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貨幣避險級別配息調整通知
聯博定期檢視貨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金額，並不定時調整配息金額以反映市況變化。貨幣避險級
別之配息金額，反映了避險級別之貨幣（如澳幣避險級別）與原始計價幣別（如美元）之利率差
異。
下頁列舉各基金之貨幣避險級別的配息調整結果，調整後之配息金額為反映當前市場之預期水準。

1. 聯博如何訂定貨幣避險級別之配息金額？
聯博依據原始計價幣別之投資組合的獲利能力表現，計算各貨幣避險級別之配息金額。避險級別的
貨幣相對於原始計價幣別之匯率波動與利差損益空間，可能會對每月配息金額造成影響。聯博定期
檢視匯率波動幅度與利差損益空間，藉此評估配息金額是否需要調整。此外，當原幣計價級別之基
金配息金額出現調整，我們將㇐併檢視各貨幣避險級別之配息金額。
儘管避險級別的貨幣與原始計價幣別之間的關係出現微幅變動，應不致於對配息金額造成影響，但
投資人不應忽視貨幣避險級別之潛在配息金額的波動性，尤其是過去⾧期投資原幣計價級別、習慣
每月相對穩定配息金額之投資人。
2. 何謂利差損益 (Interest-Rate Carry)？
利差損益，意指持有外幣部位所產生的收益或成本。只要避險幣別的貨幣與原始計價幣別在同㇐時
間出現不同的利率水準，此時便會產生利差損益的空間。
3. 為何需要調整配息金額？
調整貨幣避險級別之配息金額，目的在於反映當前市況，例如市場波動性與各國央行政策變動，皆
為配息金額調整的主要原因之㇐。故此，聯博保留隨時調整貨幣避險級別配息金額之權利。
表列為自2022年1月1日，配息金額經調整之境外基金貨幣避險級別，及調整前後之配息金額。我們
將持續密切監控聯博基金之獲利表現，以及各貨幣避險級別之利差損益水準。
4. 貨幣避險級別之配息金額調整結果
以下經調整後之配息金額，將適用於 2022 年 1 月份之配息。詳細資訊請聯繫您的聯博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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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幣避險級別

原始配息

最新配息

金額

金額

原始

最新

配息金額

配息金額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 月配紐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424

0.0493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D 月配紐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548

0.0616

聯博-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 AD 月配紐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0517

0.0581

原始配息

最新配息

金額

金額

原始

最新

配息金額

配息金額

0.0523

0.0577

0.0661

0.0723

0.0454

0.0502

0.0588

0.0637

0.0742

0.0800

0.0219

0.0271

原始配息

最新配息

金額

金額

原始

最新

配息金額

配息金額

聯博-美國成⾧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4856

1.7057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7441

0.7823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7827

0.8008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6868

0.7338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6855

0.7177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9080

0.9761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E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7802

0.8461

股票型基金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紐幣避險級別
固定收益型基金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 紐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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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IT 紐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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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 紐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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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 紐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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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IT 紐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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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AT 紐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南非幣避險級別
股票型基金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2

2022 年 1 月

南非幣幣避險級別

原始配息

最新配息

金額

金額

原始

最新

配息金額

配息金額

0.7474

0.7781

0.8660

0.9006

0.6995

0.7226

0.8379

0.8652

0.6960

0.7270

0.9112

0.9515

0.6814

0.7105

原始配息

最新配息

金額

金額

原始

最新

配息金額

配息金額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7908

0.8204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 E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0.8945

0.9313

0.7230

0.7455

0.7395

0.7649

固定收益型基金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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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E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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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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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E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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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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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E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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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 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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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幣避險級別
多元資產 / 平衡型基金基金名稱
基金名稱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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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ED 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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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舊名為聯博-中國時機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及聯
博-大中華基金，分別於 2020 年 5 月 29 日及 2014 年 1 月 31 日更名。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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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2 月 20 日更
名，舊名為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舊名為聯博-成熟市場多元收益基金及聯博-全球保守型基金，分
別於 2018 年 2 月 22 日及 2014 年 12 月 11 日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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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聲明
聯博投信獨立經營管理。聯博境外基金在台灣之總代理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0 信義路五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 1

02-8758-3888

所列之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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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分銷費用〉及投資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可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或聯博網站 www.abfunds.com.tw 查詢，或請聯絡您的理財專員，亦可洽聯博投信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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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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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
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
AD/ED 級別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
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
AA/EA 穩定月配息級別為配息前未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的級別，依照基金投資產生的收益來源，致力維持較穩定的每月配
息，配息可能由基金收益或本金支付，基金公司仍將依據各基金之獲利能力，定期檢視 AA/EA 穩定月配息級別的配息水準並進行調
整。
投資 EA 級別基金不收申購手續費，但如提前贖回投資人須支付遞延手續費，並從贖回款項中扣除。「手續費」雖可遞延收取，惟每
年仍需支付 0.5%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該手續費依原始投資成本與贖回時市價取兩者較低來計算，遞延手續費
率：0 至 1 年為 3.0%，1 至 2 年為 2.0%，2 至 3 年為 1.0%；分銷費已反映於每日基金淨資產價值，以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5%
計算。投資 ED 級別基金不收申購手續費，但如提前贖回投資人須支付遞延手續費，並從贖回款項中扣除。「手續費」雖可遞延收
取，惟每年仍需支付 1.0%的分銷費，可能造成實際負擔費用增加。該手續費依原始投資成本與贖回時市價取兩者較低來計算，遞延
手續費率：0 至 1 年為 3.0%，1 至 2 年為 2.0%，2 至 3 年為 1.0%；分銷費已反映於每日基金淨資產價值，以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 1.0%計算。
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
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基金可能會因
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
美國 144A 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流動性不足，財務訊息揭露不完整或因價格不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本基金適合能承
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投資人，投資人宜斟酌個人風險承擔能力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短後投資。
境外基金投資於以外幣計價之有價證券，匯率變動可能影響其淨值。貨幣避險級別採用避險技術，試圖降低（但非完全消除）避險級
別計價貨幣與基金基準貨幣間的匯率波動，期能提供投資人，更貼近基準貨幣級別的基金報酬率。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境外基金直
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及銀行間債券市場為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二十，投資香港地區之紅籌股及 H 股則無限制。但若該年度獲得境外基金深耕計畫豁免者不在此限，比例可達百分之四十。另投資
人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外匯、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境外基金設有「擺動定價政策」，擺動定價政策之目的是藉由避免或
減少因某㇐營業日大量淨流入或淨流出而對子基金受益憑證價值產生績效稀釋效果，以保護基金之現有投資人。投資人於申購前應詳
閱公開說明書與投資人須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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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新
興市場國家之風險㇐般較成熟市場高，也可能因匯率變動、流動性或政治經濟等不確定因素，而導致投資組合淨值波動加劇。 本文件
原始文件為英文，中文版本資訊僅供參考。翻譯內容或未能完全符合原文部分，原始之英文文件將作為澄清定義之主要文件。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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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聯博於編製日之觀點，其資料則來自於聯博認為可靠之來源。聯博對資料之正確性不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保證資料提及之任
何估計、預測或意見將會實現。投資人不應以此作為投資決策依據或投資建議。本文件資料僅供說明參考之用。本基金採用相對風險
值法計算總部位，據此本基金持有衍生性商品之法定風險值上限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200%，可能造成基金淨值高度波動及衍
生其風險，投資人可洽總代理人取得風險管理措施之補充資訊。
[A|B] 是聯博集團之服務標誌，AllianceBernstein®為聯博集團所有且經允許使用之註冊商標。©2022 AllianceBernstein L.P.
ABITL22-0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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