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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一般專案高建置費用與冗長時程，這套「資產配置 -財富規劃系統」 (MPC-Financial Planning)

，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為金融業者導入經營財富管理所需要的基本平台，進而透過這套系統，協

助理財規劃人員，幫高資產客戶進行理財規劃建議，並找出符合客戶風險屬性的資產配置 (註 )比重，

建立完美投資組合，進而達成滿足理財規劃之目標。

「資產配置-財富管理系統」內建退休規劃、投資規劃與稅務規劃等不同的規劃流程，協助理財顧

問以系統化的方式，提供給客戶完善的理財建議，滿足客戶不同人生階段的理財需求。細密的規劃

流程，結合動態產生的精美規劃建議書，更可以提昇理財顧問人員的專業形象與客戶滿意度。

系統並搭配基金/投資組合回測模組，讓理財顧問人員可以依據系統所提供之最佳化配置建議與單

筆投資、定期定額等不同投資策略進行績效回測，以最科學化與負責任的方式為客戶進行投資策略

建議與諮詢。另外，本系統為單機版。財顧問人員為客戶做完規劃後，可以將規劃內容上傳至伺服

器，後台管理者並可以透過管理系統產生相關系統管理及稽核報表，達到規劃後控管的目的。

註：以諾貝爾獎得主馬可維茲（Markowitz）之均異最適化 (Mean-Variance Opt imizat ion)為演算基礎核心，並且是近代財務工

程在資產配置上最主要之學術。理論之一，也廣泛為業界所使用。

MPC-Financial Planning

MPC(Mutual Fund 基金,  Portfolio 投資組合,  Customer 客戶)，專門為投資法人以及專業財金研究單位

所量身打造的超級工具，兼具資產配置最佳化、投資組合風險分析、投資風格分析、投資策

略績效比較與投資組合損益監控的全功能平台，能即時產生投資組合報告書供使用者參考；

唯一提供全球首創支援多國語言介面的財金專業軟體，為國內商管財金系所師生提供與產業

接軌的最佳選擇。

輔仁大學韓千山主任專業推薦：「商智MPC 系統操作簡單、運算功能強大，有資產配置決策

、模擬測試、風格分析、績效分析等，分析功能多元豐富，對教學、研究與理財規劃有很大

的幫助。」

感謝以下單位：

‧輔仁大學-金融與國際企業系建置「投資組合系統實驗教室」。

‧醒吾技術學院-財務金融系建置「財富規劃系統實驗教室」。

‧商業客戶群有：澳盛（前荷蘭）銀行之臺北、香港、上海、深圳、新加坡、印尼分行等，    

   滙豐銀行、上海商銀、臺灣中小企銀、交通銀行、中華銀行、大眾銀行、日盛銀行。

MPC 2011MPC 2011 是全世界第一套兼具資產配置最佳化、投資組合風險分析、投資風格分析、
投資策略績效比較、與投資組合損益監控的多國語系版革命性系統。

MPC 2011 為 MPC 法人版的全新改版。承襲了 MPC 法人版的精神，系統在軟體架
構上，仍然是可以離線使用的多語系單機系統，並可以透過網路連線進行基金資
料更新。

MPC 2011 提供以下強大的功能：

MPC-FP
資產配置_財富規劃系統(理專版)

理財規劃模組

退休規劃：滿足退休生活資金缺口為目的，建立最佳化效率投資組合。

投資規劃：滿足預期投資目標為目的，建立最佳化效率投資組合。

遺產稅-贈與稅規劃：以合法降低生前遺產為目的，建立最佳化效率投資組合。

基本檢視

個人風險檢視

所得支出檢視

退休費用預估

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試算表

預估退休後收入

投資組合權重調整

其他參數設定

資金缺口試算

退休規劃投資規劃
動態權重分配圖

系統預設配置資訊

基金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及資產負債檢視

財 富 規 劃 系 統 ( 理 專 版 ) / 投 資 組 合 系 統 ( 法 人 版 )



MPC - Mutual Fund Portfolio CustomerMPC 2011投資組合系統(法人版)

最強大的資產配置最佳化演算引擎
MPC 2011 使用諾貝爾獎得主Harry Markowitz提出之效率前緣或是有

效邊界 (Efficient Frontier)之概念，建構均異最適化演算引擎。MPC 

2011將這個已將在學術機構以及金融業行之有年的理論，提升到一

個全新的境界；它可以讓您將所有計算均異最適化所需要的相關參

數透過系統計算出來或是手動輸入，並找出預期報酬率或收益率最

高、波動或是風險最小的投資組合，以達到完全掌握細部調整演算

引擎的目的。

除此之外，有別於市場上同類型系統只進行風險性產品（例如股票、基金等等）的配置，MPC 2011可以同時結

合風險性與無風險性產品 (例如存款等 )進行投資組合最佳化的運算，建立更貼近與符合實務上操作之投資組合。

報酬率之投資風格分析法(Return-Based Style Analysis)
MPC 2011導入由諾貝爾獎得主William F. Sharpe 的報酬率風格分析

方式。

透過科學化的演算法分析基金經理人的投資風格，並透過移動區間

產生歷史風格軌跡演變圖，讓使用者可以完全掌握從過去到目前基

金風格的轉變（大型資產、小型資產、價值型、成長型等等），對

於基金投資風險的控管，具有實質上的幫助。

風險/報酬移動區間分析
基金或股票投資組合的風險與報酬可能隨著經理人、市場、或是時

間改變。MPC 2011透過風險 /報酬移動區間分析 (Style Rolling Window 

Map)，瞭解基金或投資組合從過去到現在的風險報酬走勢，藉以瞭

解商品或是投資組合歷經市場波動，或是經理人變換後的風險 /報酬

之表現，做為進行投資與決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Black-Litterman配置法

效率投資法-核心衛星資產配置
MPC 2011的效率投資法 -核心衛星資產配置模組，透過系統所提供

的參數 (任選扣款日、分斷式停損停利條件、加減碼、贖回設定、子

基金的數量沒有限制等 )之排列組合，隨心所欲建立各種核心衛星投

資法模型，並且立刻依照歷史資料，回測並檢視投資模型的獲利程

度與有效性。模型亦可以與指數、或是其他投資方式 (單筆投資、定

期定額 )作績效比較，瞭解核心衛星模型與指數或是其他投資方式之

間績效的勝敗關係。

MPC 2011 的Black-Litterman模組可以讓使用者透過 implied return，針

對投資商品，依照個人或是銀行研究部門的看法 (house view)，給予

商品符合未來表現的預期報酬率或收益率之預測，與對應的信心水

平百分比 (Confidence Level Percentage)。所有既有的Markowitz有效

邊界 (Efficient Frontier)之多樣化參數設定均可以與此模型搭配使用。

商品與投資組合績效回測分析

基金回測模組可以依照不同的投資模式 (單筆投資、定期定額或不定期

不定額等 )，透過人性化介面的設計，還有簡單且有效的參數設定，讓

使用者在彈指的瞬間，依照歷史資料，動態調整投資參數，並且建立準

確及迅速的模擬，藉以比較不同投資方式所帶來的損益狀況，協助使用

者針對個別基金或是基金投資組合，找出獲利最大的投資方式。

旗標式損益監控

最適投資組合也需要定期作損益監控，如此一來，最適投資組合才可以

繼續維持在最佳的狀態。MPC2011幫助您針對每一檔構成投資組合的基

金以及投資組合本身，依照當初投資金額及現值，計算出最新損益。

每一檔基金及投資組合都可以設定損益上下限。每一檔基金及投資組合

也都有一個損益旗標。透過每日最新的基金淨值將損益反映在旗標上，

並以不同的旗標顏色象徵損益狀況。

基金基本資料檢視
MPC 2011支援Lipper以及MorningStar基金資料源，兩大資料源皆可以透過

系統內建的基金基本資料畫面，展現出獨特的基金分析與評比。使用者可

以依照不同需求選擇其一成為預設資料源。

風險分析-Value at Risk
MPC 2011透過最新財務工程演算技術，採用學術界與業界評價最高之

演算模型，預估預期報酬率以及波動度，並計算出VaR值，大幅提升資

產配置與風險控管的精確性。  波動度評估法採用SMA、EWMA、

GO-GARCH等不同的波動度評估法，計算出不同的共變數矩陣、風險值

以及VaＲ值，並可以進行不同演算法VaR值的回測。

蒙地卡羅模擬
系統依照投資組合對應的預期報酬率與風險，即時產生上千個模擬的報

酬率路徑，並轉換為投資組合的預期價值，同時也將預期報酬率與機率

落點分布情形完整呈現，提供使用者再次確認資產配置是否有達到預期

的獲利需求。

客製化產品導入

除了內建的基金資料源之外，MPC 2011也提供完整的介面，允

許使用者導入任何具有連續價格之商品，而無連續價格之商品

也可以指定預期報酬率。甚至可以將多種商品組合起來，成為

一個全新的商品，透過系統模組進行分析與配置。

投資組合報告書

MPC 2011可以產出現有投資組合與目標投資組合的調

整報告書，並且針對目標投資組合進行：資產配置分

析、投資組合蒙地卡羅模擬、投資組合回測、投資組

合移動區間績效評估、現有投資組合與目標投資組合

等等。報告書可以同時透過word、pfd、html、excel...

等不同格式輸出。

多國語系使用者介面
有別於同類型系統皆由歐美廠商所開發，使用者介面皆為英文

，MPC 2011除了英文之外，也同時支援繁體、簡體中文。不同

語言之介面切換十分簡單方便。中文使用者介面與操作設計特

別符合國人使用習慣，有效縮短系統學習與上手時間與曲線。

銀行端、證券業、保險業等產品部門與研究部門、基金經理

人、私人高階理財顧問、CFA、投顧投信業投資組合操盤人

...等等。

‧建立組合式基金 ( fund-of- fund)

‧勞退基金投資

‧訂定財富管理平台  R5 以及  MPC-FP 之樣版投資組合

(model port fo l io)

‧高資產客戶投資組合建構

‧金融業後台產品與研究部門進行基金投資之分析與模擬

‧學校財務金融等科系之輔助教學工具

系統使用者

系統應用方式

‧Intel(R) Pentium(R) 1300MHz or higher

‧Windows(R) 2000, Windows XP, or higher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installed

‧1GB RAM

‧1G hard disc space or above

‧CD-ROM drive

‧Windows-compatible display with 800*600 or 
higher (1024x768 recommended)

‧Mouse or other pointing device

‧Internet connection

系統硬體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