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CUTS001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B)-USD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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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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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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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AL003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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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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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AL001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 - (配現金) (基金之配息來源可能為本金)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CUAL002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美元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
歐洲

RR4

ECUBN007 法巴水資源基金/月配RH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BCUBN006 法巴俄羅斯股票基金/月配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俄羅斯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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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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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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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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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SC00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股息基金(美元)A-月配固定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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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基金(月配息-配現金)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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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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SC00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歐洲永續價值股票(美元避險)A1-月配固定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4

ECUSC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股票(美元)A1-月配固定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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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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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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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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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PB005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類型(美元) - (配現金)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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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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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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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MS011 美盛凱利基礎建設價值基金A類股美元增益配息型(M)(避險)-(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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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IG003 NN (L) 亞洲收益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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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IG001 NN (L) 美國高股息基金X股美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4

ECUIG010 NN (L) 食品飲料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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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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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IG009 NN (L) 歐元高股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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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開發
歐洲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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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IG002 NN (L) 環球高股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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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UIG040
NN (L) 邊境市場債券基金X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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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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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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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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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NB003 NB美國房地產基金T月配息類股(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BGUNB014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T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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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ECUJF002
摩根投資基金－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 JPM歐洲策略股息(美元對沖) - A股(每月派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
歐洲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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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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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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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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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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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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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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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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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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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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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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AB001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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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UAB001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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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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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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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UPC029
瀚亞多重收益優化組合基金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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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PC009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dmc1(美元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3

ECUPC012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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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PC002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B-美金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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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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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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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UFD044 富達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股月配息型美元計價級別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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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UCC007
首源投資環球傘型基金-首源亞洲優質債券基金-第一類股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亞太
(日本除外)

RR3

BCUFT033
富蘭克林華美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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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ECUFT034 富蘭克林華美特別股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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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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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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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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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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UAL058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AMf固定月配類股(美元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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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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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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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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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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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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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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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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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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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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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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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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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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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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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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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BN015 法巴永續優化波動全球股票基金/月配 (美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ECUML002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6 美元 (穩定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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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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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EAL001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歐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已開發歐洲 RR4

ECEIG001 NN (L) 歐元高股息基金X股歐元(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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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EAB001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AD月配歐元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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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4

 

歐元計價

澳幣計價

 2023.02精選投資標的批註條款，第4頁，共22頁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CAAL002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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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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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AAL001 安聯亞洲總回報股票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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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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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AIG003 NN (L) 亞洲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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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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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AIG001 NN (L) 美國高股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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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美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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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AIG004 NN (L) 歐元高股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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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開發歐洲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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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AIG002 NN (L) 環球高股息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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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AIG042
NN (L) 邊境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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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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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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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ANB002 NB美國房地產基金T月配息類股(澳元)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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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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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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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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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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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AAB001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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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ECAPC002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CAPC001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Aadmc1(澳幣避險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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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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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AIV019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 E-穩定月配息(澳幣對沖)股 澳幣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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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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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南非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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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ZAL001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 AM穩定月收類股(南非幣避險)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5

BCZIG001 NN (L) 美國高股息基金X股對沖級別南非幣(月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4

BCZCG003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避險收益股(南非幣穩定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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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ZNB001 NB美國房地產基金T月配息類股(南非幣)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BCZNB001 路博邁投資基金 - NB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月配息類股(南非幣)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BCZPI003 鋒裕匯理基金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 A 南非幣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3

BCZPI005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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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ZPI008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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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ZPI009 鋒裕匯理基金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 A 南非幣 (穩定月配息)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GZAB026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CZAB00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CZPC001 瀚亞投資─全球價值股票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CZPC002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4

BCZPC039
瀚亞投資－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zdmc1(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亞洲 RR4

BCZIG058
NN (L) 旗艦收益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南非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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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ZIG002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南非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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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ZAL001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穩定月收類股(南非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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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ZAB001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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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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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PL001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B)-配息型 - (配現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ECTTS001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B) - (配現金)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北美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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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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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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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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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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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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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PB003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B類型 - (配現金) (本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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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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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THN002 華南永昌Shiller US CAPE® ETF組合基金(月配新台幣)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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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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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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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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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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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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TPC027
瀚亞多重收益優化組合基金B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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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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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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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PL011 元大台灣高股息優質龍頭基金-新台幣(B)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收益平準金) 臺灣 RR4

BCTFD042 富達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股月配息型新臺幣計價級別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4

BGTAL052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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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CTFT035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新台幣C分配型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BGTAL059
安聯新興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HB類型(月配息)-新臺幣(避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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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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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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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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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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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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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UAL044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g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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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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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IG041
NN (L) 邊境市場債券基金X股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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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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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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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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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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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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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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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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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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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基金(月配息-配股數)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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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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FT037 富蘭克林坦伯頓伊斯蘭系列-伊斯蘭債券基金美元A(Mdis)股 - (配股數)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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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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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UJF055
摩根基金－亞太入息基金 - JPM亞太入息(美元)－ A股(每月派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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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UJF058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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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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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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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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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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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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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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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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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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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BSAAL045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AMg7月收總收益類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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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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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AIG043
NN (L) 邊境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澳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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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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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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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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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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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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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計價

澳幣計價

 2023.02精選投資標的批註條款，第8頁，共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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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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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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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AIV020 景順環球高評級企業債券基金 E-穩定月配息(澳幣對沖)股 澳幣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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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ZCG012
先機新興市場收息債券基金L類避險收益股(南非幣穩定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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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ZPI016
鋒裕匯理基金策略收益債券 A 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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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ZPI019
鋒裕匯理基金新興市場債券 A 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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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ZAB00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 (配股數)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ZAB001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AA(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級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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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ZIG047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南非幣(月配息)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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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NAB02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T股紐幣避險 - (配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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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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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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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TAL055
安聯特別收益多重資產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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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BSTJF057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月配息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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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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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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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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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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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幣計價

紐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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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配息-配現金/配股數)
美元計價

 2023.02精選投資標的批註條款，第9頁，共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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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CG015
安盛環球基金-泛靈頓歐洲房地產基金A DIS 「fl」 (美元避險) (季配息)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已開發
歐洲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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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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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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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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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TS01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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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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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027 安聯AI人工智慧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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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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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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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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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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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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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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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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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PM032 PIMCO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E級類別(累積股份)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UPM029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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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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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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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PM030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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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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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共同基金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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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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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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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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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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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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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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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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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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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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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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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PB006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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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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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MS002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A類股美元累積型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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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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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CC002 首源投資環球傘型基金-首源全球基建基金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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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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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IG032 NN (L) 亞洲債券基金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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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

(含日本)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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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IG034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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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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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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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IG036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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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UIG039 NN (L) 邊境市場債券基金X股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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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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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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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CG003 先機全球新興市場基金L類累積(美元) 新興市場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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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CG006 先機環球股票基金L類累積(美元)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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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FH013 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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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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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V010 景順環球消費趨勢基金A股 美元 全球 RR4

BLUHN002 華南永昌Shiller US CAPE® ETF組合基金(累積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BLUHN005 華南永昌低波動多重資產基金 全球 RR3

EQUCT002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美元
大中華
地區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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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CT001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NB029 路博邁5G股票基金T累積(美元) 全球 RR4

BSUNB013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T累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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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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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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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JF010 摩根南韓基金 韓國 RR5

EQUJF011 摩根泰國基金 泰國 RR5

ECUJF005
摩根基金 - 全方位新興市場基金 - JPM全方位新興市場(美元) - A股(分派)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新興市場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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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UJF003 摩根基金 - 美國基金 - JPM美國(美元) - A股(分派) - (配現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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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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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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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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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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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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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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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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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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B004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A股美元 印度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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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PC004 M&G全球未來趨勢基金(USD) 全球 RR4

BLUPC017 M&G收益優化基金A-H(美元避險) 全球 RR3

EQUPC034 瀚亞中國A股基金-美元 亞洲 RR5

EQUPC010 瀚亞印度基金-美元 印度 RR5

BLUPC028 瀚亞多重收益優化組合基金A類型-美元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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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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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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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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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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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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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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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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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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FD043 富達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股累積型美元計價級別 亞太 RR4

EQUFH018 復華亞太神龍科技基金-美元 亞太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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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056 安聯全球永續發展基金-A配息類股(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4

EQUAB032 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A股美元 美國 RR4

EQUCC005 摩根士丹利美國增長基金 A 美國 RR4

ECUPA008 百達-精選品牌-R 美元 全球 RR4

EQUPA009 百達-家族企業-R 美元 全球 RR4

EQUPA011 百達-俄羅斯股票-R美元 俄羅斯 RR5

EQUAB037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A級別美元 美國 RR4

BLUAL057 安聯綠色債券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避險) 全球 RR3

EQUFT039 富蘭克林華美AI新科技基金-美元 全球 RR4

EQUIN012 晉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環境基金C累積股份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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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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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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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PC040 M&G入息基金A(美元避險)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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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063 安聯寵物新經濟基金-AT累積類股(美元) 全球 RR4

EQUCC008 摩根士丹利環球遠見基金 A (美元)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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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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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ML004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BLUML003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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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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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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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FD004 富達基金—美國基金 (A股美元) 美國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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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FD034 富達基金—全球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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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ML018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QUML010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5

EQUML026 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 美元 全球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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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PB027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環球重點股票基金 A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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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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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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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PA016 百達-美元中短期債券-R美元 全球 R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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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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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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EIG035
NN (L)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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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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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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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EIG037 NN (L) 環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歐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全球 RR3

BNEIG038
NN (L) 邊境市場債券基金X股對沖級別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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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市場 RR4

EQEIV008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A股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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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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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PC016 M&G收益優化基金A(歐元) 全球 R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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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EFD018 富達基金—全球科技基金 (A股歐元) 全球 RR4

BLEML001 貝萊德ESG社會責任多元資產基金A2 歐元 全球 RR3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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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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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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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APA010 百達-能源轉型-HR澳幣 全球 RR4

EQAPA012 百達-俄羅斯股票-HR澳幣 俄羅斯 RR5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HSC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香港股票(港元)A1-累積 香港 RR4

歐元計價

澳幣計價

港幣計價

 2023.02精選投資標的批註條款，第15頁，共22頁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QJSC01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日本小型公司(日元)A1-累積 日本 RR4

EQJIV001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A股 日圓 日本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ECZPA003 百達-智慧城市-HR南非幣DY - (配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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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CSC01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瑞士中小型股票(瑞士法郎)A1-累積 瑞士 RR4

EQCSC01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瑞士股票(瑞士法郎)A1-累積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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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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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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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TS012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新台幣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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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AL046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臺灣 RR5

EQTAL047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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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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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PD003 PGIM保德信中小型股基金 臺灣 RR5

EQTPD002 PGIM保德信店頭市場基金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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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圓計價

南非幣計價

瑞士法郎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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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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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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FH004 復華全球原物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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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FH003 復華華人世紀基金
大中華
地區

RR5

BLTHN002 華南永昌Shiller US CAPE® ETF組合基金(累積新台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 RR4

EQTHN001 華南永昌中國A股基金 中國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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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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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NB028 路博邁5G股票基金T累積(新臺幣) 全球 RR4

BSTNB012
路博邁收益成長多重資產基金T累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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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TPC003 瀚亞中小型股基金 臺灣 RR5

EQTPC032 瀚亞中國A股基金-新台幣 亞洲 RR5

EQTPC002 瀚亞印度基金 印度 RR5

BLTPC026 瀚亞多重收益優化組合基金A類型-新臺幣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 全球 RR3

EQTPC035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A類型-新臺幣 美國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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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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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TFD041 富達亞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股累積型新臺幣計價級別 亞太 RR4

BLTFH016 復華傳家二號基金 臺灣 RR4

EQTFH017 復華亞太神龍科技基金-新臺幣 亞太 RR5

EQTFT038 富蘭克林華美AI新科技基金-新台幣 全球 RR4

ECTFH019 復華台灣好收益基金 - (配現金) 臺灣 RR4

EQTFH001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臺灣 RR5

EQTFH007 復華高成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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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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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TIG071 野村優質基金-累積類型新臺幣計價 臺灣 R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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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bloomberg

ticker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TCUBC002 美洲公司債精選( 3 )
iShares iBoxx $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ETF

LQD UP 美國 RR3

TCUBC003 美國藍籌股精選( 3 ) iShares Core S&P 500 ETF IVV UP 美國 RR4

TCUBC004 羅素美國小型股精選( 3 ) iShares Russell 2000 ETF IWM UP 美國 RR4

TCUBC005 美國中型股精選( 3 ) iShares Core S&P Mid-Cap ETF IJH UP 美國 RR4

TCUBC006 歐洲股市精選( 3 ) iShares Europe ETF IEV UP 歐洲地區 RR4

TCUBC007 歐澳遠東精選( 3 ) iShares MSCI EAFE ETF EFA UP 全球 RR4

TCUBC008 亞太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Pacific ex Japan ETF EPP UP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TCUBC013 美洲自然資源產業精選( 3 ) iShares North American Natural Resources ETF IGE UP 美國 RR4

TCUBC014 美洲非景氣循環消費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Consumer Staples ETF IYK UP 美國 RR4

TCUBC015 美洲抗通膨公債精選( 3 ) iShares TIPS Bond ETF TIP UP 美國 RR2

TCUBC016 美洲高股利精選( 3 ) iShares Select Dividend ETF DVY UP 美國 RR4

TCUBC017 新興市場精選( 3 ) iShar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 EEM UP 新興市場 RR5

TCUBC018 羅素美國大型股精選( 3 ) iShares Russell 1000 ETF IWB UP 美國 RR4

TCUBC021 美國短期政府公債精選( 3 ) iShares Short Treasury Bond ETF SHV UP 美國 RR2

TCUBC023 美洲原物料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Basic Materials ETF IYM UP 美國 RR4

TCUBC025 美洲景氣循環消費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Consumer Services ETF IYC UP 美國 RR4

TCUBC026 美洲原油天然氣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Energy ETF IYE UP 美國 RR4

TCUBC027 美洲金融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Financials ETF IYF UP 美國 RR4

TCUBC028 美洲健康醫療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Healthcare ETF IYH UP 美國 RR4

TCUBC030 美洲工業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Industrials ETF IYJ UP 美國 RR4

TCUBC031 美洲公用事業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Utilities ETF IDU UP 美國 RR3

TCUBC032 香港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Hong Kong ETF EWH UP 香港 RR5

TCUBC034 美洲通訊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Telecommunications ETF IYZ UP 美國 RR3

TCUBC035 美洲航空國防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Aerospace & Defense ETF ITA UP 美國 RR4

TCUBC036 拉美股市精選( 3 ) iShares Latin America 40 ETF ILF UP 拉丁美洲 RR5

TCUBC037 南非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South Africa ETF EZA UP 南非 RR5

TCUBC038 巴西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Brazil Capped ETF EWZ UP 巴西 RR5

TCUBC039 馬來西亞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Malaysia ETF EWM UP 馬來西亞 RR5

TCUBC040 新加坡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Singapore ETF EWS UP 新加坡 RR5

TCUBC041 南韓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South Korea Capped ETF EWY UP 南韓 RR5

TCUBC042 美國長期政府公債精選( 3 ) iShares 20+ Year Treasury Bond ETF TLT UP 美國 RR2

TCUBC043 新興市場債精選( 3 )
iShares JP Morgan USD Emerging Markets Bond
ETF

EMB UP 全球 RR3

TCUBC045 印度股市精選( 3 ) WisdomTree India Earnings Fund EPI UP 印度 RR5

TCUBC046 美洲生技產業精選( 3 ) iShares Nasdaq Biotechnology ETF IBB UQ 美國 RR4

TCUBC047 澳洲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Australia ETF EWA  UP 澳洲 RR4

TCUBC049 美國非投資等級債精選( 3 ) iShares iBoxx $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ETF HYG UP 美國 RR4

TCUBC050 亞洲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All Country Asia ex Japan ETF AAXJ UQ
亞太地區

(日本除外)
RR5

TCUBC051 全球基礎建設產業精選( 3 ) iShares Global Infrastructure ETF IGF UP 全球 RR4

TCUBC052 美洲半導體產業精選( 3 ) iShares PHLX Semiconductor ETF SOXX UQ 美國 RR4

TCUBC053 美洲製藥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Pharmaceuticals ETF IHE UP 美國 RR4

TCUBC054 土耳其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Turkey ETF TUR UP 土耳其 RR5

TCUBC055 墨西哥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Mexico Capped ETF EWW UP 墨西哥 RR5

TCUBC056 美洲優先股精選( 3 ) iShares U.S. Preferred Stock ETF PFF UP 美國 RR4

TCUBC057 智利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Chile Capped ETF ECH UP 智利 RR5

TCUBC058 以色列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Israel Capped ETF EIS UP 以色列 RR5

TCUBC059 泰國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Thailand Capped ETF THD UP 泰國 RR5

TCUCA001 全球太陽能產業精選( 3 ) Guggenheim Solar ETF TAN UP 全球 RR4

ETF
美元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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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UIP001 全球水資源產業精選( 3 ) Invesco Water Resources ETF PHO UP 美國 RR4

TCUIP002 美洲潔淨能源產業精選( 3 ) Invesco WilderHill Clean Energy ETF PBW UP 美國 RR4

TCUNY001 美洲科技精選( 3 ) Invesco QQQ Trust Series 1 QQQ UQ 美國 RR4

TCUSS001 道瓊工業精選( 3 ) SPDR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ETF Trust DIA UP 美國 RR4

TCUSS002 環球藍籌股精選( 3 ) SPDR Global Dow ETF DGT UP 全球 RR4

TCUSS003 非美國全球政府公債精選( 3 )
SPDR Bloomberg Barclays International Treasury
Bond ETF

BWX UP 全球 RR2

TCUSS004 美國中期政府公債精選( 3 ) SPDR Portfolio Intermediate Term Treasury ETF SPTI UP 美國 RR2

TCUSS005 美洲金礦產業精選( 3 ) SPDR S&P Metals and Mining ETF XME UP 美國 RR5

TCUSS009 美國可轉債精選( 3 )
SPDR Bloomberg Barclays Convertible Securities
ETF

CWB UP 美國 RR3

TCUVE001 全球礦脈產業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Gold Miners ETF GDX UP 全球 RR5

TCUVE002 全球核能產業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Uranium+Nuclear Energy ETF NLR UP 全球 RR4

TCUVE003 全球農業產業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Agribusiness ETF MOO UP 全球 RR4

TCUVE004 俄羅斯股市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Russia ETF RSX UP 俄羅斯 RR5

TCUVE006 全球鋼鐵產業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Steel ETF SLX UP 全球 RR5

TCUVE007 印尼股市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Indonesia Index ETF IDX UP 印尼 RR5

TCUBC060 美洲石油設備服務產業精選( 3 ) iShares U.S. Oil Equipment & Services ETF IEZ US 美國 RR4

TCUBC061 富時中國股票精選( 3 ) iShares China Large-Cap ETF FXI US 中國 RR5

TCUBC062 摩根新興市場債精選( 3 )
iShares JP Morgan $ Emerging Markets Bond
UCITS ETF

IEMB LN 新興市場 RR3

TCUBC063 Markit iBoxx非投資等級債券精選( 3 ) iShares $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UCITS ETF IHYU LN 美國 RR4

TCUBC069 菲律賓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Philippines ETF EPHE UP 菲律賓 RR5

TCUBC065 波蘭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Poland Capped ETF EPOL UP 波蘭 RR5

TCUBC066 奧地利股市精選( 3 ) iShares MSCI Austria Capped ETF EWO UP 奧地利 RR5

TCUVE009 越南股市精選( 3 ) VanEck Vectors Vietnam ETF VNM UP 越南 RR5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bloomberg

ticker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TCEBC001 歐洲高股利精選( 3 )
iShares EURO STOXX Select Dividend 30 UCITS
ETF DE

SD3EEX GR 歐洲地區 RR4

TCEID001 歐洲藍籌股精選( 3 ) iShares EURO STOXX 50 UCITS ETF (DE) SX5EEX GR 歐洲地區 RR4

TCEID002 德國藍籌股精選( 3 ) iShares Core DAX UCITS ETF (DE) DAXEX GR 德國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bloomberg

ticker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TCABC001 新興市場精選-澳幣( 3 ) iShares MSCI Emerging Markets ETF(ASX：IEM) IEM   AU 新興市場 RR5

TCABC002 全球股市精選-澳幣( 3 ) iShares Global 100 ETF(ASX：IOO) IOO AU 全球 RR4

TCABC003 美國藍籌股精選-澳幣( 3 ) iShares Core S&P 500 ETF(ASX：IVV) IVV  AU 美國 RR4

TCASS001 澳洲股市精選-澳幣( 3 ) SPDR S&P/ASX 200 Fund STW  AU 澳洲 RR4

TCASS002 澳洲大型股精選-澳幣( 3 ) SPDR S&P/ASX 50 Fund SFY   AU 澳洲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bloomberg

ticker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TCJNM001 日經股市精選( 3 ) Nomura ETF - Nikkei 225 Exchange Traded Fund 1321 JP 日本 RR4

TCJNM002 日本東證股市精選( 3 ) Nomura TOPIX Exchange Traded Fund 1306 JP 日本 RR4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bloomberg

ticker
投資區域 風險等級

TCTPL003 台灣股市50精選( 3 ) 元大台灣卓越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0050 TT 臺灣 RR4

TCTPL004 滬深股市精選( 3 ) 元大標智滬深30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0061 TT 中國 R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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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計價

澳幣計價

日幣計價

新臺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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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PL005 台灣中型股精選( 3 ) 元大台灣中型10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0051 TT 臺灣 RR5

TCTPL006 台灣金融產業精選( 3 )
元大台灣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金融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

0055 TT 臺灣 RR5

TCTPL007 台灣電子產業精選( 3 )
元大台灣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電子科技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0053 TT 臺灣 RR5

TCTPL009 台灣高股息精選( 3 ) 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0056 TT 臺灣 RR4

 2023.02精選投資標的批註條款，第20頁，共22頁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內容 配置比例 風險等級

FFUFT001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犇騰積極組合投資帳
戶

類全委型

１．投資於任一子基金不得超過
委託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四十。
２．投資於股票型基金之總金額
不得低於持有子基金總金額之百
分之七十。

RR4

FFUFT002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鑫富穩健組合投資帳
戶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提減機制來源可能為本
金)

類全委型 RR4

FFUFT003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鑫富穩健組合投資帳
戶 - (股數)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提減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RR4

FFUYT001 華南永昌投信全委代操神機妙算Ι投資帳戶 (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RR4

FFUYT002
華南永昌投信全委代操神機妙算Ι投資帳戶 - (股
數)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
金)

類全委型 RR4

FFUFT013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全委代操點時成金投資帳戶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類全委型

本帳戶按模型設計，投資債券型
ETF佔委託資產比重為0-75%，投
資股票型ETF佔委託資產比重為0-
100%，另外在經理人主觀判斷市
場風險偏高時，可維持現金佔委
託資產比重達100%。

RR4

FFUFH001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戰略贏家價值投資組合-累積 類全委型 RR4

FFUFH002
復華投信全委代操戰略贏家價值投資組合-月撥回
(現金) (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
本金)

類全委型 RR4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
美元計價

投資於任一子基金不得超過委託
資產之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四
十。

參考每月OECD綜合領先指標公
告日之次日決定配置於美歐投資
資金之相對比率並進行配置，當
波動率指標出現賣出訊號時，投
資經理人原則上將轉換投資組合
為債券型投資標的或持有全部或
部份現金，債券型投資標的或現
金之配置係由投資經理人依市場
狀況進行。

註：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為安達人壽委託「富蘭克林華美投信」、「華南永昌投信」、「復華投信」就專設帳簿資產進行資產運用及投
資管理。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有提減 (撥回) 機制者，可每月提減 (撥回) 委託投資資產﹛詳見商品說明書﹜，本帳戶定期提減 (撥回) 機制若
遇委託資產流動性不足、法令要求或主管機關限制等情事發生時，將暫時停止提減 (撥回)，俟該等情事解除後再繼續執行，惟不溯
及暫停提減 (撥回) 之月份。上述提減 (撥回) 金額有可能超出本帳戶全權委託投
資利得，得自本帳戶全權委託投資資產中提減 (撥回)，委託資產提減 (撥回) 後之本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可能因此減少。
＊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所發生之各項收益﹛含提減 (撥回) 投資資產﹜，將視其性質及所得來源，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課稅。
＊全權委託帳戶於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
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且全權委託帳戶淨值
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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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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AAC007 澳幣貨幣帳戶 AUD
CAUAC002 美元貨幣帳戶 USD CACAC009 瑞士法郎貨幣帳戶 CHF
CAJAC003 日圓貨幣帳戶 JPY CAZAC011 南非幣貨幣帳戶 ZAR
CAEAC004 歐元貨幣帳戶 EUR CAZAC008 紐西蘭幣貨幣帳戶 NZD
CAGAC005 英鎊貨幣帳戶 GBP CAHAC006 港幣貨幣帳戶 HKD

貨幣帳戶
十大幣別

註：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投資型保險者，不適用新臺幣貨幣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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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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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付費保戶服務電話：0800-01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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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達人壽

Chubb. Insured.SM

安達人壽隸屬安達保險集團，安達保險集團為全球最大的產物保險和意外險上市公
司，擁有傑出的產品服務及優異的核保能力，產品包括傳統的商業財產險和一般意
外險、廣泛的意外、醫療和專業個人保險業務，以及一系列以儲蓄和保障為導向的
人壽保險計劃。資產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且核心運營之保險公司維持標準普爾
的AA和A.M. Best的A++的財務實力評級，資產及財務實力雄厚。Chubb Life是一國
際人壽保險業者，在香港、印尼、韓國、緬甸、紐西蘭、台灣、泰國和越南等八個
亞洲市場以及拉丁美洲都有業務。安達人壽於2005年進入台灣市場，主要經由銀
行保險、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電話行銷以及數位平台，向各類客群提供完整
的保險商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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