.0」新時代，由於從2012

年以來所啟動的安倍經濟學是以「寬鬆的貨幣

政策」、「擴張的財政政策」、「經濟結構改

革」三大方向為重點，其中，第三支箭最能鬆

綁日本新經濟的活力，因此一旦改革奏效，將

宛如武士刀出鞘，威力無窮。

展望2017年，國泰投信認為，日本有四大機

會值得投資人長線佈局：

第一、美國Fed升息大環境時，將為日股帶來

正報酬：根據歷史經驗，自1990年來美國聯準

會三次升息循環，均帶動日股波段漲勢。 

第二、目前原物料成本價格仍屬低

廉，日企獲利受惠多：根據日經旗下

金融時報(FT)之研究，日本每年在石

化能源的支出高達約2,360億美元，

其中有高達九成都是在進口石油，據統

計油價每桶跌10個百分點，日本企業

便會產生2.6兆日圓的盈餘。唯

一要擔心的是國際油價若上

漲過快，恐對此帶來負面影

響。

第三、日本政情穩定民

心強，搭配2020奧運財機會無窮：觀察近15年

來日本政經局勢變化，只要內閣穩定，可凝聚

民心，將為日本經濟及股市帶來良性助挹。目

前安倍政府確認任期可至2018年，可望成為日

本自二戰以來執政最長之首相。 

■ 穩定政局邁向東京奧運　

      善用正反ETF佈局大商機

由於2020年7月，東京將成為亞洲第一個

兩度舉辦奧運會的城市，在1964年首次舉辦

時，為日本帶來了東海道新幹線、名神高速

公路、地下鐵系統等等重大建設，預計

此次直接經濟產值估計可達約30兆日

圓、創造約15萬個就業機會。 

游日傑表示，預估2017年日股

將有一波行情，長線投資人可於

今年底前先佈局國泰日經2 2 5 E T F 

(00657)，等日股大漲時再

短線加碼國泰日本正 2 

E T F（0 0 6 5 8 L）；若

日股回檔整理時，也可

善用國泰日本反1 ETF

（00659R）來做避險！

投資小解惑

日經日經225指數有何特色？

日經225指數為依據東京證券交易所一部前225
大公司所編製的股價加權平均指數，上市公司遍
及各產業。此種指數延續時間較長，具有很好的
可比性，成為考察日本股票市場股價長期演變及
最新變動最常用和最可靠的指標，傳媒日常引用
的日經指數就是指這個指數。 

  國泰投信海外投資部協理
胡耿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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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升息循環的
多頭震盪，
操作道瓊ETF
漁翁得利

美
國總統大選的不確定因素告終後，真正

影響美股走向的兩道基本面大菜---升息

循環與經濟復甦，將正式浮上桌面。

國泰投信ETF團隊經理人張家璇表示，美國

若是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貿然升息，將對美股

帶來拉回壓力，但以目前狀況來看，卻是建構

在經濟數據樂觀基礎上的升息循環，效果便大

不相同。

■ 升息初階段最有利多頭　

      善用道瓊ETF捕捉機會

根據歷史經驗，美國聯準會(Fed)

採取升息政策期間，美股通常以上漲

的多頭走勢來回應，1994與

2004年皆如此，唯一例外

是1999年那一次因碰上網

路科技泡沫化而未能保持

多頭。

但聯準會的升息政策通

常會以2~3年來完成，以這

一回所採取的緩慢升息步調

來看，早已連創新高的美股

是否會提早拉回修正呢？

張家璇認為，觀察過去的

經驗，美股在升息階段的前2年走多機率高，

1994年那次的多頭格局甚至延續到整個升息階

段末期，因此，以美國今年才升息一次來看，

即使今年底第二次升息，對美股也應是正面多

於負面。

國泰投信策略研究部副總王誠宏表示，美國

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以目前歐洲、日本與新

興市場都處於調結構與持續寬鬆貨幣的刺激經

濟成長狀態來看，美國是全世界唯一有本錢

採取升息的國家，也代表2017年美股仍有

機會再創高峰。

以9月間聯準會會後所傳達出「美國景

氣穩健向上，然聯準會依然謹慎行事，不

貿然升息，也不會放任景氣過

熱」的訊息來看，國泰投信認

為，經濟狀況良好，貨幣政策

維持溫和寬鬆，對股市而言

是最佳的組合，因此看好美

股的中長期表現。

對於長線投資人來說，過

去遙不可及的美股，目前已可透

過國泰美國道瓊ETF(00668)來加

以佈局，並可採取定期定額投資

的方式，參與美國經濟溫和復甦

  國泰投信策略研究部
    副總王誠宏

擔心美股選後走勢震盪？

還不如看輕基本面趨勢，

善用有利工具來創造長短線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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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

■ 四大趨勢支撐   美股再創新高可期

以長線來看，國泰投信認為有四大機會支撐

美股持續走高：

第一、景氣擴張確認，美股多頭添信心：

由於美國已達充分就業，經驗顯示，就業市

場由弱轉緊俏時（失業率降低至自然失業率以

下），可為美股帶來上漲動能。此外，美國公

債長短利差持續下降，長期資金寬鬆，支撐美

股維持上漲走勢。 

第二、比較全球股市的近期表現，仍以美股

最為強勢：由於各國寬鬆貨幣政策對市場的刺

激效果遞減，股市回歸基本面，美股在本次循

環中，憑藉其創新與競爭力，領先全球股市。

加上近期市場追尋風險時，美股漲勢相對較

強；市場風險趨避時，美股也相對抗跌。 

第三、美國創新能力最強：美國是全球最大

國，多元文化融合加上完善制度，匯聚成最強

大的創新能力。加上美國企業創造出無數改變

人類生活的創新突破，不斷帶來新商機，引領

美國股市長期表現！ 

第四、長期投資，美股最適合：道瓊指數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簡稱「道瓊指數」)成立120

年來，早已增值437倍！儘管曾經歷數次嚴重

的衰退時期，總是可以恢復長期穩健向上趨

勢。加上美股市值全球最大，在MSCI全球股票

指數中權重過半，重要性不可言喻，是資產組

合中不可或缺的必備配置。 

■ 震盪難免   可善用道瓊反向ETF避險

整體而言，美股在低利率、穩成長的環境

下，可維持長期多頭格局，然而，美國可能在

12月升息，在此前後，市場震盪難免，張家璇

認為，當美股短暫修正下跌時，投資人也可善

用國泰美國道瓊反1 (00669R)這種反向ETF來

避險，或者創造下跌時的收益。

但要小心的是，反向ETF不宜長抱，反而是

投資追蹤標的為30檔最強大藍籌股的國泰美國

道瓊ETF，才是美國升息循環初階段最適合長

期佈局的有利標的。

▲ 國泰投信ETF團隊經理人張家璇

投資小解惑

為何要以道瓊指數成分股來佈局美股？

強者恆強！投資，就是要買最好的公司、最好的
股票，道瓊指數的成分股皆為美國各產業最具代
表性的龍頭，更是世界最強的頂級企業。道瓊指
數嚴選30檔強中之強的超大型個股，屹立投資界
120年，是市場上最受矚目的標竿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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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ETF縱橫多空市場，
台、陸、美、日都得利

ETF（Exchange Traded Funds）中文

稱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是一

種在證券交易所交易，提供投資人參與指數表

現的金融商品。

ETF與一般開放式基金同樣由資產管理（投

信）公司發行，亦有基金經理人；但最大的不

同是，ETF的管理方式屬於「被動式管理」，

意即ETF經理人不主動選股操作，指數的成分

股就是ETF的持股內容，主要在追求指數報酬

率。

■ 追蹤指數成分   不必擔心被大盤打敗

簡單來說，ETF的價格會追蹤指數成分股，

投資人買ETF等於買了一籃子的指數成分股。

相對比之下，傳統開放式基金的管理方式則為

「主動式管理」，基金經理人會積極選股、以

創造超越大盤指數的報酬率。

有趣的是，ETF的交易方式就如股票一樣，

價格會在盤中隨時變動，而這個價格又會隨時

緊盯所追蹤的指數，投資人不但可在盤中下單

買賣，報酬也會接近指數漲跌幅，堪稱十分方

便而靈活。

市場高度變動的年代，選股要正確，連專業

的經理人都感覺困難，更何況散戶。因此，直

接追蹤不同指數的ETF，成了不必擔心被大盤

打敗、只需擔心沒跟上大盤腳步的最佳選擇。

也因此，股神巴菲特才說：「個人投資的最

佳選擇，就是買進一支低成本的ETF，並且持

續定期買進，這樣你將會買進一個非常好的投

資標的；事實上，你買進一支ETF，就等於同

時買入所有的產業。」

可別以為ETF只能跟上指數上漲的腳步而做

單邊的多方而已，ETF還可以有槓桿型與反向

型的變化，讓投資人在上漲時創造兩倍漲幅的

獲利，下跌時也能藉由反向操作避險或套利。

■ 正向槓桿加碼上漲利得   

      下跌靠反向ETF避險

原型ETF的投資目標是為追求標的指數的績

效，故淨值走勢貼近標的指數的表現，也就是

當標的指數上漲1%時，原型ETF的報酬也會上

漲約1%，反之亦然。槓桿/反向ETF的投資目

標則是追求標的指數「單日報酬」的倍數，而

非一段期間指數累積報酬的倍數。

當標的指數上漲1％，買進正向2倍ETF可

獲取2％報酬的效果；反之，當標的指數下跌

1％，買進反向1倍ETF則可獲取1％的避險效

果，因此若預期市場即將發動向上攻勢，可買

2016年8月，全球ETF的資產規模高達3兆3550億美元，相當於6個台灣的GDP。 
但在5年前，ETF規模才僅為現今的一半； 
預估5年後，全球ETF規模將再翻倍而突破7兆美元！
（資料來源：資誠201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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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槓桿倍數ETF參與漲升的倍數報酬；若對市

場看法偏空，即可以透過買進反向ETF來獲取

報酬或規避大盤下跌風險。（見下圖）

市場上的ETF琳瑯滿目，投資人選擇適合投

資標的簡單方法，是根據自己所熟悉的國內外

市場，進行景氣趨勢的判讀，再據以掌握追蹤

大盤指數的正、反向ETF即可。

■ 台股看年線   陸股抱藍籌　

      美股定期定額   日股多空雙向組合

複雜一點，則可根據年線、季節法或技術分

析指標等方式來佈局。以下分別就國人所最熟

悉的台股、陸股、美股與日股來做簡單的操作

教學：

  台股

 策略1、10年線操作法：

‧概念：多頭時，台股10年線通常為

支撐線；空頭時，10年線為

上方壓力。

‧作法：多頭格局時當突破或遇支

撐10年線，買進國泰臺灣

加權正2 ETF(00663L)；

空頭跌破或遇壓力10年線

時，買進國泰臺灣加權反1 

ETF(00664R)。（見表一） 

 策略2、大數法則操作法

‧概念：根據過去20年台股價格分布，台股超

過8500點以上機率僅21.1%，低於

6000點以下機率為22.6%。

‧作法：超過8500點後分批買進國泰臺灣加

權反1 ETF(00664R)；低於6000

點後分批買進國泰臺灣加權正2  

ETF(00663L)，長期來說，未來勝率

均接近80%。 

槓桿ETF（Leveraged ETF）：

投資目標：每日追蹤標的指數報酬正向倍數的
ETF，常見槓桿2倍、3倍。
投資組合工具：以現貨搭配期貨、選擇權、權證
或交換契約等衍生性工具進行操作。

反向ETF（Inverse or Short ETF）：

投資目標：每日追蹤標的指數報酬反向或反向倍
數的ETF，常見反向1倍、2倍、3倍等。
投資組合工具：原則上不進行股票現貨投資，而
是以期貨相關商品之操作為主。

當日標的指數上漲 當日標的指數下跌

標的指數

標的指數

2倍槓桿
ETF

2倍槓桿
ETF

1倍反向
ETF 1倍反向

ETF

1%

1%

-1%

2%

-2%

-1%

表一   臺灣加權指數  vs  10年線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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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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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4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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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2016/05

臺股加權指數 10年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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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股

 策略1、供給側改革的藍籌股長抱法

‧概念：看好中國調結構與供給側改革對大型

國企與藍籌股的體質改善最有利

‧作法：定期定額、長線買入國泰中國A50 

ETF (00636)

 策略2、牛市沖天的正2加碼法

‧概念：中國股市具有波動性大、漲升快，以

及強者恆強的特性

‧作法：當發現陸股價量俱揚、人氣沖天時，

立即加碼買入國泰中國A50正2 ETF 

(00655L)，以掌握波段漲幅

 策略3、急跌反向避險套利法

‧概念：陸股波動性風險高，股價易受政策

面、心理面影響，急跌時往往造成多

方獲利回吐

‧作法：在行情重挫時，善用國泰中國A50反1 

ETF (00656R)來做避險或套利操作

美股

 策略1 、季節效應投資法 

‧概念：華爾街諺語說，「Sell in May ，Buy 

in October」。

‧作法：在10月做多道瓊指數，買入國泰美國

道瓊ETF(00668)，至次年8月做空，

賣出國泰美國道瓊ETF(00668)，

反 手 買 進 國 泰 美 國 道 瓊 反 1 

ETF(00669R)，至10月賣出國泰美國

道瓊反1 ETF(00669R) 。 

 策略2 、危機入市法 

‧概念：巴菲特名言「當別人恐懼時，要勇敢

貪婪」，當美股單日大跌時，市場除

了反映利空外，也往往過度反應。 

‧作法：指數單日跌幅超過3.5%(以目前水位

約下跌600點)，買進國泰美國道瓊 

ETF(00668)。 

 策略3 、總統黨派投資法 

‧概念：統計顯示，民主黨擔任美國總統，就

職滿一年與任期屆滿時，道瓊指數上

漲機率較高。 

‧作法：總統大選結果明朗後，若民主黨

候選人當選，買入國泰美國道瓊 

ETF(00668)，持有至任期屆滿。 

 策略4 、定期定額傳家寶法 

‧概念：利用道瓊指數表彰的頂級藍籌績優

股，進行資產配置，跨越景氣循環，

獲得資產長期增值，並藉由紀律投資

獲得打敗指數的超額報酬。 

‧作法：每月月初定期定額買入國泰美國道瓊  

ETF(00668)。 （註 1）

日股

 策略 1、長期投資選藍籌 

‧概念：利用日經225指數所表彰的優質藍籌

股，進行長期資產配置。

‧作法：定期定額；於每年年初買入原型的國

泰日經225 ETF(00657)。

 策略2、波段趨勢好順手 

‧概念：利用槓反ETF特性，預期趨勢出現

時，加速累積獲利。

‧作法：預期利多出台，買入國泰日本正2 

ETF(00658L)；預期日股走跌，買

入國泰日本反1 ETF(00659R)。

 策略3、多空雙向組合拳 

‧概念：當盤勢不明，利用槓反型ETF的特

性，建立進可攻、退可守的組合。 

‧作法：買入國泰日本正2 ETF (00658L)+ 國

泰日本反1 ETF(00659R)各一單位，

把握日股波段反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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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簡稱「道瓊指數」)



【國泰投信獨立經營管理】注意：本公司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基

金絕無風險。本公司(本期貨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

本公司(本期貨信託事業)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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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可向本公司及基金之銷

售機構索取基金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或至本公司網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或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自行下載。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期信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

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公司基金之績效，本公司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各基金公開說明書。

基金上市日前(不含當日)，經理公司不接受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數之買回。

基金投資一定有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金額之全部，基金所涉匯率風險及其它風

險詳參基金公開說明書。

國泰富時中國A50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富時中國A50單

日反向1倍基金投資地區包含大陸地區，可能因產業循環或非經濟因素導致價格劇烈

波動，另由於大陸地區市場機制不如已開發市場健全且對外匯管制較嚴格，政經情勢

或法規變動亦較大，可能對基金報酬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

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富時

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

2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及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向1倍

基金具有槓桿或反向風險，其投資盈虧深受市場波動與複利效果影響，與傳統指數股

票型基金不同。前述基金不適合追求長期投資且不熟悉前述基金以追求單日報酬為投

資目標之投資人。投資人交易前，應詳閱各基金公開說明書並確定已充分瞭解基金之

風險及特性。 

國泰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係以日經225期貨為

主要追蹤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指數或反向1倍指數之工具，經理公司將對因此所產生

之基差進行相關控管，相關風險及控管措施，請詳見基金公開說明書。 

槓桿型ETF及反向型ETF特別注意事項:

1.  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富

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

正向2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及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

向1倍基金係採用指數化策略，自上市日起分別以追蹤富時中國A50指數單日正向

2倍報酬表現、富時中國A50指數單日反向1倍報酬表現、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指

數績效表現、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指數績效表現、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

價日報酬正向兩倍指數績效表現、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日報酬反向一倍

指數績效表現及道瓊斯工業平均單日反向指數績效表現為目標，將每日調整投資組

合，使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

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2倍基金整體正向曝險部位貼近基金淨資產價值200%；國

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

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及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整體反向曝險部位

貼近基金淨資產價值100%。另外國泰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富時日本單

日反向1倍基金將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易或新臺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

權交易、外幣間匯率避險（Proxy Basket Hedge）（含匯率、遠期外匯、換匯換利

交易及匯率選擇權等）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匯率避險工具，以規避資產組合中外

幣兌新臺幣之曝險。

2.  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富

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及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單日反向1倍基金之正向或反向倍數之報酬率，僅限於單日，但前述基金可能因為

每日調整投資組合、持有之證券及證券相關商品價格反應不一致、期貨價差變動、

匯率變動、指數除息等因素而影響基金單日報酬偏離標的指數之單日正向2倍或反

向1倍報酬。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1倍

基金之正向或反向倍數之報酬率，僅限於單日，但前述基金可能因為每日調整投資

組合、持有之證券及證券相關商品價格反應不一致、期貨價差變動、指數除息等因

素而影響基金單日報酬偏離標的指數報酬率。 

3.  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富

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

正向2倍基金、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及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

向1倍基金為策略交易型產品，不適合長期持有，僅符合適格條件之投資人始得交

易。

4.  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金累積報酬

率可能會偏離同期間標的指數正向2倍或反向1倍之累積報酬。國泰富時日本單日正

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及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向1倍

基金累積報酬率可能會偏離同期間標的指數之累積報酬。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

向2倍基金及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累積報酬率可能會偏離同期間標的

指數之累積報酬，標的指數累積報酬亦可能會與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

數累積報酬之相對應正向倍數或反向倍數產生偏離。關於複利效果釋例說明如下，

詳細釋例請見各基金公開說明書。

‧  「富時中國A50指數」、「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指數」及「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指數」(「指

數」) 中之所有權利均歸富時國際有限公司(「富時集團」)所有，指數資料來源為富時國際有限

公司(「富時集團」)© FTSE 2015。「FTSE®」為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公司之商標，由富時集團

依據授權使用。富時指數及/或富時評等之所有權利均歸富時集團及/或其授權方所有。富時集團

及其授權方拒絕對任何人承擔因富時指數及/或富時評等或其中之資料之錯誤或疏漏所導致之任

何責任。未經富時集團之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散佈富時資料。

‧  國泰富時中國A50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正向2倍基金、國泰富時中國A50單日反向1倍基

金、國泰富時日本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富時日本單日反向1倍基金(「基金」)由國泰投信獨家

開發。該指數由富時集團或其代理機構計算。富時集團及其授權方與「基金」無關，亦不對「基

金」進行贊助、提供建議、推薦、認可或推廣，也拒絕對任何人承擔因使用、信賴指數或指數中

的任何錯誤，或投資於或經營「基金」所導致的任何責任。富時集團不會對於「基金」所獲得之

結果或該指數用於國泰投信所表述之相關目的作出任何聲明、預測、保證或陳述。

‧  「日經平均股價指數」（以下稱「本指數」）為日商日本經濟新聞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日

經公司」)所研發並受著作權保護之商品。本指數包含著作權在內之智慧財產權，均由日經公司

所保有。日經公司不負持續發布本指數之義務，且對本指數發布上之錯誤、延遲以及暫停，均不

負責。本ETF並未受有日經公司之保薦、推薦或促銷。日經公司對於本ETF之管理與交易，不負

任何義務或責任。

‧   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正向2倍基金及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1倍基金並非由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證交所」)贊助、認可、銷售或推廣；且證交所不就使用「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

量加權股價日報酬正向兩倍指數」和「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日報酬反向一倍指數」及

／或該指數於任何特定日期、時間所代表數字之預期結果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擔保或聲明。

「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日報酬正向兩倍指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日

報酬反向一倍指數」係由證交所編製及計算；惟證交所不就「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日

報酬正向兩倍指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日報酬反向一倍指數」之錯誤承擔任何

過失或其他賠償責任；且證交所無義務將指數中之任何錯誤告知任何人。

‧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業已自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使用臺灣證券交易所發

行量加權股價日報酬正向兩倍指數或其簡稱臺指日報酬兩倍指數 及 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

股價日報酬反向一倍指數或其簡稱臺指反向一倍指數之授權。

‧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Index)/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向指

數(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PR Inverse Carry-Free Daily Index)(以下統稱「指數」)是S&P 

Dow Jones Indices LLC 或其關係人(“SPDJI”)的產品，且已授權予國泰投信使用。Standard 

& Poor’s®及S&P®為Standard & Poor’s Financial Services LLC (“S&P”)之註冊商標；

Dow Jones ®為Dow Jones Trademark Holdings LLC (“Dow Jones”)之註冊商標；

這些商標已授權予SPDJI使用，並已再授權予國泰投信使用於特定用途。SPDJI、Dow 

Jones、S&P及其各自之關係人均不贊助、擔保、銷售或宣傳國泰美國ETF傘型基金之

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國泰美國ETF傘型基金之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

反向1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且任一方皆不就該產品之可投資性作出任何聲明，對於指

數之錯誤、遺漏或中斷亦不負任何責任。」

當富時中國 A50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漲 5%

當富時中國 A50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跌 5%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A50指數 10.25% 10% A50指數 -0.25% 0%

A50單日正向 2倍報酬 21% 20% A50單日正向 2倍報酬 -1% 0%

A50單日反向 1倍報酬 -9.75% -10% A50單日反向 1倍報酬 -0.25% 0%

當富時日本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漲 5%

當富時日本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跌 5%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富時日本指數 10.25% 10% 富時日本指數 -0.25% 0%

富時日本單日正向 2倍
指數

21% 20% 富時日本單日正向 2倍
指數

-1% 0%

富時日本單日反向 1倍
指數

-9.75% -10% 富時日本單日反向 1倍
指數

-0.25% 0%

當臺股加權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漲 5%

當臺股加權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跌 5%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臺股加權指數 10.25% 10% 臺股加權指數 -0.25% 0%

臺指日報酬兩倍指數 21% 20% 臺指日報酬兩倍指數 -1% 0%

臺指反向一倍指數 -9.75% -10% 臺指反向一倍指數 -0.25% 0%

當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第一天漲 5%，第二天
漲 5%

當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第一天漲 5%，
第二天跌 5%

項目 2天總計報酬率 項目 22天總計報酬率

道瓊指數 10.25% 10% 道瓊指數 -0.25% 0%

道瓊單日反向指數 -9.75% -10% 道瓊單日反向指數 -0.25% 0%



台北總公司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號 6樓 
電話：(02) 2700-8399 

  

新竹分公司 
地址：302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 133號 6樓 
電話：(03)553-0339 

  

台中分公司 
地址：404台中市北區進化路 581之 7號 (國泰育仁通商大樓 8樓 ) 
電話：(04)2234-1269 
  

高雄分公司 
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148號 14樓 
電話：(07)285-1269 
  

網址：https://www.cathayholdings.com/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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