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爵

新臺幣‧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年金保險計劃

新臺幣‧外幣
變額萬能壽險．年金保險計劃

帳戶管理費 VIP雙層優惠
請詳本DM第3頁

業界首創超值回饋金

有機會享有新臺幣6000元回饋金
以新臺幣保單為例，請詳本DM第2頁

專家代操投資帳戶

年享0.1%加值金回饋
自動分期投資機制
分散單一進場風險

帳戶管理費 VIP雙層優惠
請詳本DM第3頁

業界首創超值回饋金

有機會享有新臺幣6000元回饋金
以新臺幣保單為例，請詳本DM第2頁

專家代操投資帳戶

年享0.1%加值金回饋
自動分期投資機制
分散單一進場風險

客戶優惠   全面升級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變額年金保險 (以下簡稱尊爵100年金)
給付項目：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年金、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2號
專案代碼：VCHU0Z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以下簡稱尊爵100外幣壽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5號
逕修文號：民國107年09月13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06月07日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專案代碼：VCHU0Y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變額年金保險 (以下簡稱尊爵100年金)
給付項目：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年金、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2號
專案代碼：VCHU0Z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外幣變額萬能壽險 (以下簡稱尊爵100外幣壽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5號
逕修文號：民國107年09月13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06月07日
　　　　　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 號函修正
專案代碼：VCHU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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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Code：107.09版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專案為RR5(積極型)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以下簡稱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
給付項目：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年金、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4號
專案代碼：VCHU1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變額萬能壽險 (以下簡稱尊爵100壽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3號
逕修文號：民國107年09月13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06月0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函修正
專案代碼：VCHU0X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外幣變額年金保險(乙型) (以下簡稱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
給付項目：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年金、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4號
專案代碼：VCHU1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變額萬能壽險 (以下簡稱尊爵100壽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3號
逕修文號：民國107年09月13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06月0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函修正
專案代碼：VCHU0X

相關警語與注意事項
1.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新臺幣/外幣變額萬能壽險/年金保險，本商品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為RR5，適合積極型客戶購買。
2.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3.本簡介僅供參考，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投保前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保單條款內容，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
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本商品並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6.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除投資部分外，保險保障依保險法或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7.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商品所涉之投資報酬、給付金額及稅賦優惠。　
8.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9.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
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法國巴黎人壽官網
https://life.cardif.com.tw/查閱。　
10.本商品以彰化銀行為本商品之行銷通路。各辦理單位備有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法國巴黎人壽）之保單條款說
明，消費者須詳細閱讀，商品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憑。
11.保險單借款：若保戶在有急需資金情況下，為避免中途解約而承擔投資標的提前贖回之損失，可依保險契約選擇辦理借款，未來當保戶申請辦
理保險單借款時，以法國巴黎人壽網站（https://life.cardif.com.tw/）公告之實際借款利率為準。　
12.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彰化銀行及法國巴黎人
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消費者投保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所有投資皆具投資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本金之全部。
13.本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消費者應向銷售人員確認其具備投資型商品銷售之資格，並要求詳細解說保險之內容及風險。

14.本商品由法國巴黎人壽發行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並由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法國巴
黎人壽負責，彰化銀行與法國巴黎人壽並無合夥，委任或雇傭等任何關係。　
15.本商品經法國巴黎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

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如商品說明書），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
或違法情事，應由法國巴黎人壽及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16.消費者可透過上網方式查閱法國巴黎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https://life.cardif.com.tw/），或來電法國巴黎人壽免
付費電話0800-012-899查詢。　

17.本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18.基金短線交易之禁止，違反短線交易限制者，依照各基金公司之相關規定，可能遭拒絕交易或收取短線

交易罰金，相關短線交易限制公佈於各基金公司網站。
19.法國巴黎人壽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報酬、費用折讓等各項利益，應於簽約前提供予

消費者參考。
20.本商品之紛爭處理及申訴管道：

(1)法國巴黎人壽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電話：0800-012-899、電子信箱(e-mail)：
group_assurance_tw_parislife@tw.cardif.com
(2)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電話：0800-365-889

(3)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電話：02-2521-4879、
電子信箱(e-mail)：chbins@ch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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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保單週年日起每年提供0.1％加值給付金，豐富您的投資！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及年金累積期間內，自第一保單週年日（含）起於每保單週年日時起算，往前推算十二個月每月最後一個資

產評價日之投資帳戶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合的平均值乘以0.1%做為加值給付金，並於保單週年日之後的第三個資產評價日投入至

保單幣別之貨幣帳戶中。

註：若投資標的發生投資管理公司因特殊情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而致無法計算「投資帳戶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合」的平

均值時，則加值給付金將於該特殊情事消滅後給付。

您是否看好市場卻也擔心所有資金一次投入的風險？
依標的特性區分成「動態標的」與「靜態標的」兩組，以一對多的轉換機制，透過穩健與積極的標的搭配及自動化的分期入場

機制。本金先投入於該波動度較平穩之靜態標的內，之後由系統自動化每月定期分批將資金轉入指定之動態標的中為客戶分散

投資風險。

於第五保單週年日往前推算十二個月，每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

值大於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將提供超值

回饋金新臺幣6,000元（其它約定幣別請參考

下表），並於第五保單週年日之後第三個資

產評價日，投入至保單幣別之貨幣帳戶中。

註：但若投資標的發生所屬公司因特殊情事

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而致無法計

算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時，則超值回

饋金將於該特殊情事消滅後給付。

尊爵100
超值回饋金示意圖

各約定幣別超值回饋金及其給付條件

保單生效日
2016.6.1

第 1
保單週年日

2017.6.1

第 4
保單週年日

2020.6.1
2 3

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

之保單帳戶價值平均值

大於新臺幣100萬元(含)以上

於第五保單週年日之後的第三個資產評價日

投入保單幣別之貨幣帳戶新臺幣6,000元
(以新臺幣保單為例)

註：1.保戶可自選多檔投資標的，並指定其中一檔靜態標的進行自動分期投資機制
2.自動分期交易時間說明：
　轉出日：以保單週月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並以該日靜態標的之單位淨值計算轉出金額。
　轉入日：轉出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將上述轉出金額扣除自動分期轉換費用後，配置於欲轉入之動態標的。
3.保險費投入或投資標的轉換至被指定為自動分期投資機制之靜態標的時，皆需重新約定自動分期期數。
4.當發生下列情形時，啟動中之自動分期機制將終止：
　(1) 要保人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終止時。法國巴黎人壽於收到通知之次一日，終止其自動分期機制。
　(2) 被指定為自動分期投資機制之靜態標的終止，且保戶未申請變更標的時。
　(3) 被指定為自動分期投資機制之動態標的終止或關閉，且保戶未申請變更標的時。

5.自動分期投資機制之費用：每次轉換依轉入金額收取0.5%。

動 標
態 的

穩健波動度較低的

債券型投資標的

積極成長型的

股票型與平衡型

投資標的

投保【尊爵100】，於要保書中選擇是否啟動自動分期機制

1.指定期數：3∼36期(月)，任意指定

2.指定轉出之「靜態標的」（限定一檔）

3.指定轉入之「動態標的」（不限檔數，惟最低投入比率為5%）

靜態標的

約定外幣

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　　

超值回饋金

美元

33,333
(含)以上

180

歐元

23,333
(含)以上

150

英鎊

21,667
(含)以上

120

加幣

40,000
(含)以上

210

澳幣

36,667
(含)以上

210

紐幣

53,333
(含)以上

300

港幣

250,000
(含)以上

1,500

日圓

3,333,333
(含)以上

19,200

第 5
保單週年日

2021.6.1

單位：約定外幣元

於第五保單週年日往前推算十二個月

(以新臺幣保單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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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說明

第1年
5%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第2年
4%

第3年
2%

第4年
0%

美元

100,000
(含)以上

歐元

70,000
(含)以上

英鎊

65,000
(含)以上

加幣

120,000
(含)以上

澳幣

110,000
(含)以上

紐幣

160,000
(含)以上

港幣

750,000
(含)以上

日圓

10,000,000
(含)以上

高保費
優惠標準

新臺幣

3,000,000
(含)以上

約定
幣別

符合「高保費優惠」者，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
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達下表各約定幣別之
高保費優惠標準者。

★保險成本：
尊爵100壽險/尊爵100外幣壽險－每月根據訂立本契約時被保險人的性
別、體況、扣款當月(日曆月) 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險年齡及淨危險
保額計算，並自投資標的單位數內扣取，惟被保險人未滿15足歲前無淨
危險保額，亦不會扣取保險成本。
尊爵100年金/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無淨危險保額，故無須收取保險
成本。

★帳戶管理費用：於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每月按當時保單
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
戶之保單帳戶價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註：符合「高保費優惠」者，帳戶管理費用可享85折或95折優惠，帳戶
管理費用折扣後之費率如下表所示。

★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無。

★自動分期轉換費用：每次轉換依轉入金額收取0.5%(參與自動分期投資機
制者適用)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每年提供12次免費轉換，第13次開始每次收取新臺
幣500元或等值約定外幣，惟自動轉換機制下之投資標的轉換不列入前
述轉換次數之計算。

★解約費用：依解約金額乘以下列解約費用率表(部分提領費用率同解約費
用率)。

★匯款相關費用：尊爵100外幣壽險/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包括匯出銀行
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匯入銀行所收取之入帳手續費及國外銀行中間行轉匯
費   用。匯款相關費用均由法國巴黎人壽負擔，但若為下列情形時，匯款
相關費用將由要保人或受益人負擔：1.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其匯出帳戶與
法國巴黎人壽外匯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2.法國巴黎人壽匯款各項金額
予要保人或受益人，要保人或受益人要求之匯入帳戶與法國巴黎人壽外匯
存款帳戶非為同一銀行時；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或諮詢理財專員說明
。

★其他費用：除上述費用外，投資標的之投資機構或保管機構另收取經理
費、保管費、管理費及贖回費用等，皆反應於投資標的之單位淨值，法
國巴黎人壽未另外收取；惟投資標的為投資帳戶時，法國巴黎人壽收取
投資標的管理費，並反應於單位淨值。

保險給付內容與條件及投保規則

美元

3
新臺幣

100
歐元

2.5
英鎊

2
加幣

3.5
澳幣

3.5
紐幣

5
港幣

25
日圓

320
約定幣別

保單維護費用

★尊爵100壽險/尊爵100外幣壽險：
要保人申請繳納保險費或增減基本保額時，以下計算金額應符合比率規定

比率規定如下：
(1) 被保險人滿15足歲且當時保險年齡在40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130%　　
(2)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41歲以上，70歲以下者，其比率不得低於115%
(3) 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齡在71歲以上者，其比率不得低於101%　
(4) 最高上限不得超過150%
註：被保險人未滿15足歲者，應於要保書約定其基本保額，且所定之基本保額，甲型不
得低於130%之累積總繳保險費，惟該基本保額自被保險人滿15足歲之日起始生效力。

新臺幣

美元

歐元

英鎊

加幣

澳幣

紐幣

港幣

日圓

未達3,000,000元者

未達100,000元者

未達70,000元者

未達65,000元者

未達120,000元者

未達110,000元者

未達160,000元者

未達750,000元者

未達10,000,000元者

達3,000,000(含)元，未達10,000,000元者

達100,000(含)元，未達333,333元者

達70,000(含)元，未達233,333元者

達65,000(含)元，未達216,667元者

達120,000(含)元，未達400,000元者

達110,000(含)元，未達366,667元者

達160,000(含)元，未達533,333元者

達750,000(含)元，未達2,500,000元者

達10,000,000(含)元，未達33,333,333元者

達10,000,000(含)元以上者

達333,333(含)元以上者

達233,333(含)元以上者

達216,667(含)元以上者

達400,000(含)元以上者

達366,667(含)元以上者

達533,333(含)元以上者

達2,500,000(含)元以上者

達33,333,333(含)元以上者

帳戶管理
費用率(每月)

保單年度 第1年 第2年 第4年 第5年
(含)以後第3年 第1年 第2年 第4年 第5年

(含)以後第3年 第1年 第2年 第4年 第5年
(含)以後第3年

0.12% 0.12% 0.12% 0.06% 0%
0.114% 0.114% 0.114% 0.057% 0% 0.102% 0.102% 0.102% 0.051% 0%

幣別 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當時之本契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金額後之餘額

Max(基本保額，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保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資保費金額)

甲型

尊爵100壽險 / 尊爵100外幣壽險 尊爵100年金 / 尊爵100外幣年金 (乙型)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
(1) 一次領回保單帳戶價值；或
(2) 分期給付年金（最高領至110歲）
註：進入年金給付期間，不得辦理保險單借款、
不得終止契約。

1. 美國居民、法人不得為要保人
2. 未滿20足歲且未婚者，須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彈性繳

新契約：新臺幣10萬元∼最高合計新臺幣3億元（或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增額保費：新臺幣2萬元以上（或等值約定外幣金額）

被保險人年齡限制

要保人年齡限制

保險給付
內容與條件

要保人身份限制

投

保

規

則

繳別

保費限制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甲型）＝ 淨危險保額+保單帳戶價值
註1：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註2：不保事項或除外責任，請要保人詳閱商品說明書
註3：淨危險保額係指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價值之餘額
        ，但不得為負值

★祝壽保險金(110歲)＝ 保單帳戶價值

0歲∼75歲

申請「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型保險自動調整基本保額
批註」者，當被保險人於本契約保單週年日時之保險年
齡達下列約定時，法國巴黎人壽將依下列對應約定百分
比，重新計算基本保額，且重新計算後之基本保額仍需
符合基本保額限制之規定。

投保甲型者：
(1)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在41歲時：約定百分比為115%。 
(2) 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在71歲時：約定百分比為101%。

全新推出全新推出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投資型保險自動調整基本保額批註條款 
備查文號：民國 107年01月09日  巴黎(107)壽字第01006號
備查文號：民國 107年06月25日  巴黎(107)壽字第06051號 

自動調整基本保額服務

★保費費用率：無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收取費用按約定幣別，詳下表說明

0歲∼70歲

0歲∼75歲 0歲∼80歲

符合高保費優惠標準 符合高保費優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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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投資標的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尊爵100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備查文號：民國105年08月15日 巴黎(105)壽字第08006號 民國107年07月02日 巴黎(107)壽字第07025號

1.信用風險：保單帳戶價值獨立於法國巴黎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
保人或受益人須自行承擔發行公司履行交付投資本金與收益義務之信
用風險。

2.市場價格風險：本商品連結之標的為基金或投資帳戶時，該標的之表
現將影響要保人之保單帳戶價值。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

3.法律風險：國內外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
響本保險所涉之投資報酬、給付金額及稅賦。

4.匯兌風險：要保人須留意當保單幣別與投資標的係不同幣別時，則投
資標的之申購、孳息及贖回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
差異，這差異可能使要保人享有匯兌價差的收益，或可能造成損失。

5.流動性風險：若本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戶買賣受到限制，無法進行
交易時，將使得該投資標的物的變現性變差。

6.清算風險：當本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戶規模低於一定金額，不符
合經濟效益時，該標的即終止並將進行清算。

7.利率風險：由於債券易受利率之變動而影響其價格，故可能因利率上
升導致債券價格下跌，而蒙受虧損之風險，高收益債亦然。故要保人
所購買之保險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戶子基金為債券基金時可能因
利率上升導致其價值下跌。

本商品可能風險有信用風險、市場價格風險、法律風險、匯兌風險、流
動性風險及清算風險及利率風險。彰化銀行及法國巴黎人壽並無保本保
息之承諾，投保人於投保前應審慎評估。

風險告知

年金相關規則
1.年金給付開始日：可選擇第十保單週年日屆滿後之一特定保單週年日，要保
人所選擇之年金給付開始日，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須達五十歲，但不得超過
保險年齡達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惟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若被
保險人投保當時之保險年齡小於或等於六十歲者，法國巴黎人壽以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
2.年金給付保證期間分為10年、15年、20年，需於年金給付時才適用。
3.投保時須於要保書填寫年金給付開始日，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
十日前以書面通知法國巴黎人壽變更。
4.年金金額限制：年金給付金額每期最低新臺幣伍仟元或等值約定外幣，每年
最高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或等值約定外幣。

5.進入年金給付期間，不得辦理保險單借款、不得終止契約。
6.若要保人、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且於年金累積期間身故，則返還保
單帳戶價值時，須列入遺產。
尊爵100年金--保證期間被保險人身故，未支領之年金餘額貼現一
次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保證期間被保險人身故，未支領之年
金餘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至年金保證期間
終止為止。
7.尊爵100年金之新臺幣年金金額計算-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法國巴黎人壽以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
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8.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之年金金額計算-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其給付期
間第一年度可以領取之年金金額係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
年金生命表計算。給付期間第二年度開始每年可領取之年金金額係以前一年
度可領取之年金金額乘以當年度「調整係數」而得之。「調整係數」等於（1
＋前一年金給付週年日當月宣告利率）(註)除以（1＋預定利率）；法國巴黎
人壽於每年年金給付週年日，以約定方式通知當年度之調整係數。
(註)係指本契約年金開始給付後之每年年金給付週年日當月所宣告的利率，
將參考相關資產配置計劃之投資報酬率減去相關費用及合理利潤率，並加計
調整項目等因素訂定，但不得為負數。

年金給付圖示

年金累積期間
(不得低於10年)

累積期滿
年金給付

一次領回 
保單帳戶價值一次領回

選擇

1
選擇

2 分期給付 
終身領取，活越久領越多
(最高領至110歲)

尊爵100年金/尊爵100外幣年金(乙型)

單位：元/每萬元淨危險保額

女性 年齡 年齡男性 男性女性 女性 女性

0.13

0.15

0.17

0.19

0.2

0.21

0.21

0.22

0.23

0.25

2.34

2.52

2.73

3

3.34

3.72

4.15

4.57

4.99

5.46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30.22

32.9

35.76

38.86

42.22

45.91

49.95

54.38

59.14

64.34

18.13

20.22

22.57

25.17

28.06

31.23

34.69

38.51

42.7

47.3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65.34

180.24

196.49

214.2

233.5

254.54

277.49

302.49

329.76

359.47

153.23

170.71

190.18

211.87

236.03

262.95

292.94

326.35

363.57

405.04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年齡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男性

0.21

0.29

0.38

0.45

0.49

0.51

0.52

0.53

0.56

0.59

0.64

0.68

0.74

0.77

0.8

0.84

0.88

0.94

1.01

1.09

0.27

0.3

0.31

0.31

0.32

0.33

0.33

0.35

0.37

0.4

年齡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男性

1.18

1.28

1.38

1.5

1.62

1.74

1.88

2.02

2.2

2.4

2.62

2.85

3.1

3.36

3.65

3.97

4.28

4.6

4.95

5.29

女性

0.44

0.47

0.5

0.53

0.58

0.63

0.69

0.74

0.79

0.86

0.93

1.03

1.13

1.24

1.36

1.5

1.66

1.84

2.01

2.18

年齡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男性

5.63

5.99

6.41

6.93

7.57

8.37

9.12

9.73

10.49

11.42

12.48

13.67

14.91

16.25

17.77

19.47

21.3

23.3

25.43

27.74

6.02

6.66

7.41

8.29

9.3

10.45

11.73

13.14

14.61

16.27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69.88

75.88

82.4

89.46

97.28

106

116.03

127.63

139.13

151.67

52.42

58.02

64.34

71.22

78.98

87.52

97.28

109.01

123.46

137.54

391.87

427.19

465.69

507.66

553.41

603.29

833.33

451.24

502.7

560.04

623.91

695.07

774.35

833.33

尊爵100壽險/
尊爵100外幣壽險

基本保額

所繳保險費

保單帳戶價值

年齡

(萬/美元)

0

20

25

30

45 50 55 60 65 70 75

甲型

淨危險保額(基本保額
扣除保單帳戶價值的
餘額，但不得為負值)

: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淨危險保額＋保單帳戶價值

✽保險成本=(依被保險人的年齡/性別/體況按每月之保險成本費率表✽淨危險保額)，並自保單帳戶價值中
扣除。

✽本保險商品每月所收取「保險成本」係依被保險人的性別、體況、保險年齡及淨危險保額計算，每月自
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保險成本」採自然保費，將隨著被保險人年齡增長而收取不同保險成本。

✽當「保單帳戶價值愈低」時，「淨危險保額將愈高」，且保險費率將隨被保險人年齡增長而增加，保險
成本（保險成本=保險成本費率表＊淨危險保額）愈高，將可能導致保單帳戶價值減損，最大可能損失
為本金之全部。

✽本保險商品所連結投資標的之配息可能由投資標的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若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將
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及客戶每月應繳納之保險成本增加。

✽本保險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含投資帳戶)其績效表現及保單相關費用收取（如保險成本、帳戶管理費…
等）將影響保單帳戶價值，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

✽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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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客戶每月應繳納之保險成本增加。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71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TA(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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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IG02 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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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IG03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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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IG08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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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IG22 柏瑞亞太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新臺幣 (本基金投資於主要係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債券型 月
AIG23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Bt(月配息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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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50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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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DS053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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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FHW03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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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債券型 月
FL03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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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16 野村新興高收益債組合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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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組合型 月
ING36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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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60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 (月配息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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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4 債券型 月
JF050 摩根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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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JF055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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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債券型 月
JS001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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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4 債券型 月
ML061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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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4 債券型 月
MNU01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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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4 債券型 月
PCA09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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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46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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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印度 RR3 債券型 月
PRU08 保德信亞洲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B(月配息 )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洲 RR2 債券型 月
SD030 施羅德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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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債券型 月
SD037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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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債券型 月
TCB08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 (月配息 ) (本基金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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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UN001 聯邦 (又又 )囍新興亞洲債券基金 B(月配息 )-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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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新臺幣

靜態標的    ※共同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共同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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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16 聯博 - 全球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AB017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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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18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T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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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21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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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47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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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48 聯博 - 全球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AB049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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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50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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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AB051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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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86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TA(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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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G04 安本環球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股 (月配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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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月
ABG11 安本環球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股 -(美元基本貨幣避險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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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歐元區 RR3 債券型 月
ABN42 法巴百利達亞洲 (日本除外 )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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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3 債券型 月
ABN43 法巴百利達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本基金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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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N44 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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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N45 法巴百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月
AIG10 柏瑞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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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IG28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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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BR007 霸菱成熟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A類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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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39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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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40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M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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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41 PIMCO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M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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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42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M級 (月配息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DS051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 (月配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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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DS061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 (月收息強化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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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FD039 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基金 - A -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美國 RR3 債券型 月
FD040 富達基金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 A -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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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FD045 富達基金 - 亞洲高收益基金 - A - 月配息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亞洲 RR4 債券型 月
FL053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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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14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月配息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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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17 NN(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ING25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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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37 NN(L)亞洲債券基金 (月配息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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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ING55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_美元對沖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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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62 野村基金 (愛爾蘭系列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TD(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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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V015 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月
IV024 天達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C股 (月配息 )-美元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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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V026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C收益 -2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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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JF056 摩根 JPM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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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月
JF084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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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債券型 月
LM006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回報債券基金 -A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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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ML041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3股美元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ML044 貝萊德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6股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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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ML047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6 美元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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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ML048 貝萊德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6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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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ML062 貝萊德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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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4 債券型 月
MNU03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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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債券型 月
NB005 路博邁高收益債券基金 -T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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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債券型 月
NB008 路博邁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T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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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03 瀚亞投資 - 美國優質債券基金 ADM級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債券型 月
PCA08 瀚亞投資 -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ADM級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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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PCA11 瀚亞投資 - 美國特優級債券基金 ADM級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債券型 月
PCA15 瀚亞投資 -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dm(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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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16 瀚亞投資 - 亞洲債券基金 Adm(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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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PCA24 瀚亞投資 -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dmc1(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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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47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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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 RR3 債券型 月

PIN02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環球高收益 AXD股 (月配息 )-美元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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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IN04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策略收益 AXD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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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2 債券型 月
PIN08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美國高息 AXD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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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美 RR3 債券型 月
PIN11 鋒裕匯理基金 (II) - 新興市場債券 AXD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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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IN20 鋒裕匯理基金 (II) - 新興市場債券 A股穩定月配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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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IN21 鋒裕匯理基金 (II) - 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 A股穩定月配 (月配息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PIN22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環球高收益 A股穩定月配 (月配息 )-美元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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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V021 法巴百利達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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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V022 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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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V023 法巴百利達美元短期債券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PV038 法巴百利達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美元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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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SD02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1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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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2 債券型 月
SD02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亞洲債券基金 A1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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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債券型 月
SKD08 先機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金 A類 (月配息 )(美元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TCB20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 B(月配息 )-美元 (本基金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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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UBS020 瑞銀 (盧森堡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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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UBS021 瑞銀 (盧森堡 )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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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UOB04 新加坡大華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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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美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45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紐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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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46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紐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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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27 瀚亞投資 -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ndmc1紐幣避險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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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紐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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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20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 AT股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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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G08 安本環球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股 (月配息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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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歐洲 RR3 債券型 月
FD038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 A - 月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歐元區 RR3 債券型 月
ING01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月配息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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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12 瀚亞投資 - 歐洲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AEDM級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2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歐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26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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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27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T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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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30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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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31 聯博 - 全球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AB052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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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53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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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54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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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55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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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60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級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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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18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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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19 NN(L)亞洲債券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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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ING21 NN(L) 投資級公司債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ING22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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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V022 天達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 C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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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V027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C收益 -2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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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LM005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股澳幣計價 (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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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ML042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3股澳幣避險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ML051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A8股澳幣避險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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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NB001 路博邁高收益債券基金 -T 澳幣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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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NB011 路博邁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T澳幣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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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14 瀚亞投資 -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ADM級澳幣避險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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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CA17 瀚亞投資 -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Aadm澳幣避險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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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PCA18 瀚亞投資 - 優質公司債基金 Aadm澳幣避險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債券型 月
PCA25 瀚亞投資 -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Aadmc1澳幣避險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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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IN14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環球高收益 A股 (穩定月配息 )-澳幣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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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IN23 鋒裕匯理基金 (II) - 新興市場債券 A股穩定月配 (月配息 )-澳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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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PV031 法巴百利達亞洲 (日本除外 )債券基金 -澳幣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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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3 債券型 月
PV034 法巴百利達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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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PV035 法巴百利達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月配息 )-澳幣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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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 RR3 債券型 月

PV040 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月配息 )-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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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SD02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1股 -月配息 (澳幣對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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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2 債券型 月

SKD09 先機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A類避險收益股 (穩定月配 )
(月配息 )-澳幣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澳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90 聯博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 )(月配息 )-英鎊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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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英鎊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98 聯博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息 )-加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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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配息基金 加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35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T股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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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36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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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43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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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75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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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78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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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DS034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 E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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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季
DS036 Pimco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E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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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季
DS037 Pimco總回報債券基金 E股 全球 RR2 債券型 季
DS038 PIMCO全球投資級別債券基金 E股 全球 RR2 債券型 季
DS043 PIMCO多元收益債券基金M股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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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FD034 富達基金 - 美元高收益基金 -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美國 RR3 債券型 年
FD035 富達基金 - 美元債券基金 - A 全球 RR2 債券型 半
ING20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月配權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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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26 NN(L)亞洲債券基金 (月配權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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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ING27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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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V011 天達投資評級公司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JF025 摩根 JPM美國複合收益基金 (美元 )-A 股 (分派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2 債券型 年

配權基金 美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FD032 富達基金 - 歐洲高收益基金 -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歐元區 RR3 債券型 年

配權基金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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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37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T股 (月配權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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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38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權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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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39 聯博 - 全球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權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月

AB044 聯博 -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T股 (月配權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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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76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 (月配權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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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AB079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A股 穩定月配 (月配權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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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23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權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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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ING24 NN(L)亞洲債券基金_澳幣對沖 (月配權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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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洲 RR3 債券型 月

ING28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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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月

配權基金 澳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091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T2類型 (新臺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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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AIG09 柏瑞全球策略高收益債券基金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全球 RR3 債券型

FL049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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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SIN02 永豐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金 ) 大中華 RR4 債券型

一般基金 新臺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006 聯博 - 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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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AB007 聯博 - 美國收益基金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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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AB009 聯博 - 全球債券基金 A2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2 債券型

ABN18 法巴百利達亞洲 (日本除外 )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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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3 債券型

ABN22 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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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ABN36 法巴百利達美元債券基金 全球 RR3 債券型

DS035 Pimco短年期債券基金 E股 全球 RR2 債券型

LM004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回報債券基金 -A股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ML008 貝萊德環球政府債券基金 A2股 全球 RR2 債券型

ML011 貝萊德美元優質債券基金 A2股 美國 RR2 債券型

ML014 貝萊德美國政府房貸債券基金 A2股 美國 RR2 債券型

ML058 貝萊德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A2股美元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美國 RR3 債券型

PCA43 瀚亞投資 -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A 美國 RR2 債券型

PCA48 瀚亞投資 -M&G收益優化基金 A-H(美元避險 ) 全球 RR3 平衡型

PIN01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美國高息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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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美 RR3 債券型

PIN03 鋒裕匯理基金 (II) - 環球高收益 A2股 -美元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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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PV016 法巴百利達美元短期債券基金 北美 RR2 債券型

PV042 法巴百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C-美元 新興市場 RR3 債券型

SD00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A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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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2 債券型

SD00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債券 A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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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3 債券型

SD05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可轉換債券 A1股 -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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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TCB21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基金 A(累積型 )-美元 (本基金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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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一般基金 美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022 聯博 - 歐洲收益基金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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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債券型

ML035 貝萊德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Hedged A2股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全球 RR3 債券型

PV010 法巴百利達歐洲可換股債券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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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券型

UBS019 瑞銀 (盧森堡 )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全球 RR3 債券型

一般基金 歐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7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D(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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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組合型 月

AB073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 -AD(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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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5 平衡型 月

AB074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 -AD(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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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平衡型 月

AB10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I類型 (新臺幣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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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組合型 月

AIG13 柏瑞亞太高股息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5 股票型 月

AIG25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 B(月配息 )-新臺幣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CPL15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 B(月配息 )-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ING56 野村動態配置多重資產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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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ING57 野村多元收益平衡基金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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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JF101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 (月配息 ) -新臺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組合型 月

PCA38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 (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4 股票型 月

PCA39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基金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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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除外 ) RR4 平衡型 月

PCA44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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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印度 RR3 平衡型 月

TCB16 合庫全球高股息基金 B(月配息 )-新臺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TS005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 (月配息 ) 北美 RR4 股票型 月

TS010 台新全球不動產入息基金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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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TS012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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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YT021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配息基金 新臺幣

動態標的    ※共同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共同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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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33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 AD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5 股票型 月
AB057 聯博 - 日本策略價值基金 AD股 (月配息 )-美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日本 RR4 股票型 月
AB068 聯博 - 全球多元收益基金AD股 (月配息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平衡型 月
AB08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D(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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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組合型 月
AB085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 -AD(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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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平衡型 月
AB088 聯博 -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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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5 平衡型 月
AB089 聯博 -優化波動股票基金 AD股 (月配息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AB10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I類型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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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組合型 月
AIG21 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DC(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AIG27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 B(月配息 )-美元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CPL16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 B(月配息 )-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DS044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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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DS052 安聯歐洲高息股票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息 )-美元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DS058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 AMg股 (穩定月配息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5 股票型 月
FD048 富達基金 -亞太入息基金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洲 RR5 股票型 月
FD049 富達基金 -全球入息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FD051 富達基金 -歐洲入息基金 (F1穩定月配息 )-美元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FD054 富達基金 -全球入息基金 A股 C(月配息 )-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ING29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ING33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股票型 月

ING46 NN(L)亞洲收益基金 (月配息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5 股票型 月

ING51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_美元對沖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ING58 野村多元收益平衡基金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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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ING59 NN(L)食品飲料基金 X股 (月配息 )-美元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IV016 天達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IV021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 C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JF057 摩根 JPM多重收益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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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JF058 摩根 JPM亞太入息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3 平衡型 月
JF091 摩根 JPM歐洲策略股息基金 (美元對沖 )A股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已開發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ML049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 A6 美元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ML059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6股美元 (穩定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PCA28 瀚亞投資 -全球價值股票基金 Admc1(穩定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PCA40 瀚亞亞太豐收平衡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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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除外 ) RR4 平衡型 月

PCA45 瀚亞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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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度 RR3 平衡型 月
PV037 法巴百利達歐洲高股息股票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PV039 法巴百利達優化波動全球股票基金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SD03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收益股票 A1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洲 RR5 股票型 月
SD03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收益股票 A1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SD04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 A1股 (月配息 )-美元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SD04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息基金 AX股 (月配息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SD04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洲股息基金 A股 (月配息 )-美元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SD05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股息基金 A股 (月配息 )-美元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5 股票型 月

SD052 施羅德亞洲高息股債基金 A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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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洲 RR3 平衡型 月
SD05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環球股債收息基金 A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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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SD05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市場股債收息 AX股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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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TCB23 合庫全球高股息基金 B(月配息 )-美元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TS014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B(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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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月

UBS026 瑞銀 (盧森堡 )美國總收益股票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股票型 月
UBS027 瑞銀 (盧森堡 ) 新興市場入息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興市場 RR5 股票型 月
UOB05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基金 (美元 )(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配息基金 美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DS046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息 )-歐元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3 平衡型 月
ING31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配息基金 歐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34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 AD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5 股票型 月

AB069 聯博 - 全球多元收益基金 AD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平衡型 月

AB096 聯博 -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AD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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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5 平衡型 月
DS045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息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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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DS062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高股息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 )(月配息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5 股票型 月
FD053 富達基金 -全球入息基金 A股 H(月配息 )-澳幣避險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ING30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ING32 NN(L)歐元高股息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月
ING34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股票型 月

ING47 NN(L)亞洲收益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5 股票型 月

ING52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IV018 天達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C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IV020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 C股 (月配息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JF062 摩根 JPM多重收益基金 (澳幣 )-(月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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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JF083 摩根 JPM亞太入息基金 (澳幣對沖 )-(月配息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3 平衡型 月
ML055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 A8股澳幣避險 (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ML060 貝萊德全球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金 A8股澳幣避險 (穩定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月
PCA29 瀚亞投資 -全球價值股票基金 Aadmc1澳幣避險 (穩定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SD04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息基金 A股 (月配息 )-澳幣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SD05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亞洲股息基金 A股 (月配息 )-澳幣對沖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5 股票型 月

配息基金 澳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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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IVC01 景順中國基金 中國 RR5 股票型 年
IVC03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歐洲 RR4 股票型 年
IVC04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日本 RR4 股票型 年

配息再投資 美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IVC05 景順歐洲動力基金 A股 歐洲 RR4 股票型 年

配息再投資 歐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DS068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息 )-紐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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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PCA30 瀚亞投資 -全球價值股票基金 Andmc1紐幣避險 (穩定月配息 )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月

配息基金 紐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41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 AD股 (月配權 )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5 股票型 月
DS016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4 平衡型 年
DS017 安聯全球高成長科技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年
DS030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中國 RR5 股票型 年
DS055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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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FD001 富達基金 - 美國基金 - A 美國 RR4 股票型 年
FD002 富達基金 - 美國成長基金 - A 美國 RR4 股票型 年
FD003 富達基金 - 東協基金 - A(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東協 RR5 股票型 年
FD015 富達基金 - 印度聚焦基金 - A 印度 RR5 股票型 年
FD016 富達基金 - 印尼基金 - A 印尼 RR5 股票型 年
FD023 富達基金 - 拉丁美洲基金 - A 拉丁美洲 RR5 股票型 年
FD025 富達基金 - 太平洋基金 - A 亞太 RR5 股票型 年
FD026 富達基金 - 新加坡基金 - A 新加坡 RR4 股票型 年
FD041 富達基金 - 亞洲聚焦基金 - A 亞太 RR5 股票型 年
FD043 富達基金 - 中國聚焦基金 - A 中國 RR5 股票型 年
HSB06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 -巴西股票 AD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巴西 RR5 股票型 年
HSB09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 -俄羅斯股票 AD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俄羅斯 RR5 股票型 年
ING53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_美元對沖 (月配權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IV002 天達環球動力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年
IV004 天達歐洲股票基金 歐洲 RR4 股票型 年
IV005 天達美國股票基金 美國 RR4 股票型 年
IV008 天達環球能源基金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全球 RR4 股票型 年
IV009 天達環球黃金基金 全球 RR5 股票型 年
IV010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年
IV014 天達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年
JF064 摩根 JPM多重收益基金 (美元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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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JF092 摩根 JPM亞太入息基金 (月配權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3 平衡型 月

JUP05 木星生態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半
MNU02 宏利環球基金 -土耳其股票基金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土耳其 RR5 股票型 年

配權基金 美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DS007 安聯全球生物科技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年
FD005 富達基金 - 全球消費行業基金 - A 全球 RR4 股票型 年
FD009 富達基金 - 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 A 歐洲 RR4 股票型 年
FD012 富達基金 - 德國基金 - A 德國 RR4 股票型 年
FD013 富達基金 - 全球健康護理基金 - A 全球 RR3 股票型 年
FD028 富達基金 - 全球電訊基金 - A 全球 RR3 股票型 年

配權基金 歐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AB042 聯博 - 亞洲股票基金 AD股 (月配權 )-澳幣避險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RR5 股票型 月
DS056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股 穩定月配 (月配權 )-澳幣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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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FD004 富達基金 - 澳洲基金 - A 澳洲 RR4 股票型 年
ING54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 _澳幣對沖 (月配權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平衡型 月
JF065 摩根 JPM多重收益基金 (澳幣 )-(月配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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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月

JF093 摩根 JPM亞太入息基金 (澳幣對沖 )-(月配權 )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亞太
(日本除外 ) RR3 平衡型 月

配權基金 澳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IV006 天達英國 Alpha基金 英國 RR4 股票型 年

配權基金 英鎊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配息
頻率

FD020 富達基金 - 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 A 日本 RR4 股票型 年
FD021 富達基金 - 日本基金 - A 日本 RR4 股票型 年

配權基金 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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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09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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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組合型
AIG24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 A-新臺幣 全球 RR3 股票型
CPL02 群益亞太新趨勢平衡基金 亞太 RR4 平衡型
CPL03 群益店頭市場基金 台灣 RR5 股票型
CPL04 群益馬拉松基金 台灣 RR4 股票型
CPL08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CPL09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CPL12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DS022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DS066 安聯 DMAS 50組合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3 組合型
FHW01 復華復華基金 台灣 RR4 股票型
FHW04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台灣 RR5 股票型
FHW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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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平衡型
FHW12 復華全球物聯網科技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4 股票型
FL039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消費基金 全球 RR5 股票型
FL044 富蘭克林華美傳產基金 台灣 RR5 股票型
FL045 富蘭克林華美高科技基金 台灣 RR5 股票型
FL046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FL047 富蘭克林華美中華基金 全球 RR5 股票型
FL050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 A股基金 中國 RR5 股票型
FL051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成長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3 股票型
HN006 華南永昌 Shiller US CAPE® ETF組合基金 (累積 )-新臺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組合型
HN008 華南永昌 Shiller US REITs基金 (累積 )-新臺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股票型
HSB02 匯豐中國動力基金 中國 RR5 股票型
ING11 野村全球高股息基金 -累積型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ING63 野村環球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3 股票型
JF078 摩根中國亮點基金 亞太 RR5 股票型
JF080 摩根大歐洲基金 歐洲 (不含東歐 ) RR4 股票型
JF081 摩根全球α基金 全球 RR3 股票型
JF082 摩根台灣金磚基金 台灣 RR4 股票型
JF089 摩根中國 A股基金 亞太 RR5 股票型
JF100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3 組合型
JF102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 (累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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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太 RR4 平衡型
KGI03 凱基銀髮商機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4 股票型
MG001 兆豐國際中國 A股基金 -新臺幣 中國 RR5 股票型
TS006 台新 2000高科技基金 台灣 RR5 股票型
TS007 台新高股息平衡基金 台灣 RR4 平衡型
TS008 台新中國通基金 台灣 RR5 股票型
TS009 台新中証消費服務領先指數基金 中國 RR5 指數型
TS011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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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TS015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 -新臺幣 全球 RR4 股票型
YT022 元大中國平衡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中國 RR4 平衡型
YT028 元大大中華 TMT基金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一般基金 新臺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003 聯博 - 國際醫療基金 A股 全球 RR3 股票型
AB004 聯博 - 國際科技基金 A股 全球 RR4 股票型
AB005 聯博 - 美國成長基金 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股票型
AB013 聯博 - 全球價值型基金 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3 股票型
AB019 聯博 - 印度成長基金 A股 印度 RR5 股票型
AB024 聯博 - 前瞻主題基金 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AB025 聯博 - 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 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AB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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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型
AB093 聯博 -全球核心股票基金 A級別 -美元 全球 RR4 股票型
AB101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A2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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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4 組合型
ABG01 安本環球 -亞洲小型公司基金 A股 -美元 亞太 RR5 股票型
ABG05 安本環球 -中國股票基金 A股 -美元 中國 RR4 股票型
ABG06 安本環球 -亞太股票基金 A股 -美元 亞太 RR4 股票型
ABG09 安本環球 -印度股票基金 A股 -美元 印度 RR5 股票型
ABN25 法巴百利達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新興歐洲 RR5 股票型
ABN29 法巴百利達俄羅斯股票基金 俄羅斯 RR5 股票型
ABN32 法巴百利達全球金融股票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ABN33 法巴百利達全球健康護理股票基金 全球 RR3 股票型
ABN39 法巴百利達印尼股票基金 印尼 RR5 股票型
AIG20 柏瑞印度股票基金 A 印度 RR5 股票型
AIG26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金 A-美元 全球 RR3 股票型
CPL13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 -美元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DS059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基金 -AT累積類股 (美元避險 ) 歐洲 RR4 股票型
EDM02 愛德蒙得洛希爾基金 –中國基金 (A)-美元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FD050 富達基金 -中國內需消費基金 (美元累積 ) 中國大陸及香港 RR5 股票型
FD052 富達基金 -歐洲動能基金 A股 -美元避險 已開發歐洲 RR4 股票型
FL052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成長基金 -美元 全球 RR3 股票型
FL054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 A股基金 -美元 中國大陸 RR5 股票型
HN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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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HN009 華南永昌 Shiller US REITs基金 (累積 )-美元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國 RR4 股票型
ING02 NN(L)大中華股票基金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ING03 NN(L)原物料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ING04 NN(L)能源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ING15 NN(L)食品飲料基金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全球 RR4 股票型
JF077 摩根 JPM歐洲動力基金 (美元 ) 歐洲 (不含東歐 ) RR4 股票型
JF090 摩根 JPM環球醫療科技基金 (美元 )A股 全球 RR3 股票型

一般基金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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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015 聯博 - 歐洲股票基金 A股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歐洲 RR4 股票型
EDM07 愛德蒙得洛希爾基金 - 歐元可轉債基金 (A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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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ML004 貝萊德歐洲價值型基金 A2股 歐洲 RR4 股票型
ML024 貝萊德新興歐洲基金 A2股 新興歐洲 RR5 股票型
PV032 法巴百利達歐洲小型股票基金 已開發歐洲 RR4 股票型

UBS009 瑞銀 (盧森堡 )歐洲中型股票基金 歐洲 RR4 股票型

一般基金 歐元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ABG02 安本環球 -澳洲股票基金 A股 -澳幣 澳洲 RR4 股票型
EDM08 愛德蒙得洛希爾基金 –中國基金 (A)-澳幣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JF099 摩根 JPM策略總報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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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開發歐洲 RR3 平衡型
ML063 貝萊德中國基金 A2股 -澳幣避險 中國大陸及香港 RR5 股票型
ML064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股 -澳幣避險 全球 RR3 股票型

UBS014 瑞銀 (盧森堡 )澳洲股票基金 澳洲 RR4 股票型

一般基金 澳幣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風險收
益等級

標的
類型

JF005 摩根 JPM日本 (日圓 )基金 日本 RR4 股票型
PV007 法巴百利達日本小型股票基金 (暫停所有申購 ) 日本 RR4 股票型

一般基金 日圓

JF095 摩根 JPM歐洲動力基金 (美元對沖 ) 已開發歐洲 RR4 股票型
JF096 摩根 JPM日本 (日圓 )基金 (美元對沖 ) 日本 RR4 股票型
JF097 摩根 JPM策略總報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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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型
JF098 摩根 JPM歐洲小型企業基金 (美元對沖 )- A股 (累計 ) 已開發歐洲 RR4 股票型
JUP04 木星中國基金 中國 RR5 股票型
LI002 利安資金越南基金 (美元 )(僅供原定期 (不 )定額客戶投資 ) 越南 RR5 股票型

MG002 兆豐國際中國 A股基金 -美元 中國 RR5 股票型
ML001 貝萊德世界黃金基金 A2股 (美元 ) 全球 RR5 股票型
ML003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 A2股 日本 RR4 股票型
ML010 貝萊德美國價值型基金 A2股 美國 RR4 股票型
ML015 貝萊德美國特別時機基金 A2股 (美元 ) 美國 RR4 股票型
ML022 貝萊德世界礦業基金 A2股 全球 RR4 股票型
ML023 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A2股 全球 RR3 股票型
ML026 貝萊德新能源基金 A2股 全球 RR4 股票型
ML027 貝萊德世界金融基金 A2股 全球 RR4 股票型
ML028 貝萊德世界科技基金 A2股 全球 RR4 股票型
ML029 貝萊德世界健康科學基金 A2股 全球 RR3 股票型
ML030 貝萊德拉丁美洲基金 A2股 拉丁美洲 RR5 股票型
ML031 貝萊德新興市場基金 A2股 新興市場 RR5 股票型
ML033 貝萊德環球特別時機基金 A2股 全球 RR3 股票型
ML038 貝萊德中國基金 A2股 中國 RR5 股票型
ML039 貝萊德印度基金 A2股 印度 RR5 股票型
ML040 貝萊德世界能源 A2股 全球 RR4 股票型
ML050 貝萊德亞洲巨龍基金 A2美元 亞洲 RR5 股票型
ML054 貝萊德日本特別時機基金 A2美元避險 日本 RR4 股票型
NB006 路博邁美國小型企業基金 -T 美元 美國 RR4 股票型
NB009 路博邁美國多元企業機會基金 -T美元 美國 RR4 股票型
PCA05 瀚亞投資 - 中印股票基金 A級 亞洲 RR5 股票型
PCA06 瀚亞投資 - 中國股票基金 A級 中國 RR5 股票型
PCA07 瀚亞投資 - 印尼股票基金 A級 印尼 RR5 股票型
PIN09 鋒裕匯理基金 (II) - 歐洲潛力 A2股 -美元 歐洲 RR4 股票型
PIN17 鋒裕匯理基金 (II) - 歐洲潛力 A2股 (美元對沖 ) 歐洲 RR4 股票型
PIT01 百達 -全球防禦股票 -R美元 全球 RR3 股票型
PIT02 百達 -水資源 -HR 美元 全球 RR4 股票型
PIT03 百達 -林木資源 -R美元 全球 RR4 股票型
PV004 法巴百利達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拉丁美洲 RR5 股票型
PV025 法巴百利達美國中型股票基金 美國 RR4 股票型
PV027 法巴百利達巴西股票基金 巴西 RR5 股票型
PV033 法巴百利達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美國 RR4 股票型
PV036 法巴百利達亞洲 (日本除外 )精選股票基金 亞太 (日本除外 ) RR5 股票型
PV041 法巴百利達水資源基金 C-美元 全球 RR4 股票型
SD01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美國小型公司 A1股 -累積 美國 RR4 股票型
SD01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新興亞洲 A1股 -累積 亞太 RR5 股票型
SD01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拉丁美洲 A1股 -累積 拉丁美洲 RR5 股票型
SD02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環球能源基金 A1股 -累積 全球 RR4 股票型
SD04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歐洲小型公司 A股 (美元對沖 ) 歐洲 RR4 股票型
SD05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 - 環球股債收息基金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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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 RR3 平衡型
SKD02 先機亞太股票基金 亞太 RR5 股票型
SKD07 先機北美股票基金 A類累積 (美元 ) 美國 RR4 股票型
TS013 台新全球多元資產組合基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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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型
TS016 台新智慧生活基金 -美元 全球 RR4 股票型

UBS007 瑞銀 (盧森堡 )保健股票基金 全球 RR3 股票型
UBS008 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基金 中國 RR5 股票型
UBS013 瑞銀 (盧森堡 )俄羅斯股票基金 俄羅斯 RR5 股票型
UBS015 瑞銀 (盧森堡 )大中華股票基金 大中華 RR5 股票型
UBS018 瑞銀 (盧森堡 )生化股票基金 全球 RR4 股票型
UOB01 新加坡大華黃金及綜合基金 (美元 ) 全球 RR5 股票型
UOB02 新加坡大華全球保健基金 (美元 ) 全球 RR3 股票型
UOB03 新加坡大華全球金融基金 (美元 ) 全球 RR4 股票型



即刻起，線上註冊為網路保險服務會員，就能享有24小時網路查詢及變更服務。（巴黎線上保戶專區https://my.cardif.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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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法國的銀行保險專家－法國巴黎人壽
法國巴黎人壽，隸屬於法國第一大銀行集團BNP PARIBAS法國巴黎銀行集團，從1973年
成立至今即專營銀行保險通路，目前在全球35個國家提供創新的儲蓄型和保障型保險方
案，以滿足瞬息萬變的客戶生活型態及需求。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11049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7號80樓   電話：(02)6636-3456
客戶服務電話：0800-012-899  申訴電話：0800-012-899  網址：https://life.cardif.com.tw/

投資帳戶之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標的說明事項

1.所有投資標的之連結皆遵循相關法令規範，法國巴黎人壽保留所有投資標的新增與刪除之權利，對原有客戶以不影響其已連結之投資標的權益為原則。相關
基金標的之交易狀況及基金風險收益等級，請依各基金公司為準，或可參閱法國巴黎人壽網站（https://life.cardif.com.tw/）查詢最新公告訊息，或致電法國
巴黎人壽客戶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12-899。

2.投資帳戶定期提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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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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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有可能超出該投資帳戶之投資利得，得自投資帳戶資產中提減(撥回)，本投資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可能因
此減少。

3.若保戶欲了解基金之配息組成管道，可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總代理人之公司網站查詢相關訊息；另外有關各境外基金之公開說明書中譯本及投資人須知，
可至法國巴黎人壽官方網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或各基金公司網站查詢及下載。

4.所有投資標的，涵蓋各類不同之風險等級，建議要保人應依法國巴黎人壽所提供之保戶投資風險屬性暨財務評估表之評估結果，審慎選擇適合之投資標的。
5.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保險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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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基金禁止短線交易及其他異常交易：當違反短線交易限制時，或當其他異常交易影響基金投資管理策略或損及整體基金受益人之權益時，依照各基金公司之
相關規定，可能遭拒絕交易或收取短線交易罰金，相關短線交易限制公佈於各基金公司網站。

7.基金進行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基金之行政管理相關費用，且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
額減損。若基金有配息，則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若基金有部分投資於高收益債時，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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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金大部分或全部投資於高收益債時，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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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所連結之投資標的(投資帳戶)之投資管理公司係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管理，
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投資管理公司及法國巴黎人壽對投資標的不保證最低
收益率；投資風險包括：
(1) 國內外政治、法規變動之風險。 (2) 國內外經濟、產業循環之風險。 
(3) 投資地區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 投資地區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 其他投資風險。
＊投資標的係投資含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資產撥回可能涉及帳戶資產。
＊投資帳戶資產撥回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且過去資產撥回比率不代表未來資產撥回比率
；投資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為維持穩定資產撥回，撥回金額可以由帳戶資產及利息收入發放。
＊有關投資標的之稅法相關資訊，請參照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財政部台財稅第
09800542850函令，另依財政部頒布之法規為準。
＊委託專家代操之投資帳戶並非絕無風險，投資管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委託投資
資產之最低收益，投資管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委託投資資產之
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客戶簽約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商品說明書內容詳閱法國
巴黎人壽網站https://life.cardif.com.tw/。
＊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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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更多本商品之專案訊息、
自動調整保額及自選投資標的...等 

請參考官網說明 https://life.cardif.com.tw/a211 

全新官方網站登場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投資標的
保管費 (註 1)

投資標的
管理費 (註 1)

風險收
益等級

撥回
頻率

DMA001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野村投信運用操作 )-月撥現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月

DMA002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野村投信運用操作 )-轉投入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月

DMA003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聯博投信運用操作 )-雙週撥現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雙週

DMA004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聯博投信運用操作 )-轉投入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雙週

DMA005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運用操作 )-雙週撥現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雙週

DMA006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富蘭克林華美投信運用操作 )-轉投入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雙週

DMA013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群益投信運用操作 )-月撥現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月

DMA014 法國巴黎人壽環球穩健投資帳戶 (委託群益投信運用操作 )-轉投入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美元 0.10% 1.15% RR3 月

DMA056 法國巴黎人壽新臺幣環球新益投資帳戶 (委託聯博投信運用操作 ) –月撥現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臺幣 0.04% 1.15% RR3 月

DMA057 法國巴黎人壽新臺幣環球新益投資帳戶 (委託聯博投信運用操作 ) –轉投入 (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 新臺幣 0.04% 1.15% RR3 月

投資帳戶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風險收益等級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風險收益等級 標的代碼 標的名稱 風險收益等級

TWD01 新臺幣貨幣帳戶 RR1 GBP01 英鎊貨幣帳戶 RR1 NZD01 紐幣貨幣帳戶 RR1

USD01 美元貨幣帳戶 RR1 CAD01 加幣貨幣帳戶 RR1 HKD01 港幣貨幣帳戶 RR1

EUR01 歐元貨幣帳戶 RR1 AUD01 澳幣貨幣帳戶 RR1 JPY01 日圓貨幣帳戶 RR1

貨幣帳戶

註 1：投資標的保管費與管理費由保管機構及法國巴黎人壽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註 2：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投資帳戶於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