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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民幣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二)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

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

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公司免付費保戶服務電話：0800-011-709 

傳真：02-7726-1876 

電子信箱(E-mail)：CustomerService.TWLife@Chubb.com 
 

中華民國 110.02.24安達精字第 1100162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0.11.30安達精字第 110000031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06.15安達精字第 111000019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11.12.01安達精字第 1110000293號函備查 
 

 

第一條  適用範圍 

 

本「安達人壽投資型保險人民幣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二)」(以下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

件】所列之本公司投資型保險(以下稱本契約)且要保人選擇之約定外幣為人民幣者，本公

司得增列附件所列之投資型保險，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份，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

條款。 

 

第二條  投資標的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本公司得依本契約「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之約定變更附表

一之內容。 

本批註條款【附件】之投資型保險得鏈結之投資標的詳如附表一所列。 

投資型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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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投資標的 

 

計價 
幣別 

投資標的名稱 
是否有 
單位 
淨值 

是否 
配息 

投資內容 
投資標的 
所屬公司名稱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人民幣 南方中國 A50指數精選( 3 ) 有 可配息 CSOP FTSE China A50 ETF 
CSOP Asset 
Management Ltd 

人民幣 易方達中證 300A股指數精選( 3 ) 有 可配息 
E Fund (HK) CSI 300 A Share 
Index ETF 

E Fund 
Management Hong 
Kong Co Ltd 

人民幣 華夏滬深 300指數精選( 3 ) 有 可配息 
ChinaAMC ETF Series - 
ChinaAMC CSI 300 Index ETF 

China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td/Hong 
Kong 

人民幣 嘉實中國 A股指數精選( 3 ) 有 可配息 Harvest MSCI China A Index ETF 
Harvest Global 
Investments Ltd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人民幣 元大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人民幣 有 無配息 
Yuanta RMB Money Market Fund - 
CNY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累積)-人民幣(本基
金有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有 無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ll 
Seasons Harvest Fund of Bond 
Funds-A-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
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有 無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rget 
Income Fund-A-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類型(人民幣)(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有 無配息 
Manulife China High Yield Bond 
Fund-A(CNY)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施羅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累積型(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無配息 
Schroder China High Yield Bond 
Fund - RMB Acc(CNY)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人民幣計價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無配息 
Nomura Asia Pacific High Yield 
Bond Fund Accumulate RMB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人民幣計價(本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無配息 
Nomura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Accumulate RMB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復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有 無配息 
Fuh Hwa RMB Money Market 
Fund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股
數)(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JPMorgan (Taiwan) Asia Equity 
Dividend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 (RMB)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 類型(人民幣) - (配股
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Global High Yield Fund 
-TA(CNY)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人
民幣) - (配股數)(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European Multi-Asset 
Fund-AD(RMB)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 類
型(人民幣) - (配股數)(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Multi Asset Income 
FoF-AD(RMB)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類型(人民幣) 有 無配息 
PineBridge Preferred Securities 
Income Fund A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 類
型(人民幣) - (配股數)(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Multi-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AI RMB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 類型(累積)-人民幣(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有 無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Income 
and Growth Fund - A- 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配
股數)(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Income 
and Growth Fund - B- 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A 類型(人民幣)(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有 無配息 
PineBridge Multi-Income 
Fund-A(CNY)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有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ll 
Seasons Harvest Fund of Bond 
Funds-B-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 (配現金)(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rget 
Income Fund-B-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類型(人民幣) - (配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Manulife China High Yield Bond 
Fund-B(CNY) 

宏利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施羅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配息型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Schroder China High Yield Bond 
Fund - RMB Dis(CNY)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人民幣計價 
- (配現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Nomura Asia Pacific High Yield 
Bond Fund pay-Monthly RMB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人民幣計價 - 
(配現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Nomura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Dividend pay-Monthly RMB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配現金)(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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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人民幣 
復華新興人民幣債券基金 B -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Fuh Hwa Emerging Market RMB 
Fixed Income Fund B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人民幣計價配息類型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Fuh Hwa Emerging Market High 
Yield Bond Fund-CNH 

復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JPMorgan (Taiwan) Multi Income 
Fund of Funds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RMB)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JPMorgan (Taiwan) Asia High 
Yield Total Return Bond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Share 
Class(RMB)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
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JPMorgan (Taiwan) Asia Equity 
Dividend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 (RMB)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 類型(人民幣) - (配現
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Global High Yield Fund 
-TA(CNY)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
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European Multi-Asset 
Fund-AD(RMB)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 類
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Multi Asset Income 
FoF-AD(RMB)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Eastspring Investments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 B-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ia-Pacific 
High Yield Equity Fund B CNY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 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
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PineBridge Preferred Securities 
Income Fund B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月配型-人民
幣)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CAPITAL GLOBAL SENIOR 
SECURED HIGH YIELD BOND 
FUND B(CNY) 

群益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JPMorgan (Taiwan) China Income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RMB)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JPMorgan (Taiwan) Emerging 
Markets Debt High Yield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RMB)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 類
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BITL Multi-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AI RMB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 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配
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Income 
and Growth Fund - B- CNY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T 月配(人民幣) - (配現
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Neuberger Berman Bond-Plus 
Income and Growth Multi-Asset 
Class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Fund CNY T (Monthly) 

路博邁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路博邁優質企業債券基金T月配(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
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Neuberger Berman High Quality 
Corporate Bond Securities 
Investment Trust Fund CNY T 
(Monthly) 

路博邁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柏瑞 ESG量化債券基金-B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
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PineBridge Global ESG 
Quantitative Bond Fund-B(CNY)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幣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B 類型(人民幣) - (配現
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有 可配息 
PineBridge Multi-Income 
Fund-B(CNY)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 

註1：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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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投資型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投資內容名稱 種類 
申購 
手續費 

經理費 
(每年) 
(註 1) 

保管費 
(每年) 
(註 1) 

贖回 
手續費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CSOP FTSE China A50 ETF 指數股票型基金 由本公司支付 0.99% 0% 由本公司支付 

E Fund (HK) CSI 300 A Share Index ETF 指數股票型基金 由本公司支付 0.76% 0% 由本公司支付 

ChinaAMC ETF Series - ChinaAMC CSI 300 Index ETF 指數股票型基金 由本公司支付 0.7% 0% 由本公司支付 

Harvest MSCI China A Index ETF 指數股票型基金 由本公司支付 0.49% 0% 由本公司支付 

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元大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人民幣 貨幣型 由本公司支付 0.3% 0.1%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型(累積)-人民幣(本基金有一定比例之
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 0.12%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類型(累積)-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高風險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組合型 由本公司支付 1% 0.12% 由本公司支付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類型(人民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0.8% 0.25% 由本公司支付 

施羅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累積型(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5% 由本公司支付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人民幣計價(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6% 由本公司支付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類型人民幣計價(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6% 0.28% 由本公司支付 

復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 貨幣型 由本公司支付 0.4% 0.11% 由本公司支付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股數)(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由本公司支付 1.8% 0.28%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人民幣) - (配股數)(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7%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人民幣) - (配股
數)(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6% 0.25%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 類型(人民幣) - 
(配股數)(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組合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3% 由本公司支付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類型(人民幣) 股票型 由本公司支付 1.8% 0.28%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人民幣) - (配
股數)(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平衡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3%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型(累積)-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4%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配股數)(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4% 由本公司支付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A 類型(人民幣)(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7% 0.27%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
有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 0.12%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組合型 由本公司支付 1% 0.12% 由本公司支付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0.8% 0.25% 由本公司支付 

施羅德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人民幣)- 配息型 - (配
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5% 由本公司支付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人民幣計價 - (配現金)(本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6% 由本公司支付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人民幣計價 - (配現金)(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6% 0.28% 由本公司支付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8% 0.25% 由本公司支付 

復華新興人民幣債券基金 B -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2% 0.25% 由本公司支付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人民幣計價配息類型 - (配現金)(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35% 0.25% 由本公司支付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平衡型 由本公司支付 1% 0.15% 由本公司支付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3% 由本公司支付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由本公司支付 1.8% 0.28%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7%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人民幣) -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6% 0.25% 由本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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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現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 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組合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3% 由本公司支付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7% 由本公司支付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B-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股票型 由本公司支付 1.75% 0.3% 由本公司支付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 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股票型 由本公司支付 1.8% 0.28% 由本公司支付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B(月配型-人民幣) - (配現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7% 0.26% 由本公司支付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平衡型 由本公司支付 1.6% 0.26% 由本公司支付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
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35% 0.26% 由本公司支付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人民幣) - (配
現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平衡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13% 由本公司支付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人民幣-(配現金)(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4% 由本公司支付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 T月配(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得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8% 0.26% 由本公司支付 

路博邁優質企業債券基金 T月配(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5% 0.22% 由本公司支付 

柏瑞 ESG量化債券基金-B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有一定比重
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債券型 由本公司支付 1.35% 0.2% 由本公司支付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B 類型(人民幣) - (配現金)(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多重資產型 由本公司支付 1.7% 0.27% 由本公司支付 

註1：經理費及保管費已於投資標的淨值中扣除，不另外收取。 
註2：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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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二、安達人壽豐利旺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