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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功（Accomplished）、想富裕（Affluential）、想美好（Appealing），

幸福的3A人生，是你我追求的最終目標，

但人生就像「大富翁」遊戲，由一連串的機會和命運組成，

如何避開曲折的道路，直達幸福的終點，

關鍵在於把握每個投資「機會」，才能改變命運，找到通往3A人生的捷徑！

打造3A人生，從投資國泰3A旗艦ETF開始～



用國泰 旗艦ETF，打造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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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 00737 掛牌上市日 2018/6/11

追蹤指數
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

慧及機器人指數
收益分配 無

指數代碼
(Bloomberg)

NQROBO〈INDEX〉
經理費(年) 0.85%

保管費(年) 0.25%

股票代號 00636 掛牌上市日 2015/4/1

追蹤指數 富時中國A50指數 收益分配 無

指數代碼
(Bloomberg)

XIN9I〈INDEX〉
經理費(年)

•100億(含)以下：0.95％
•超過100億~150億(含)：0.85％
•超過150億~200億(含)：0.75％
•超過200億：0.65％

保管費(年) 0.10%

股票代號 00743 掛牌上市日 2018/8/3

追蹤指數 富時中國A150指數 收益分配 無

指數代碼
(Bloomberg)

XIN150PR〈INDEX〉
經理費(年) 0.90%

保管費(年) 0.10%



投資期間 近一年 近三年 近五年

年化報酬率 3.03% 5.30% 12.61%

年化波動度 12.92% 15.89% 18.18%

夏普值 0.15 0.27 0.64

年賺13%的 投資組合

掌握潛力股，跟對趨勢產業！投資組合等權重配置3A，不僅掌握中國新

經濟成長潛力，亦抓緊AI及Robot科技的爆發力。

根據統計，持有3A投資組合五年，年化報酬率為12.61%，累積報酬

74.62%，也就是投資100萬，五年就有機會拿回近17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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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AI+Robo、A50、A150）等權重配置之累積報酬率

註：單筆投資分別以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富時中國A50指數、富時中國A150指數為例，三檔等權重係指前述三檔指數之資產配
置各為1/3；平均年化報酬率係指過去投資期間之平均收益率；平均年化波動度則為過去投資期間之平均價格波動。無風險利率為台灣銀行1年期定存
利率1.035%。過去之績效不代表未來之績效表現，亦不保證最低投資收益，上述指數僅供參考用途，各指數之歷史績效不應視為現在或未來績效之保
證，亦不代表基金之報酬率。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2018/7/31



註：定期定額投資以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為例，每月月底扣款，每月投資金額為10,000元，投資報酬率以2018/7/31之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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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數僅供參考用途，各指數之歷史績效不應視為現在或未
來績效之保證，亦不代表基金之報酬率。 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2010/8/31～2018/7/31

每月1萬 ，八年翻1倍

以過去八年為例，定期定額投資AI+Robo，一年賺6%、四年賺近5成，持

續投資不間斷，時間複利效果愈大，累積八年不僅獲利翻倍（達105%），

其投資效益與一年相較，本金差8倍，成果卻差15倍，財富累積魔力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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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定期定額10,000元投資AI+Robo之累積報酬率

投資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投資成本 120,000元 240,000元 360,000元 480,000元 600,000元 720,000元 840,000元 960,000元

累積財富 127,143元 297,528元 505,636元 713,885元 945,865元 1,250,522元 1,606,387元 1,968,839元



註：定期定額投資A股分別以富時中國A50指數、富時中國A150指數為例，每月月底扣款，每月投資金額皆為10,000元。統計期間分別為2008/1/31～
2009/7/31、2009/7/31～2015/4/30、2015/4/30～2018/5/31；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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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數僅供參考用途，各指數之歷史績效不應視為現在或未來績效之保證，亦不代表基金之報酬率。

，長抱收益微笑連連

定期定額投資A50及A150，再也不怕重大事件干擾！

統計過去十年，歷經股市3次微笑曲線，最高投資報酬率超越75%！現今

中美貿易動盪之際，可能是你再次微笑豐收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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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定額A50十年之報酬走勢圖

微笑曲線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事件 金融危機 打房、調結構 人幣重貶熔斷機制

指數變化 -22.22% 8.16% -12.82%

投資期間 19個月 70個月 38個月

投資報酬率 38.40% 67.99% 13.70%

微笑曲線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事件 金融危機 打房、調結構 人幣重貶熔斷機制

指數變化 -18.29% 39.57% -28.72%

投資期間 19個月 70個月 38個月

投資報酬率 41.75% 75.17% 1.43%

定期定額A150十年之報酬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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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 貿易戰？



過去十年，歷經股市三次微笑曲線，等權重定期定額投資3A，平均每年

投資報酬報率達12%！

註：定期定額投資分別以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富時中國A50指數、富時中國A150指數為例，每月月底扣款，每月投資金額各為
10,000元計算。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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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
數僅供參考用途，各指數之歷史績效不應視為現在或未來績效之保證，亦不代表基金之報酬率。

靠微笑曲線投資 ，年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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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曲線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事件 金融危機 打房、調結構 人幣重貶熔斷機制

投資期間
2008/1/31～2009/7/31

（19個月）

2009/7/31～2015/4/30

（70個月）

2015/4/30～2018/5/31

（38個月）

每月等權重投資3A之報酬率 29.94% 69.67% 18.34%

過去十年上證綜合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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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



全球三大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中，無論是產業佈局、持有股數或加權方

式，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NQROBO）皆脫穎而出。

跟對指數，大賺 趨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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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名稱 編制機構 投資AI 投資Robo 持有股數 加權方式
前十大
持股佔比

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 Nasdaq & CTA ○ ○ 98
改良式
等權重

23.16%

ROBO全球機器人與自動化指數 ROBO Global ╳ ○ 88 等權重 21.70%

IBOTZ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指數 Indxx ○ ○ 28 市值加權 69.10%

NQROBO指數由全球最純正的AI及機器人開發公司組成，加權方式採「改

良式等權重」，均衡佈局且完整掌握潛力新星的成長爆發力。

累積報酬率
指數名稱 近一個月 近三個月 今年以來

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 2.92% 5.00% 4.36%

ROBO全球機器人與自動化指數 1.89% 1.22% -0.77%

IBOTZ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指數 1.13% -3.36% -5.11%

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2018/07/31【上述指數僅供參考用途，各指數之歷史績效不應視為現在或未來績效之保證，亦不代表基金之報酬率】

納斯達克CTA全球
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

ROBO全球機器人
與自動化指數

IBOTZ機器人
與人工智慧指數

三大指數之產業配置權重

科
技
股
為
主



資料來源：Bloomberg、國泰投信整理，2018/7/31
注意：以上個股非為股票推薦之意，且不為未來投資獲利之保證，僅為示意參考，投資人須衡量自身之投資風險

否極泰來，反彈力道強勁

價值投資首選， 白馬藍籌盡出

金融危機後，A股曾歷經3次大跌反彈，

統計反彈後三個月，富時A50的表現皆優

於上證180及滬深300，且平均漲幅約

26%。貿易戰後，可望迎來波段黃金漲幅。

富時中國A50指數，集合A股市值前50大

公司，具備高股息殖利率、低本益比與

獲利穩定的特色，為最具代表的大型龍

頭股。

A50價值投資當道

富時中國A50享低本益比及高股息率金融危機後，A股低檔反轉向上之陸股指數三個月漲幅

2011/11/30～2012/2/29 2014/9/30～2014/12/31 2016/2/29～201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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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中國A50 MSCI A股
國際通

上證180 滬深300 深證綜指上證指數

10.26
11.43 11.61

13.50 12.83

24.46

股息率 本益比



資料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富時指數公司、國泰投信整理，2018/5
注意：以上個股非為股票推薦之意，且不為未來投資獲利之保證，僅為示意參考，投資人須衡量自身之投資風險

生力軍出頭，投資接地氣

新產業潛力大， 驅動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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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中國A150指數精準投資中國新經濟

的陸股指數，完整涵蓋智慧創新、綠能

環保、消費升級和一帶一路明星產業，

是長期增值的絕佳配置。

集結滬、深兩市市值第51～200位的150

檔二線藍籌股大公司，其擁有獲利穩定、

高成長及流動性佳之優勢；產業著重龐

大內需消費，為中國新經濟之代表。

二線股出頭天

創新中國-科大訊飛 綠色中國-金風科技

全球前十大最聰明企業，

開發的智醫助理機器人，

更通過中國執業醫師考

試。

全球最大風力發電機製

造商，吸引蘋果積極入

股，是中國新能源重要

推手。

消費中國-青島海爾 建設中國-三一重工

撼動全球地位的白色家

電供應商，全球每７人

就有１人是海爾用戶。

全球最大混凝土機械製

造商，杜拜塔、鳥巢體

育館都有其設備參與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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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時中國A150指數產業分佈

產業分佈均勻，

瞄準龐大內需消費



國泰ETF專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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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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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學投資，獲知好康訊息 隨時掌握投資大小事

@國泰FB粉絲專頁x LINE善用
工具



重要聲明：本文件僅為本公司提供客戶之一般參考資料，並非針對特定客戶之投資建議，且在文件的撰寫過程中，也
未考量讀者個別的財務狀況與需求，故本文件所提供的資訊無法適用於所有客戶或投資人，讀者應審慎考量本身之投資風險，並就投資結果自行
負責。本文件之製作，係以本公司認為可靠之資訊為依據，本公司雖盡力使用可靠且廣泛的資訊，但本公司並不保證各項資訊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本文件中所提出之意見係為本文件出版當時的意見，相關資訊或意見若有變更，本公司將不會另行通知。本公司亦無義務更新本文件之內容或追
蹤研究本文件所涵蓋之主題。本文件不得視為買賣有價證券或其他金融商品的要約或要約之引誘。非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不得發送或轉送本
文件予第三人轉載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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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盡善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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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thayholdings.com/funds)或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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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富時中國A50基金、國泰富時中國 A150 ET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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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投資地區含新興市場者，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經情勢穩定度及匯率走勢亦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影響。「富時
中國A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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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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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富時中國A150ETF基金（「基金」）皆由國泰投信開發。基金與倫
敦證券交易所集團公司及其旗下企業（統稱"LSE Group"）之間沒有關聯，亦未由其贊助、背書、銷售或推廣。 FTSE Russell是LSE Group公司旗下之企業名
稱。 富時中國A150指數（「指數」）的全部權利皆歸屬於擁有指數之LSE Group 旗下公司所有。 “FTSE® ” “Russell® ”、“FTSE Russell® ”、“MTS® ”、
“FTSE TMX® ”、“FTSE4Good® ”、“ICB® ”、 “The Yield Book® ”均為相關LSE Group公司之商標，並由其他LSE Group旗下公司根據授權使用。指數由FTSE

International Limited或其關係企業、代理人、合作夥伴計算或代為之。LSE Group概不就（a）使用、依賴或任何與指數相關之錯誤或（b）基金之投資或營運
所致之責任，對任何人負責。LSE Group概不就基金所獲得之結果或國泰投信提出之指數適合性作出聲明、預測、保證或陳述。國泰納斯達克全球人工智慧及
機器人基金(以下稱「本基金」) 並非由Nasdaq, Inc.或其關係企業(以下稱「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所贊助、認可、出售或推廣。關於本基金的合法性、適合
性，或就本基金之說明與揭露的正確性或充分性，皆無經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批准。就一般證券投資或具體投資本基金的適當性，或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
智慧及機器人指數追踪一般股票市場表現的能力，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對本基金所有人或任何大眾，概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聲明或保證。納斯達克及其關
係企業與經理公司（下稱「被授權人」）之間所存在的唯一關係，包含授權使用Nasdaq®、NASDAQ®、Nasdaq C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Index
SM、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納斯達克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的特定商品名稱，及使用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
智慧及機器人指數，而此指數係在納斯達克不予考量被授權人或本基金的情形下，由納斯達克決定、製作並計算之。納斯達克決定、編製或計算納斯達克CTA

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時，並無義務將被授權人或商品所有人的需要納入考量因素。就本基金發行時機、價格或數量的決定；或本基金被轉換成現金所用
方程式之決定或計算，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概不負擔任何責任，且實際上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亦無參與其中。就本基金之管理、行銷或交易，納斯達克及
其關係企業概不負擔任何責任。就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計算或其中所包含之任何數據的正確性及/或連續性，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不負保
證責任。就被授權人、商品所有人或任何其他人或實體，使用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或其中包含之任何數據將得到之成果，納斯達克及其關
係企業概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證。就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或其中包含之任何數據其商品效能或特定目的或用途的適合性，納斯達克及
其關係企業概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證，且明確否認所有保證責任。不以上述為限，且在任何情況下，即使已告知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相關損害發生的可
能性，就任何利潤損失或特殊的、從屬的、懲罰性的，間接的或附隨的損害，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概不負擔任何責任。Nasdaq®、NASDAQ®、Nasdaq C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Index SM、納斯達克CTA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納斯達克全球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指數係屬Nasdaq, Inc.所擁有之註冊商
標，並被授權允許經理公司使用。關於本基金的合法性或適合性並未經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批准。本基金亦非由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所發行、認可、出售
或推廣。就本基金，納斯達克及其關係企業概不作任何保證亦不負擔任何責任。

【國泰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 客服專線（02）7713-3000 ｜ 台北總公司地址：106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39號6樓



單筆投資3A(AI+Robo、A50、A150)等權重配置之累積報酬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