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CTAL001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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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TAL001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TAL002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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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TMA001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 RR3

BCTMA002 宏利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4

BCTPB001 柏瑞全球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TPB002 柏瑞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BGTIG002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類型新臺幣計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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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TIG001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月配類型新臺幣計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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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TIG002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型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4

BCTIG005 野村美利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新臺幣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TIG004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新臺幣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TFT004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台幣B分配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TFT001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債券組合基金-分配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TFT004
富蘭克林華美多重資產收益基金-新台幣(分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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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TFT003
富蘭克林華美亞太平衡基金-新台幣(分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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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國家地區

RR4

BCTFT003
富蘭克林華美新興趨勢傘型基金之積極回報債券組合基金-分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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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TFH001 復華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4

BGTCT001
群益環球金綻雙喜B(月配型-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
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TJF003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4

BCTJF002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母基金
月配息型基金 - 配現金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新臺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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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AB00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新台幣)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TAB002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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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RR3

BGTAB001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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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TAB001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AA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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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CTPC001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TPC004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C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TPC001 瀚亞股債入息組合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TAB005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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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TTS010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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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TCT005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月配型-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TJF035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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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BGTAL009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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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加拿
大及中華民

國
RR3

BCTPB013 柏瑞全球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t類型-(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TCT009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B基金(月配型－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GTCT013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B基金(月配型－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
險債券之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TNB010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T月配(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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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TNB017
路博邁優質企業債券基金T月配(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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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2

BCTFT032
富蘭克林華美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新台幣B分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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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資國內外 RR3

BCTPB015
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B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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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2

BGTPB022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B類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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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TPB021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BCTIG029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月配類型新臺幣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TTC004 合庫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類型(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TTC013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B(TWD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BCTIG062 野村特別時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新臺幣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TFH023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新臺幣B-(配現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
基金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TAB052
聯博美國傘型基金之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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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CUUO001
新加坡大華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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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涉及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BCUAD001 安本標準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RR3

BCUAD002 安本標準 -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美元避險 - (配現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CUAL010 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L014 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L012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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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AL015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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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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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UAL011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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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CUAL013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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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GUAL005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B類型(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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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UAL003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B類型(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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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U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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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CUAL016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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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MA002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類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大中華地區 RR4

BCUMA004 宏利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C類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4

BCUML001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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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ML006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3

BCUML008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穩定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北美 RR3

BCUML002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現金)  * 美國 RR2

BCUML003 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現金)  * 美國 RR2

BCUML005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現金)  * 全球 RR2

BCUML007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BN003 法巴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BN001
法巴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CUBN002 法巴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UBN004
法巴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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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GUSC002
施羅德傘型基金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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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NUSC01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美元)A1-月配浮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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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NUSC01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美元)A1-月配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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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USC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債收息基金(美元)A-月配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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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USC00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美元)AX-月配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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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BCUMS002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A類股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  * 全球 RR2

BCUMS003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多重策略基金A類股美元配息型(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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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MS004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股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MS008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全球 RR3

BCUMS006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A類股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MS007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股美元配息型(M)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UMS010
美盛西方資產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美國 RR3

BCUIG003 NN (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IG002
NN (L) 亞洲債券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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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IG004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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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UIG001 NN (L) 旗艦多元資產基金X股對沖級別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IG001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IG006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IN001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IN006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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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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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UIN004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UIG002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月配類型美元計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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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IG009 野村亞太複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美元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不含日本)
RR4

BCUIG008 野村美利堅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美元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UIG005 野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美元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CG001 先機環球動態債券基金L類收益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CG002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收益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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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BCUCG003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收益股(美元穩定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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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BCUFD006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穩定月配息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CUFD005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避險)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CUFD002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CUFD001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UFD003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現金) 全球 RR2

BCUFD004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全球 RR3

BCUFT016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美元B分配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UFT004
富蘭克林華美多重資產收益基金-美元(分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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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UFT003
富蘭克林華美亞太平衡基金-美元(分配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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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國家地區

RR4

BCUFT00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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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CUFT0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美元A (Mdis)股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CUFT01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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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FT01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債券基金美元A(Mdis)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 RR3

BCUFT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政府基金美元A (Mdis)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BCUFT01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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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CUFT01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精選收益基金美元A(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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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GUFT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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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GUIV001 景順亞洲資產配置基金A-月配息股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CUIV001 景順永續性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金A-固定月配息股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NB001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UNB002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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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UJF001
摩根投資基金－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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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JF004
摩根投資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UJF002
摩根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 JPM亞太入息(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JF001
摩根基金－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 JPM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BCUJF002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BCUJF005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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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CUJF003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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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CUJF006
摩根基金－環球策略債券基金 - JPM環球策略債券(美元)-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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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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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UPI007 鋒裕匯理基金美元綜合債券 A2 美元 (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CUPI003 鋒裕匯理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NUPI002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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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CUPI008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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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PI004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PI009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B00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AB00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B01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美金)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B005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AT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GUAB003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月配級別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UAB004
聯博多重資產傘型基金之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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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RR3

BGUAB002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美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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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AB002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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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AB009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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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AB012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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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CUAB006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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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CUAB010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美元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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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PC004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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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PC002
瀚亞投資-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d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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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UPC005 瀚亞投資-美國特優級債券基金(Adm)-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2

BCUPC001 瀚亞投資-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dm)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UPC007 瀚亞投資-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dmc1(美元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UPC003 瀚亞投資-美國優質債券基金(Adm)-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2

BCUPC006 瀚亞投資-優質公司債基金(Adm)-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2

BCUIG010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D美元類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3

BGUAB007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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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UTS011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月配息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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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PI010 鋒裕匯理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UPI011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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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CUPI012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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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PI013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D012 安本標準 - 印度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美元 - (配現金) 印度 RR3

BCUAD013 安本標準 - 前緣市場債券基金 A 月配息 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RR4

BGUAD015 宏利360多重資產收益基金Ａ月配息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政策可能致配息來源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BN010
法巴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 - (配現金) (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GUPC015 M&G收益優化基金A(美元避險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PC019
瀚亞投資-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dmc1(美元穩定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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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UPB007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DC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UJF034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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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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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UJF036
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利率入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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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AB018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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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CUAL021
安聯多元信用債券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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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AL024 安聯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UPC020 瀚亞投資-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dm美元月配-(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洲 RR4

BCUPI015 鋒裕匯理基金美元綜合債券 A2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CUAL022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PB011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美國政府債券基金 A2(美元)-(配現金) 美國 RR2

BGUPB012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DCT(穩定月配)-(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B024 聯博-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GUFD035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股C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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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FD038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C月配息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GUCT010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B基金(月配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GUCT014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B基金(月配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
債券之基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NB016
路博邁優質企業債券基金T月配(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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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2

BGUAL040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g7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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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加拿大
股票及債券

RR3

BCUAL031
安聯美元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

美國 RR3

BCUSC02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息債券(美元)A-月配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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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2

BCUTS018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UPM026 PIMCO動態多元資產基金-M級類別(美元避險)(月收息強化股份)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ML021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 - (配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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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太平洋
(不含日本)

RR3

BCUPB018
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B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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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2

BGUPB024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B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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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PB019 柏瑞全球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B類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IG031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月配類型美元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JF041
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環球債券收益(美元) - 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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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JF043
摩根基金 - 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 JPM環球企業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AD016
宏利澳洲優選債券收益基金A月配息美元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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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洲 RR2

BCUAD017 安本標準 - 印度債券基金 A 月中配息 美元 - (配現金) 印度 RR3

BCUAD018
安本標準 - 前緣市場債券基金 A 月中配息 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全球 RR4

BCUFD039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股C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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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GUML028
貝萊德ESG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A8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美元幣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AL049
安聯美國收益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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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BCUJF048
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美元) - A股(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JF050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 (美元) - A股(穩定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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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CUFT036 富蘭克林坦伯頓伊斯蘭系列-伊斯蘭債券基金美元A(Mdis)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GUPC036 M&G收益優化基金A(美元避險)F級別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PC038 瀚亞投資－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dmc1(美元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洲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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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UIV017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 E-穩定月配息股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IG056
NN (L) 旗艦收益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美元(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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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CG017
安盛環球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T Dis「fl」美元(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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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GUAL053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類型(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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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CC006 摩根士丹利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RM(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PC037
M&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美元月配)F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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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4

BGUTC014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B(USD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BGUSC03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成長(美元)A-月配固定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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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IG061 野村特別時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類型美元計價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IG063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全球多元收益債券基金(TD美元類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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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UAB043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I(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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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UPC041 M&G入息基金A(美元避險月配)F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BR007 霸菱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G類美元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UBR002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美元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FT04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波灣富裕債券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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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UAB033
聯博美國傘型基金之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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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BGUJF059
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穩定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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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UAL068
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AMf2固定月配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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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UAL070
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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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GUAL073
安聯智慧城市收益基金-AMf2固定月配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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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4

BGUAL075
安聯智慧城市收益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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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4

BGUML029
貝萊德ESG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Hedged A10美元(總報酬穩定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

全球 RR3

BCUBN020 法巴永續高評等企業債券基金/月配 (美元)-(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UCG019 安盛環球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DIS「st」美元(月配息)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GUCG021
安盛環球基金－最佳收益基金A DIS「fl」美元(避險)(月配息) pf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CEAD001 安本標準 -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配現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GE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歐元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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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CEML001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 歐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EIG001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歐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EIN001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歐元避險)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EFD002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歐元) - (配現金) 已開發歐洲 RR2

BCEFD001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歐元)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CEFT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歐元A (Mdis)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CEFT0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歐元A(Mdis)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3

BCEAB001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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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歐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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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EAB002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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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EFT02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歐元A(Mdis)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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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EBR005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歐元避險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EBR009 霸菱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G類歐元避險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GA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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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CAAL016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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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AML001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澳幣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3

BCABN002 法巴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H (澳幣)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ABN003 法巴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H (澳幣)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GASC002
施羅德傘型基金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澳幣避險)A-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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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NASC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澳幣避險)A1-月配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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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ASC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債收息基金(澳幣避險)A-月配固定(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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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AMS001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AMS002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A類股澳幣增益配息型(M)(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AIG003 NN (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AIG002
NN (L) 亞洲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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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3

BCAIG004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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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AIG001 NN (L) 旗艦多元資產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AIG001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ACG003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避險收益股(澳幣穩定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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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BCAFD001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H月配息澳幣避險)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CAFT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全球 RR2

BCAFT01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澳幣避險A (Mdis)股-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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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GAFT00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澳幣避險A(Mdis)股-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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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CANB001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澳元)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ANB002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澳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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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GAJF001 摩根投資基金－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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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AJF001
摩根投資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澳幣對沖)- A股(利率入息) - (配現

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AJF005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新興市場債券(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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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GAJF002 摩根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 JPM 亞太入息(澳元對沖)－ A股(利率入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澳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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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JF002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澳幣對沖)－ A股(利率入息) - (配現

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CAJF003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企業債券(澳幣對沖)－A股(利率入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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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CAPI003 鋒裕匯理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API005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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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CAPI008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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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API009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AAB00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AAB00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AAB003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CAAB008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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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AAB002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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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AAB009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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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CAAB006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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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CAAB004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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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APC001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Aadm(澳幣避險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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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APC004 瀚亞投資─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Aadm(澳幣避險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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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CAPC002 瀚亞投資─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dm(澳幣避險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APC003 瀚亞投資─優質公司債基金Aadm(澳幣避險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2

BCAPC005 瀚亞投資-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APC018 瀚亞投資-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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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AIG015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D澳幣避險類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
美國、
加拿大

RR3

BCAAL025 安聯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AFT02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澳幣避險A(Mdis)-H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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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AAB020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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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GAAB025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AAL04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g7月收總收益類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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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加拿大
股票及債券

RR3

BCAAL027
安聯美元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澳幣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ASC02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息債券(澳幣避險)A-月配固定(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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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2

BCAIG057 NN (L) 旗艦收益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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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GASC03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成長(澳幣避險)A-月配固定(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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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ABR011 霸菱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G類澳幣避險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CABR004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澳幣避險月配息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南非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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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GZPC042 M&G入息基金A(南非幣避險月配)F1-(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NTJF002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BNTAB00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新台幣)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STAB006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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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STAL017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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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加拿
大及中華民

國
RR3

BSTAB050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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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STAB051
聯博美國傘型基金之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新台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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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SU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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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NUML001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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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NUML006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3

BNUML002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股數)  * 美國 RR2

BNUML003 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股數)  * 美國 RR2

BNUML005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A3 美元 - (配股數)  * 全球 RR2

BNUIN001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NUFD006 富達基金—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NUFD004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NUFD005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股數) 全球 RR2

BNUFD007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美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全球 RR3

BNUFT00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美元A (Mdis)股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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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NUFT0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美元A (Mdis)股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FT01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債券基金美元A(Mdis)股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 RR3

BNUFT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政府基金美元A (Mdis)股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BNUFT01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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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NUFT01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精選收益基金美元A(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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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SUFT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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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SUIV001 景順亞洲資產配置基金A-穩定月配息股 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NUJF004
摩根投資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UJF001
摩根基金－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 JPM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股數) (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月配息型基金 - 配股數

美元計價

新臺幣計價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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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UJF002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BNUJF003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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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UPI003 鋒裕匯理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月配息)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NUPI005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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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NUPI004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月配息)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AB00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T股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UAB00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AB005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AT股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NUAB002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T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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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UAB009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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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AB012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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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NUAB007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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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UAB010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美元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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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SUAB008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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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CG010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收益股(美元穩定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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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BNUNB006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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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UPI017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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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NUPI020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美元 (穩定月配息)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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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IG018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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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UIG020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D美元類股)-(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加拿大

RR3

BNUAB021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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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SUFD036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股C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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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UAL032
安聯美元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
美國 RR3

BNUJF042
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環球債券收益(美元) - 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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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UJF044
摩根基金 - 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 JPM環球企業債券(美元) - A股(每月派息)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NUPM035 PIMCO動態多元資產基金-M級類別(美元避險)(月收息強化股份)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UFD040 富達基金—全球優質債券基金 (A股C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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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NUAL050
安聯美國收益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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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BSUAL051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B類型(月配息)-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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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UPM036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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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UPM037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類別(月收息強化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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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SUJF046
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利率入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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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UJF049
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美元) - A股(穩定月配)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UJF051
摩根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JPM 新興市場債券 (美元) - A股(穩定月配)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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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UIV018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 E-穩定月配息股 美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NUAB042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I(穩定月配)級別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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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現 *
新興市場 RR3

BNUFT04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波灣富裕債券基金美元A (M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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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BNUAB034
聯博美國傘型基金之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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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BSUJF060
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穩定月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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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SUAL067
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AMf2固定月配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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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SUAL069
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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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SUAL072
安聯智慧城市收益基金-AMf2固定月配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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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4

BSUAL074
安聯智慧城市收益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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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4

BSUAB049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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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SE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歐元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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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NEML001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 歐元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EIN001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C 收益-2 股份(歐元避險)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EHD015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月配息歐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NEFT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歐元A (Mdis)股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EFT0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歐元A(Mdis)股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3

BNEAB001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 AT股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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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EAB002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級別歐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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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SA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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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NAML001 貝萊德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Hedged A3澳幣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3

BNAML002 貝萊德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8多幣別穩定月配息股份-澳幣避險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全球 RR3

BNAFT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澳幣避險 A (Mdis)股-H1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全球 RR2

BSAJF002 摩根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 JPM 亞太入息(澳元對沖)－ A股(利率入息)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歐元計價

澳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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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AAB00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AAB00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AAB003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BNAAB008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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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AAB002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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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AAB009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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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NAAB001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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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AAB004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AT股澳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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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NACG011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避險收益股(澳幣穩定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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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BNANB007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澳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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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API018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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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2

BNAPI021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澳幣 (穩定月配息)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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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AIG019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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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BNAIG021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D澳幣避險類股)-(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美國、
加拿大

RR3

BNAFT03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澳幣避險A (Mdis)股-H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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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NAAB022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級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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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NAAL028
安聯美元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澳幣避險)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SAJF047
摩根投資基金 - 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澳幣對沖) - A股(利率入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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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TPL001 元大全球ETF穩健組合基金 全球 RR3

BLTAL001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

全球 RR3

BSTAL001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A類型-新臺幣 全球 RR4

BLTAL002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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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TMA003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A類型 大中華地區 RR3

BCTMA004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大中華地區 RR3

BLTPB001 柏瑞旗艦全球平衡組合基金 全球 RR4

BLTIG001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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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TFT002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台幣A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TFT001 富蘭克林華美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組合基金-累積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LTFH002 復華人生目標基金 臺灣 RR4

BLTFH004 復華全球平衡基金-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NTFH004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2

共同基金
新臺幣計價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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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TFH003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2

BNTFH002 復華高益策略組合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 全球 RR3

BLTFH003 復華奧林匹克全球優勢組合基金-新臺幣A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 全球 RR3

BLTJF002 摩根平衡基金 臺灣 RR3

BLTJF001 摩根全球平衡基金 全球 RR3

BNTJF001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 全球 RR4

BLTAB001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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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TPC001 瀚亞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 全球 RR3

BLTTS008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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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TJF032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亞太 RR4

BLTAL008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A類型(累積)-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國、加拿
大及中華民

國
RR3

BSTCT007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A基金(累積型－新台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STCT011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A基金(累積型－新台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
金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TFH015 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RR3

BNTPB020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A類型 美國 RR2

BNTIG028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MMTPL006 元大萬泰貨幣市場基金 臺灣 RR1

BLTTC003 合庫美國短年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新台幣) 全球 RR3

BLTTC011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TWD不配息) 全球 RR4

BLTIG070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NUAD001 安本標準 -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 累積 美元避險 - (配現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NUAL001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CUAL001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AL002 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UAL002 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AL003 PIMCO全球債券(美國除外)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全球 RR2

BCUAL003 PIMCO全球債券(美國除外)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全球 RR2

BNUAL004 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CUAL004 PIMCO全球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AL005 PIMCO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全球 RR2

BCUAL005 PIMCO全球實質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全球 RR2

BNUAL006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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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AL006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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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AL007 PIMCO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美國 RR3

BCUAL007 PIMCO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美國 RR3

BNUAL008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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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UAL008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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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AL009 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股數) 全球 RR2

BCUAL009 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配現金) 全球 RR2

BLUAL003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A類型-美元 全球 RR4

BLUAL002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美國 RR3

BGUAL002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 - A 配息類股(美元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 RR4

BLUAL001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A配息類股 - (配股數) (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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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UMA001 宏利中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類型(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大中華地區 RR4

BNUMA003 宏利環球基金－美國債券基金AA股 - (配股數)  * 美國 RR3

BLUML003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3

BSUSC002 施羅德傘型基金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美元)A-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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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NUSC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美元)A1-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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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BNUSC00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元債券(美元)A1-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SC00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美元)A1-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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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SUSC00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美元)A-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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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4

BNUMS001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 全球 RR2

BLUIG001 NN (L) 旗艦多元資產基金X股對沖級別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IN00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目標回報債券基金 C 收益股份- (配股數)  * 全球 RR2

BCUIN00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目標回報債券基金 C 收益股份- (配現金)  * 全球 RR2

BLUIN001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管理基金 C 收益股份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NUCG001 先機環球動態債券基金L類累積(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CG002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累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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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4

BLUFD001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股累計美元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已開發歐洲 RR3

BLUFD010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股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NUFD008 富達基金—全球通膨連結債券基金 (A股累計美元) 全球 RR2

BNUFD003 富達基金—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美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MMUFD001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A股美元)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全球 RR1

BNUFD002 富達基金—美元債券基金 (A股美元) - (配股數) 全球 RR2

BNUFT016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美元A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FT01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公司債基金美元A (acc)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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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UFT00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平衡基金美元A (acc)股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UFT00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平衡基金美元A (Qdis)股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FT00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基金美元A(acc)股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FT01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債券基金美元A(acc)股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 RR3

MMUFT001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元短期票券基金美元A (acc)股 全球 RR1

BLUFT01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 A (acc)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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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NUFT00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Q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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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CUFT00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A (Qdis)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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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LUFT01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美元A(acc)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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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NUIV005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半年配息股 美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BNUUB001 瑞聯UBAM美國優質中期公司債券基金美元 RC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2

BLUJF002 摩根投資基金－多重收益基金 - JPM多重收益(美元對沖) - 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LUJF003 摩根投資基金－策略總報酬基金 - JPM策略總報酬(美元對沖)-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LUJF004 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 JPM亞太入息 (美元) - A股(累計) 亞太 RR3

BGUJF004 摩根基金 - 亞太入息基金 - JPM亞太入息(美元) - A股(分派)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 RR3

BNUJF006 摩根基金－環球策略債券基金 - JPM環球策略債券(美元)- 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NUPI007 鋒裕匯理基金美元綜合債券 A2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PI001 鋒裕匯理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A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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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UPI006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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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AB00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2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AB006 聯博-短期債券基金 A2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SUAB001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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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NUAB00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A2股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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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UPC008 瀚亞投資─亞洲債券基金A(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亞洲 RR3

BLUTS009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累積型)-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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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UAD014 宏利360多重資產收益基金Ａ累積型美元 (本基金配息政策可能致配息來源為本金) 全球 RR3

BLUPC017 M&G收益優化基金A-H(美元避險) 全球 RR3

BLUPB006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 全球 RR3

BLUPB010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美國政府債券基金 A1(美元) 美國 RR2

BLUFT02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多空策略基金美元A(acc)股 全球 RR3

BSUFD037 富達基金—全球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股累計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SUCT008 群益全民安穩樂退組合A基金(累積型－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SUCT012 群益全民成長樂退組合A基金(累積型－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持有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TS017 台新優先順位資產抵押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BS005 瑞銀 (盧森堡) 美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NUBS006 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新興市場 RR3

BSUPM025 PIMCO動態多元資產基金-E級類別(美元避險)(累積股份)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PM028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PB017 柏瑞ESG量化債券基金-A類型(美元)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2

BSUPB023 柏瑞多重資產特別收益基金-A類型(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NUIG030 野村全球金融收益基金-累積類型美元計價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JF040 摩根基金－環球債券收益基金 - JPM環球債券收益(美元) - 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NUJF045 摩根基金 - 環球企業債券基金 - JPM環球企業債券(美元) - A股(累計) 全球 RR2

BNUPC021 M&G新興市場債券基金A(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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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4

BLUML027 貝萊德ESG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Hedged A2 美元 全球 RR3

BLUIV016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 E股 美元 全球 RR2

BLUIG055 NN (L) 旗艦收益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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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UCG016 安盛環球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 CAP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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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RR3

BLUJF054 摩根投資基金 - 環球股息基金 - JPM環球股息(美元) - A股(累計) 亞太 RR3

BLUTC012 合庫全球醫療照護產業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USD不配息) 全球 RR4

BNUPM038 PIMCO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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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CUPM039 PIMCO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E級類別(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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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BNUPM040 PIMCO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新興市場 RR3

BLUIG064 野村基金(愛爾蘭系列)-全球多元收益債券基金(T美元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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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UPC040 M&G入息基金A(美元避險) 全球 RR3

BLUBR008 霸菱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G類美元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LUTC005 紐約梅隆美國市政基礎建設債券投資基金-美元A累積    全球 RR2

BCUTC010 紐約梅隆美國市政基礎建設債券投資基金-美元A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BNUBR001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美元累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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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UAL071 安聯全球收益成長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LUAL076 安聯智慧城市收益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4

BLUIG069 野村多元收益多重資產基金-累積類型美元計價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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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FH021 復華全球平衡基金-美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LUFH022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美元 (本基金有一定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2

BLUPA016 百達-美元中短期債券-R美元 全球 RR2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NEAD001 安本標準 -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2 已開發歐洲 RR3

BNEAL001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歐元避險)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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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CEAL001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級類別(歐元避險)收息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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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EML001 貝萊德ESG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A2 歐元 全球 RR3

EQEML014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歐元 全球 RR3

BLEIG001 NN (L) 旗艦多元資產基金X股歐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MMEFD012 富達基金—歐元現金基金 (A股歐元)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基金) 已開發歐洲 RR1

BNEFD014 富達基金—歐元債券基金 (A股歐元) - (配股數) 已開發歐洲 RR2

BGEFD001 富達基金—歐洲多重資產收益基金 (A股歐元)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歐洲 RR3

BNEFD013 富達基金—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股歐元)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3

BLEJF001 摩根投資基金－策略總報酬基金 - JPM策略總報酬(歐元)- A股(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NEJF001 摩根投資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 JPM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歐元對沖)－ A股(累計) 全球 RR3

BLEPC016 M&G收益優化基金A(歐元) 全球 RR3

BNEBS004 瑞銀 (盧森堡) 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歐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洲 RR3

BLEBR006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歐元避險累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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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BLEBR010 霸菱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G類歐元避險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LETC006 紐約梅隆美國市政基礎建設債券投資基金-歐元H避險累積 全球 RR2

BCETC007 紐約梅隆美國市政基礎建設債券投資基金-歐元H避險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2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LAML001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Hedged A2 澳幣 全球 RR3

BLAJF003 摩根投資基金 - 策略總報酬基金 - JPM策略總報酬(澳幣對沖) - A股 (累計)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全球 RR3

BLABR012 霸菱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G類澳幣避險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ABR003 霸菱優先順位資產抵押債券基金-G類澳幣避險累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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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CUPA014 百達-Quest全球永續股票 -R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CUAB035 聯博美國傘型基金之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ECUAL066 安聯全球高息股票基金-AMg穩定月收總收益類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ECUPI022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生態ESG股票A2美元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CTAB048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澳幣計價

子基金
月配息型基金 - 配現金

美元計價

歐元計價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新臺幣計價

月配息型基金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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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UFT02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股票收益基金美元A穩定月配息股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EQUAB009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AD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AB036 聯博美國傘型基金之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美元) - (配股數)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AAB003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AD股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TAB047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類型(新台幣) - (配股數)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TPL002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A類型)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TPL003 元大多福基金 臺灣 RR4

EQTJS005 日盛上選基金 臺灣 RR4

EQTJS002 日盛高科技基金 臺灣 RR5

EQTTS005 台新2000高科技基金 臺灣 RR5

EQTTS006 台新中國傘型基金之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 中國 RR5

EQTTS004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北美 RR4

EQTAL001 安聯中國東協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TAL002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新臺幣  中國 RR5

EQTAL005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A類型-新臺幣 臺灣 RR4

EQTAL006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新臺幣 全球 RR4

EQTAL003 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 全球 RR4

EQTAL004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基金 全球 RR4

EQTPD004 PGIM保德信大中華基金 大中華地區 RR5

EQTPD003 PGIM保德信中小型股基金 臺灣 RR5

EQTPD007 PGIM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 全球 RR4

EQTPD005 PGIM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 全球 RR3

EQTPD002 PGIM保德信店頭市場基金 臺灣 RR5

EQTPD008 PGIM保德信拉丁美洲基金 拉丁美洲 RR5

EQTPD001 PGIM保德信高成長基金 臺灣 RR4

EQTPB003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類型 全球 RR3

EQTIG001 野村大俄羅斯基金 俄羅斯 RR5

EQTIG013 野村中小基金-累積類型 臺灣 RR5

EQTIG003 野村中國機會基金 中國 RR5

EQTIG004 野村巴西基金 巴西 RR5

EQTIG005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累積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TIG006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全球 RR4

EQTIG007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 全球 RR4

EQTIG009 野村泰國基金 泰國 RR5

EQTIG014 野村環球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全球 RR3

美元計價

澳幣計價

新臺幣計價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共同基金
新臺幣計價

( 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2023.02特選母子基金投資標的，第18頁，共26頁



EQTFT003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消費基金-新臺幣

中華民國大
陸、香港、
新加坡、美
國、英國、
日本等地區

RR5

EQTFT002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基金之中國A股基金

台灣，美國
，日本，英
國，大陸，
香港，新加

坡

RR5

EQTFT001 富蘭克林華美第一富基金 臺灣 RR4

EQTFH005 復華大中華中小策略基金 大中華地區 RR5

EQTFH012 復華中國新經濟A股基金-新臺幣 中國 RR5

EQTFH002 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新臺幣 全球 RR4

EQTFH011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新臺幣 全球 RR4

EQTFH010 復華全球消費基金-新臺幣 全球 RR4

EQTFH009 復華亞太成長基金 亞太 RR5

EQTFH006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 東協 RR5

EQTFH007 復華高成長基金 臺灣 RR4

EQTFH008 復華復華基金 臺灣 RR4

EQTFH003 復華華人世紀基金 大中華地區 RR5

EQTFH001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臺灣 RR5

EQTHN001 華南永昌中國A股基金 中國 RR5

EQTCT004 群益印度中小基金 印度 RR5

EQTCT001 群益馬拉松基金 臺灣 RR4

EQTCT002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新臺幣 大中華地區 RR5

EQTJF004 摩根中國A股基金 中國 RR5

EQTJF001 摩根中國亮點基金 中國 RR5

EQTJF002 摩根東方內需機會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TJF003 摩根龍揚證券基金 亞太 RR5

EQTPC003 瀚亞中小型股基金 臺灣 RR5

EQTPC002 瀚亞印度基金 印度 RR5

EQTTS012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新台幣 全球 RR4

EQTPL007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臺灣 RR4

EQTPL010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基金-新台幣(A)不配息 臺灣 RR4

EQTAB045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類型(新台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TFH020 復華中小精選基金 臺灣 RR5

EQTIG065 野村全球基礎建設大未來基金-新臺幣 全球 RR4

BLTIG071 野村優質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臺灣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UUO001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基金(美元) 全球 RR3

EQUUO003 新加坡大華黃金及綜合基金(美元) 全球 RR5

EQUAD008 安本標準 - 環球創新股票基金 全球 RR4

EQUAD005 安本標準 - 印度股票基金 印度 RR5

EQUAD002 安本標準 -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AD001 安本標準－亞太股票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AD009 安本標準–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拉丁美洲 RR5

EQUAL001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美元) (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大中華地區 RR5

EQUAL003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AT累積類股 (美元) 新興市場 RR5

EQUAL002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A配息類股 (美元) (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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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004 安聯新興亞洲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AL005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避險) 歐洲 RR4

EQUHD003 駿利亨德森遠見全球地產股票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HD002 駿利亨德森遠見全球科技領先基金 全球 RR4

EQUMA005 宏利環球基金-印度股票基金AA股  * 印度 RR5

EQUMA003 宏利環球基金-新興東歐基金AA股  * 新興歐洲 RR5

EQUML016 貝萊德中國基金 A2 美元 大中華地區 RR5

EQUML012 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QUML005 貝萊德世界能源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5

EQUML017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3

EQUML010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5

EQUML004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QUML018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QUML015 貝萊德印度基金 A2 美元 印度 RR5

EQUML001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美元 拉丁美洲 RR5

EQUML009 貝萊德美國中型企業價值基金 A2 美元 北美 RR4

EQUML002 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 A2 美元 美國 RR4

EQUML006 貝萊德永續能源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QUML011 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 美元 新興市場 RR5

EQUML007 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美元 新興歐洲 RR5

EQUML013 貝萊德歐元市場基金 A2 美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UML014 貝萊德智慧數據環球小型企業基金 全球 RR4

EQUBN007 法巴水資源基金 RH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BN004 法巴俄羅斯股票基金 C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俄羅斯 RR5

EQUBN002 法巴美國中型股票基金 C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USC02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中國優勢(美元)A1-累積 大中華地區 RR5

EQUSC02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日本股票(美元避險)A1-累積 日本 RR4

EQUSC01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收益股票(美元)A1-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SC02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股息基金(美元)A-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SC02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優勢(美元)A-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SC00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拉丁美洲(美元)A1-累積 拉丁美洲 RR5

EQUSC01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金磚四國(美元)A1-累積

巴西、俄羅
斯、印度、

中國
RR5

EQUSC01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大型股(美元)A1-累積 美國 RR4

EQUSC00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美元)A1-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5

EQUSC01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優勢(美元)A1-累積 新興市場 RR5

EQUSC00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美元)A1-累積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SC02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洲小型公司(美元避險)A-累積 歐洲 RR4

EQUSC02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洲永續價值股票(美元避險)A1-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QUSC001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計量精選價值(美元)A1-累積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SC01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美元)A1-累積 全球 RR4

EQUSC01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美元)A1-累積 全球 RR5

EQUSC02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印度優勢(美元)A-累積 印度 RR5

EQUPB004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全球股票基金 A1(美元) 全球 RR3

EQUPB003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歐洲小型公司基金A1(美元) 已開發歐洲 RR5

EQUPB005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A類型(美元) 全球 RR3

EQUPB001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印度股票基金A 印度 RR5

EQUMS002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國 RR4

EQUMS003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國 RR4

EQUCC001 首源投資環球傘型基金-首域盈信印度次大陸基金 印度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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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G008 NN (L) 亞洲收益基金X股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IG002 NN (L) 新興市場增強股票基金X股美元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相關主題之境外基金) 拉丁美洲 RR5

EQUIG007 NN (L) 美國高股息基金X股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北美 RR4

EQUIG006 NN (L) 食品飲料基金X股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IG009 NN (L) 環球高股息基金X股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QUIN003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亞洲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IN006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C 收益股份  * 全球 RR4

EQUIN007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 收益股份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EQUIN005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動力基金 C 收益股份  * 全球 RR3

EQUIN002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C 收益股份  * 全球 RR3

EQUIN004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 - 環球黃金基金 C 收益股份  * 全球 RR5

EQUIG014 野村環球基金-美元計價 全球 RR3

EQUCG004 先機北美股票基金L類累積(美元) 美國 RR4

EQUCG003 先機全球新興市場基金L類累積(美元) 新興市場 RR5

EQUCG006 先機環球股票基金L類累積(美元) 全球 RR4

EQUFD031 富達基金—中國內需消費基金 (A股累計美元)
中國、香

港、臺灣、
新加坡

RR5

EQUFD034 富達基金—全球科技基金 (A股累計美元) 全球 RR4

EQUFD033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消費品牌基金 (A股累計美元) 全球 RR4

EQUFD032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A股累計美元) 全球 RR3

EQUFD029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 (A股累計美元避險) 德國 RR4

EQUFD030 富達基金—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A股累計美元避險) 已開發歐洲 RR4

EQUFD028 富達基金—歐洲動能基金 (A股累計美元避險) 歐洲市場 RR4

EQUFD027 富達基金—歐洲基金 (A股累計美元避險) 已開發歐洲 RR4

EQUFD026 富達基金—全球聚焦基金 (A股美元) 全球 RR3

EQUFD010 富達基金—印度聚焦基金 (A股美元) 印度 RR5

EQUFD014 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 (A股美元) 大中華地區 RR5

EQUFD005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A股美元) 亞太 RR5

EQUFD024 富達基金—印尼基金 (A股美元) 印尼 RR5

EQUFD015 富達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A股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FD018 富達基金—亞洲成長趨勢基金 (A股累計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FD013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亞洲股票基金 (A股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FD006 富達基金—拉丁美洲基金 (A股美元) 拉丁美洲 RR5

EQUFD012 富達基金—東協基金 (A股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FD019 富達基金—美國成長基金 (A股美元) 美國 RR4

EQUFD004 富達基金—美國基金 (A股美元) 美國 RR4

EQUFD023 富達基金—新興亞洲基金 (A股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FD022 富達基金—新興歐非中東基金 (A股美元) 新興市場 RR5

EQUFT030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基金之中國A股基金-美元

台灣，美國
，日本，英
國，大陸，
香港，新加

坡

RR5

EQUFT00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大中華基金美元A (acc)股 大中華地區 RR4

EQUFT01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業基金美元A (acc)股 全球 RR4

EQUFT00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中小型企業基金美元A (Ydis)股  * 全球 RR4

EQUFT02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互利歐洲基金美元A (acc)股 已開發歐洲 RR4

EQUFT01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天然資源基金美元A(acc)股 全球 RR4

EQUFT00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A(acc)股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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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FT00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基金美元 A (acc)股 全球 RR3

EQUFT01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印度基金美元A(acc)股 印度 RR5

EQUFT02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小型企業基金美元A (acc)股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EQUFT005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亞洲成長基金美元A (Ydis)股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FT00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拉丁美洲基金美元A (acc)股 拉丁美洲 RR5

EQUFT00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拉丁美洲基金美元A (Ydis)股  * 拉丁美洲 RR5

EQUFT01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東歐基金美元A (acc)股 新興歐洲 RR5

EQUFT00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金磚四國基金美元A (acc)股
巴西、俄羅
斯、印度、

中國
RR5

EQUFT01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科技基金美元A(acc)股 全球 RR4

EQUFT01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基金美元A (acc)股 美國 RR4

EQUFT02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互利美國價值基金美元A (acc)股 美國 RR4

EQUFT02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小型企業基金美元A (acc) 股 新興市場 RR5

EQUFT01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新興國家基金美元A (Ydis)股  * 新興市場 RR5

EQUFT024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邊境市場基金美元A (acc)股 新興市場 RR5

EQUFH011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IV005 景順大中華基金A股 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IV006 景順中國基金A-年配息股 美元 大中華地區 RR5

EQUIV015 景順印度股票基金A-年配息股 美元 印度 RR5

EQUIV008 景順亞洲消費動力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IV009 景順東協基金A-年配息股 美元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IV010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A股 美元 全球 RR4

EQUIV004 景順健康護理創新基金A-年配息股 美元 全球 RR3

EQUIV014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A(美元對沖)股 美元 歐洲 RR4

EQUIV002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A-年配息股 美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UCT002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美元 大中華地區 RR5

EQUCT001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NB004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美國小型企業基金T累積類股(美元) 美國 RR4

EQUNB001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美國房地產基金T累積類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UJF031 摩根中國A股基金(美元) 亞太 RR5

EQUJF006 摩根太平洋證券基金 亞太 RR5

EQUJF007 摩根印度基金 印度 RR5

EQUJF008 摩根亞洲增長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JF009 摩根東協基金-摩根東協(美元)(累計)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JF010 摩根南韓基金 韓國 RR5

EQUJF011 摩根泰國基金 泰國 RR5

EQUJF030 摩根基金 - 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 JPM歐洲小型企業(美元對沖) - A股(累計)
歐洲

(不含東歐)
RR4

EQUJF003 摩根基金－中國基金 - JPM 中國(美元)－ A股(分派)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大中華地區 RR5

EQUJF013 摩根基金－巴西基金 - JPM 巴西(美元)－ A股(累計) 巴西 RR5

EQUJF028 摩根基金－日本股票基金 - JPM 日本股票(美元對沖)－ A股(累積) 日本 RR4

EQUJF015 摩根基金－俄羅斯基金 - JPM 俄羅斯(美元)－ A股(分派)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俄羅斯 RR5

EQUJF016 摩根基金－新興中東基金 - JPM 新興中東(美元)－ A股(分派)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5

EQUJF022 摩根基金－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 - JPM新興市場小型企業(美元)- A股perf(累計) 新興市場 RR5

EQUJF023 摩根基金－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 JPM新興歐洲股票(美元)- A股(累計) 新興歐洲 RR5

EQUJF026 摩根基金－歐洲動力基金 - JPM歐洲動力(美元)- A股(累計) 已開發歐洲 RR4

EQUJF027 摩根基金－歐洲動力基金 - JPM歐洲動力(美元對沖)- A股(累計) 已開發歐洲 RR4

EQUJF019 摩根基金－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 環球天然資源(美元)－A股(累計) 全球 RR4

EQUJF029 摩根基金－環球醫療科技基金 - JPM環球醫療科技 (美元) - A股 (累計)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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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PI003 鋒裕匯理基金永續領先歐洲企業股票 A 美元對沖 已開發歐洲 RR4

EQUPI001 鋒裕匯理基金歐洲小型股票 A 美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UPI002 鋒裕匯理基金歐洲小型股票 A 美元對沖 已開發歐洲 RR4

EQUPI004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生態ESG股票 A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AB011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A股美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日本 RR4

EQUAB015 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QUAB004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A股美元 印度 RR5

EQUAB006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A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AB008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A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UAB003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A股美元 全球 RR4

EQUAB002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A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QUAB010 聯博-新興市場價值基金A股美元 新興市場 RR5

EQUAB014 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全球 RR3

EQUAB012 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UAB013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QUPC010 瀚亞印度基金-美元 印度 RR5

EQUPC004 M&G全球未來趨勢基金(USD) 全球 RR4

EQUPC003 瀚亞投資-中印股票基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QUPC001 瀚亞投資-中國股票基金 大中華地區 RR5

EQUPC006 瀚亞投資-全球科技股票基金 A(美元) 全球 RR4

EQUPC013 瀚亞投資-全球新興市場動力股票基金A(美元) 全球 RR5

EQUPC008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 A(美元) 全球 RR3

EQUPC002 瀚亞投資-印尼股票基金 印尼 RR5

EQUTS01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TS016 台新中國傘型基金之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美元 中國 RR5

EQUFH013 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AL027 安聯AI人工智慧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全球 RR4

EQUMS012 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QUMS013 美盛凱利美國大型公司成長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國 RR4

EQUAL021 PIMCO美國股票增益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 美國 RR4

EQUBS001 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美元) 中國 RR5

EQUBS002 瑞銀 (盧森堡) 生化股票基金 (美元) 美國 RR4

EQUBS003 瑞銀 (盧森堡)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美元) 美國 RR4

EQUML026 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QUCC003 摩根士丹利環球品牌基金 A 全球 RR3

EQUCC004 摩根士丹利環球機會基金A 全球 RR3

EQUAL048 安聯主題趨勢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全球 RR4

EQUJF052 摩根基金 - 美國科技基金 - JPM美國科技(美元) - A股(累計) 美國 RR4

EQUJF005 摩根太平洋科技基金 亞太 RR5

EQUAB031 聯博-中國優化波動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中國 RR5

EQUPA001 百達-機器人科技-R美元 全球 RR4

EQUPA002 百達-智慧城市-R美元 全球 RR3

EQUPA004 百達-林木資源-R 美元 全球 RR4

EQUPA005 百達-能源轉型-R美元 全球 RR4

EQUPA006 百達-生物科技-R 美元 全球 RR4

EQUPA007 百達-健康-R美元 全球 RR3

EQUCG014 安盛環球基金-泛靈頓歐洲房地產基金A CAP 美元(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QUJF053 摩根基金 - 美國企業成長基金 - JPM美國企業成長(美元) - A股(累計) 美國 RR4

EQUCC005 摩根士丹利美國增長基金 A 美國 RR4

EQUAL062 安聯全球高成長股票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全球 RR4

EQUAL063 安聯寵物新經濟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全球 RR4

EQUPA013 百達-Quest全球永續股票 -R美元 全球 RR3

EQUPA015 百達-全球主題-R美元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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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CC008 摩根士丹利環球遠見基金 A (美元) 全球 RR3

ECUAL054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A配息類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CUPA008 百達-精選品牌-R 美元 全球 RR4

EQUBN008 法巴能源轉型股票基金 C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5

EQUBN011 法巴消費創新股票基金C(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BN012 法巴科技創新股票基金 C (美元) 全球 RR4

EQUPA011 百達-俄羅斯股票-R美元 俄羅斯 RR5

EQUBN019 法巴全球環境基金 C (美元) 全球 RR4

EQUAL065 安聯水資源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本基金非屬環境、社會及治理(ESG)相關主題基金) 全球 RR4

EQUAB04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類型(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UFT042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氣候變遷基金美元避險A(acc)股-H1 全球 RR3

EQUIG066 野村全球基礎建設大未來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PB027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環球重點股票基金 A 全球 RR3

ECUJF061 摩根可持續基建基金 - 摩根可持續基建(美元)(每季派息)-(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JF062 摩根可持續基建基金 - 摩根可持續基建(美元)(每季派息)-(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JF063 摩根可持續基建基金 - 摩根可持續基建(美元)(累計) 全球 RR4

EQUJF064 摩根基金 - 美國價值基金 - JPM美國價值(美元) - A股(分派)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EAL003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AT累積類股(歐元) 歐洲 RR4

EQEHD001 駿利亨德森遠見泛歐地產股票基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QEML015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 歐元 全球 RR3

EQEML012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歐元 全球 RR4

EQEML013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 歐元 拉丁美洲 RR5

EQEML016 貝萊德美國增長型基金 A2 歐元 北美 RR4

EQEML011 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 歐元 新興歐洲 RR5

EQEML017 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金 A2 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ESC01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日本股票(歐元避險)A1-累積 日本 RR4

EQESC00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歐洲(歐元)A1-累積 新興歐洲 RR5

EQESC01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義大利股票(歐元)A1-累積 義大利 RR4

EQESC01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洲大型股(歐元)A1-累積 已開發歐洲 RR4

EQESC00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洲小型公司(歐元)A1-累積 已開發歐洲 RR4

EQESC01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歐元)A1-累積 全球 RR5

EQEPB002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全球股票基金 A1(歐元) 全球 RR3

EQEPB001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歐洲小型公司基金A1(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5

EQEIG001 NN (L) 歐元高股息基金X股歐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QEFD020 富達基金—全球金融服務基金 (A股歐元) 全球 RR4

EQEFD018 富達基金—全球科技基金 (A股歐元) 全球 RR4

EQEFD021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消費品牌基金 (A股歐元) 全球 RR4

EQEFD022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A股歐元) 全球 RR3

EQEFD023 富達基金—永續發展全球存股優勢基金 (A股歐元) 全球 RR3

EQEFD025 富達基金—義大利基金 (A股歐元) 義大利 RR4

EQEFD026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 (A股歐元) 德國 RR4

EQEFD017 富達基金—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A股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EFD027 富達基金—歐洲動能基金 (A股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EFD015 富達基金—歐洲基金 (A股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EFT007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成長(歐元)基金歐元A (acc)股 全球 RR3

EQEFT006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東歐基金歐元A (acc)股 新興歐洲 RR5

EQEFT00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潛力歐洲基金歐元A (acc)股 已開發歐洲 RR4

EQEIV007 景順泛歐洲基金A股 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EJF002 摩根基金－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 JPM 環球天然資源(歐元)－A股(分派)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EPI001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 A 歐元 新興歐洲 RR5

歐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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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EPI002 鋒裕匯理基金歐洲小型股票 A 歐元 已開發歐洲 RR4

EQEAB003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A股歐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日本 RR4

EQEAB002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A股歐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QEPC001 M&G日本基金 A(歐元) 日本 RR4

EQECG013 安盛環球基金-泛靈頓歐洲房地產基金A CAP歐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QEAL064 安聯寵物新經濟基金-AT累積類股(歐元) 全球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AML001 貝萊德中國基金Hedged A2 澳幣 大中華地區 RR5

EQAML002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Hedged A2 澳幣 全球 RR3

EQAMS001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A類股澳幣累積型(避險) 美國 RR4

EQAFD001 富達基金—澳洲多元股票基金 (A股澳幣) 澳大利亞 RR4

EQANB001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美國房地產基金T累積類股(澳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AJF002 摩根東協基金-摩根東協(澳幣對沖)(累計)
亞太地區(日

本除外)
RR5

EQAJF003 摩根基金 - 美國基金 - JPM美國(澳幣對沖) - A股(累計) 美國 RR4

EQAJF001 摩根基金－美國基金 - JPM 美國(澳幣)－ A股(累計) 美國 RR4

EQAAB002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A股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澳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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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幣別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幣別

CATAC001 新臺幣貨幣帳戶 TWD CAEAC004 歐元貨幣帳戶 EUR

CAUAC002 美元貨幣帳戶 USD CAAAC007 澳幣貨幣帳戶 AUD

貨幣帳戶
四大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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