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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績優退撫福利儲金vs.公辦私校退撫 

 
 

 
風險屬性 

本校退撫儲金 公辦私校退撫儲金 

積極型 5檔基金(自選) 
自負盈虧 

投資組合(股票部位45%、債券部位55%) 
自負盈虧 
限制風險屬性 

成長型 7檔基金(自選) 無 

穩健型 10檔基金(自選) 
自負盈虧 

投資組合(股票部位30%、債券部位70%) 
自負盈虧 
限制風險屬性 

保守型 3檔基金(自選) 
100%保本(仍有虧損可能) 

投資組合(100%投資固定收益) 
保證收益(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強制轉換 

私立學校 
存款型 

100%保本 
保證收益(年息0.625%) 

無 



本校退撫儲金-積極型基金(5檔) 

夏普指數=(風險溢酬)/總風險 

基金名稱 基金組別 投資地區 幣別 夏普值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貝萊德世界
黃金基金 

商品及能
源股票 全球基金 美元 0.0614 3.5 12.04 -16.78 -21.01 -9.15 482.42 

貝萊德新興
歐洲基金 

新興市場
股票 東歐 歐元 0.079 -2.83 12.37 1.75 -17.83 -10.24 941.6 

富達印度聚
焦基金 

單一國家
股票 印度 美元 0.0532 3.93 12.83 5.15 -22.14 -4.48 139.84 

富蘭克林坦
伯頓全球投
資系列－金
磚四國基金 

新興市場
股票 金磚四國 美元 -0.0449 -5.92 2.69 -10.5 -28.75 -27.11 23.15 

匯豐環球投
資基金-巴
西股票基金 

單一國家
股票 巴西 美元 -0.0308 -2.89 7.13 0.6 -25.47 -21.64 125.8 



本校退撫儲金-成長型基金(7檔) 

基金名稱 基金組別 投資地區 幣別 夏普值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永豐永豐基
金 台灣股票 台灣 新台幣 0.0361 -5.38 3.71 0.28 -9.59 2.36 151.7 

坦伯頓全球
投資-亞洲
成長基金 

亞洲太平
洋股票 

亞洲 (日
本除外) 美元 0.1313 0.89 7.7 7.85 -6.31 17.05 278.92 

富達全球工
業基金 環球股票 全球基金 歐元 0.135 -2.19 8.78 -1.14 -12.29 -3.7 130.38 

富達東協基
金 

亞洲太平
洋股票 

東南亞國
家聯盟 美元 0.2302 -2.15 8.45 13.46 4.77 35.93 443.02 

德盛中國基
金 

單一國家
股票 中國 美元 -0.0093 6.09 11.05 9.05 -19.04 -11 562.01 

駿利美國各
型股增長基
金A美元累
計 

北美股票 美國 美元 - -1.85 -5.13 0.74 11.98 14.13 22 

貝萊德世界
黃金基金 

商品及能
源股票 全球基金 歐元 0.1147 1.76 11.61 -10.89 -19.68 -8.79 682.92 



本校退撫儲金-穩健型基金(10檔) 

基金名稱 基金組別 投資地區 幣別 夏普值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坦伯頓全球投資-
新興國家固定收益
基金 

環球債券 全球新興
市場 美元 0.2509 1.61 8.51 9.13 7.95 15.28 798.7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
球投資系列－亞洲
債券基金（再投資） 

亞洲太平
洋債券 亞太 美元 0.1909 1.12 5.76 3.34 3.85 9.18 56.36 

富達美元高收益基
金(再投資) 北美債券 美國 美元 0.3588 -1.24 3.58 9.47 10.03 21.05 91.1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
球投資系列-全球
債券基金(美元) 

環球債券 全球基金 美元 0.2053 -0.41 8.45 8.38 6.39 10.76 450.8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
球投資系列-全球
債券基金(歐元) 

環球債券 全球基金 歐元 0.3333 0.5 9.56 8.93 7.23 11.82 139.92 



本校退撫儲金-穩健型基金(10檔) 

基金名稱 基金組別 投資地區 幣別 夏普值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景順新興貨幣
債券基金A 環球債券 全球新興

市場 美元 0.1533 0.4 8.14 11.37 7.04 12.16 41.71 

德盛德利歐洲
成長基金 歐洲股票 歐洲 歐元 0.2922 4.07 16.49 27.65 15.62 26.52 240.29 

聯博-美國收
益基金A2股 北美債券 美國 歐元 0.2961 -1.7 3.67 4.6 8.25 13.91 90.19 

摩根富林明全
球平衡基金 環球平衡 全球基金 新台幣 0.0082 -1.51 2.86 3.04 -1.27 -0.67 49.25 

保德信全球醫
療生化基金 

生物科技
\健康護
理股票 

全球基金 新台幣 0.1624 -1.11 8.23 22.44 14.49 16.54 95.9 



本校退撫儲金-保守型基金(3檔) 

基金名稱 基金組別 投資地區 幣別 夏普值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成立至今 

復華全球
債券組合
基金 

環球債券 全球基金 新台幣 0.1703 1.84 5.22 5.47 2.15 9.46 33.1 

復華奧林
匹克全球
組合基金 

環球平衡 全球基金 新台幣 0.132 1.03 4.49 6.18 0.37 37.4 37.4 

景順策略
債券基金
A-MD股
(配現) 

環球債券 全球新興
市場 美元 0.4052 0.6 8.09 13.77 14.33 24.3 73.38 



公辦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積極型 



公辦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穩健型 



公辦私校退撫儲金投資組合-保守型 



公辦私校退撫儲金簡化試算參考 
(僅供參考，不保證績效) 



本校退撫儲金投資操作概況 
可申請人數 369 
申請投資人數 77 (21%) 
報酬率(平均) -6.82% -13.67% (2011年) 
選取基金數目(平均) 3.16 2.92 (2011年) 

熱門基金排行 
基金名稱 投資人數 基金名稱 投資人數 

1.私立學校存款型 36 6.富達印度聚焦基金 16 
2.坦伯頓新興國家 29 7.富坦全球投資-坦

伯頓亞洲成長基金A 
15 

3.德盛中國基金-A配息類
股(美元) 

20 8.貝萊德世界黃金 14 

4.富坦全球投資系列-金
磚四國基金 

18 9.永豐永豐基金 12 

5.匯豐環球投資基金-巴
西股票股 

17 10.復華全球債券組
合基金 

12 



個人投資績效排名 
排序 報酬率 標的名稱  期末信託本金   配現金額   應付費用  參考市值 

1 15.31% 

景順策略債券基金A-MD股(配現)                    
34,357  

            
1,677  

                 
72  37756.94 

永豐永豐基金                    
12,629  

                  
-    

                 
60  11664.749 

富達東協基金                    
45,809  

                  
-    

                 
88  48875.203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                    
21,730  

                  
-    

                 
40  21724 

2 10.57% 坦伯頓新興國家                    
51,626  

                  
-    

               
104  57189.25 

3 9.41% 

富達東協基金                    
17,912  

                  
-    

                 
32  19629.598 

貝萊德世界黃金                    
23,881  

                  
-    

                 
48  22454.52 

永豐永豐基金                    
17,910  

                  
-    

                 
32  16027.455 

4 9.27% 

富達東協基金                      
7,525  

                  
-    

                 
16  8238.329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巴西股票                      
7,524  

                  
-    

                 
16  5900.208 

富達印度聚焦基金                      
7,525  

                  
-    

                 
16  6727.354 

霸菱全球資源基金                      
7,525  

                  
-    

                 
16  7511 

5 8.94% 坦伯頓全球債券                    
69,232  

                  
-    

               
136  75556.04 



敬祝 
新年行大運 

健康快樂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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