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

-31-

投資目標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將最少三分之二的總資產 (
不計算附屬流動資產 ) 投資於多元化的公司股票
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詳情請參閱基
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

基金基本資料基金基本資料

基金經理 基金經理 
Michael Fraikin, 法蘭克福 , 2002 年 6 月 起管理本基金
Thorsten Paarmann, 法蘭克福 , 2007 年 3 月 起管
理本基金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2000/11/06

法律地位 法律地位 盧森堡 SICAV，UCITS 地位

類股計價幣別 類股計價幣別 歐元

資產淨值 資產淨值 
A( 歐元對沖 ) 股歐元                                13.04     歐元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12.70     美元

A 穩定月配息 (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9.87     美元

A 股歐元                                                     18.67     歐元

近12個月高點 近12個月高點 
A( 歐元對沖 ) 股歐元             13.04  歐元  2017/04/28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12.70  美元  2017/04/28

A 穩定月配息 ( 美元對             9.87  美元  2017/04/28
沖 ) 股 美元                   

A 股歐元                                  18.67  歐元  2017/04/28

近12個月低點 近12個月低點 
A( 歐元對沖 ) 股歐元             10.75  歐元  2016/06/27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10.37  美元  2016/06/27

A 穩定月配息 ( 美元對           8.46  美元  2016/06/27
沖 ) 股 美元                    

A 股歐元                                  15.43  歐元  2016/06/27

基金規模 基金規模 歐元   6.08   十億

經理費 經理費 1.30%

指數 指數 MSCI Europe-ND

經理人季報告經理人季報告
歐洲股市於 2017 年第 1 季上揚。歐洲經濟數據顯示其活動走勢強勁，且歐洲企業獲利預估將持續走揚。歐
元區經濟持續表現強勁並達到市場預期。且該地區失業率降至近八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區內民營行業活動
指標及領先的經濟成長指標 - 採購經理人指數持續走升，於 3 月份上升至 71 個月以來的最高水準。與英國
脫歐公投後市場出現的大規模的行業輪動不同的是，英國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後市場反應溫和。從第 1 季的
表現歸因來看，投資組合選股為表現理想的最主要因素。主要貢獻因素來自股票動能及防禦型持股。偏低
大型 / 超大型股亦有所幫助。主動型行業權重及本基金偏重斯堪地納維亞股票造成負面影響。進入第 2 季，
本基金仍以最大比重配置於工業股。

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Equity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Equity
FundFund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A股歐元

年度績效*年度績效*
% 20162016 20152015 20142014 20132013 20122012
A(歐元對沖)股歐元 2.65 11.44 - - -

A(美元對沖)股美元 -1.45 14.06 - - -

A穩定月配息(美元對沖)股美元 -1.46 - - - -

A股歐元 -2.23 15.19 12.58 23.27 16.97

前十前十大投資% 大投資% (總持量: 103)
持有投資 產業 國家別持有投資 產業 國家別 比重 比重
EURO STOXX 50 Jun17VGM7 指數 德國 2.2

Aena 工業 西班牙 2.0

ING 金融 荷蘭 2.0

Sandvik AB 工業 瑞典 2.0

Atos 資訊科技 法國 1.9

UPM 原物料 芬蘭 1.9

Atlas Copco 工業 瑞典 1.9

Mondi 原物料 南非 1.9

Logitech International 資訊科技 瑞士 1.8

Adecco 工業 瑞士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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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績效*累積績效*
%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2 年 3 年3 個月 6 個月 1 年 2 年 3 年
A(歐元對沖)股歐元 8.04 9.67  15.60  11.84  -

A(美元對沖)股美元 8.55  13.09  14.31  6.28  -

A穩定月配息(美元對沖)股美元 8.56  13.11  14.25  -  -

A股歐元 8.17  12.40  12.74  5.66 32.79



-32-景順投信 獨立經營管理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2 樓 客服專線：0800-045-066 網址：www.invesco.com.tw

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Equity FundInvesco Pan European Structured Equity Fund
景順歐洲指標增值基金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A股歐元
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

* 基金績效來源：Morningstar，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原幣計算，單位 %。© 2017 版權為 Morningstar Inc. 所有。本報告所包含的資料 : (1) 屬於 
Morningstar 及其資料來源提供商的專利 ; (2) 不可複製或散佈及 (3) 不擔保本報告內容的準確性、完整性或及時效性。Morningstar 及其資料來源提供商不會
就使用本報告而引起的任何賠償或損失承擔責任。資產配置相關數據是 Morningstar 參考景順 (Invesco) 所提供的基金之所有持股資料作計算。Morningstar 
所授權之工具和內容是由交互式數據管理解決方案發展而成。 

投資地區投資地區 %

英國 25.0

瑞士 13.5

德國 9.3

法國 8.3

瑞典 7.4

西班牙 7.1

丹麥 5.1

挪威 4.3

其他 14.0

現金 5.9

產業分佈產業分佈 %

工業 23.5

原物料 13.7

非消費必需品 11.4

健康護理 8.9

通訊服務 8.1

消費必需品 6.7

資訊科技 6.7

公用事業 5.9

其他 9.2

現金 5.9

其他資訊其他資訊
彭博代碼彭博代碼                        
A( 歐元對沖 ) 股歐元                                  IPESAAE  LX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INPEAUH LX

A 穩定月配息 (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IPEAMUS LX

A 股歐元 INVELND LX

ISIN 代碼ISIN 代碼                        
A( 歐元對沖 ) 股歐元                              LU1075213998

A(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LU1075211356

A 穩定月配息 ( 美元對沖 ) 股美元       LU1297948280

A 股歐元 LU0119750205

晨星星號評等™晨星星號評等™   ★★★★★
晨星 (Morningstar) 星號評等：
該評等依據三大核心原則：1. 同類型基金比較 2. 對基金長期表
現的評定 3. 將基金成本和投資人風險厭惡納入考量，並根據基金
Morningstar 調整風險後收益 (MRAR) 排名而得出。根據 MRAR
的結果，基金於所屬組別內得分愈高、其所獲的星號評等也愈高。

資訊公告資訊公告
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景順投信網站 www.invesco.com.tw

得獎紀錄得獎紀錄
．2009理柏台灣基金獎－三年及五年歐洲股票組別
．2014晨星最佳基金獎(台灣)－歐洲股票型
．2015晨星最佳基金獎(台灣)－歐洲股票型
．2015理柏台灣基金獎－歐洲股票五年期

獎項資料來源︰ Lipper、Morningstar，獎項評選期
間至各頒獎年度前一年年底

注意事項與警語注意事項與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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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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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提僅為舉例，絕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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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績效，本基金投資風險請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本文所提僅為舉例，絕
無個股 / 債券推薦之意，也不代表基金日後之必然持股 / 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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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無個股 / 債券推薦之意，也不代表基金日後之必然持股 / 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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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
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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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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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vesco.com.tw 基金之「配息組成項目」查詢。料請至景順投信公司網站 http://www.invesco.com.tw 基金之「配息組成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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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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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穩定月配息股份類別而言，投資者務請留意以下各項：
a) 本基金可酌情自本股份類別的資本撥付部分股息；
b) 從資本撥付股息即屬自投資者的原有投資或自該原有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作部分退還或提款；
c) 任何分派若牽涉從該類股份的資本撥付派息，或會令每股資產淨值即時下降；
d) 股息成份（即過去 12 個月自 (i) 可分派收入淨額及 (ii) 資本中撥付的相對款額）（「股息成份資料」）可向台灣總代理景順投信要求索取，並載於 www.
invesc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