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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年金保險 

商品說明書(ATF02)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年金保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 日 102 中信壽商發二字第 022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8850 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台壽字第 1052330020 號函備查修正 

給付項目：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保單價值加值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投資標的(五)批註條款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6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二字第 009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金管保壽字第 10402548850 號函核准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台壽字第 1052000001 號函備查修正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六)批註條款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台壽字第 1052330016 號函備查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1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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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
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合格證。 

2. 本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台灣人壽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3.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本商品僅保險保障部分受「財團法人保

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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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商品經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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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選擇保險商
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台灣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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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了解本商品之各項費用或其他相關資

訊，請洽台灣人壽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手機另撥(02)8170-5156）或網站
（www.taiwanlife.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7. 台灣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已登載於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並於台灣人壽提供電腦設備
供公開查閱下載。公司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免費申訴電話：
0800-213-26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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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台灣人壽
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9.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10.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或投資標的所連結之投資子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

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台灣人壽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
應詳閱商品說明書；投資標的之詳細內容介紹，請詳閱投資標的公開說明書或台灣人壽網站。 

11.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
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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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簽約前提供予要保人參考。 
13. 若投資標的為配息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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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資標的為全權委託帳戶，台灣人壽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
為運用與管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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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要保人應充分瞭解本商品為投資型保險商品，投保本商品需承擔相關風險。本商品連結之一切投資
標的（或投資標的所連結之所有的投資子標的，以下簡稱投資子標的）均依相關適用法律所發行，
其一切係由投資標的（或投資子標的）發行公司負責履行，保戶必須承擔投資之法律風險（例如因
適用法律變更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金額等）、以外幣計價之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市場價格風險(含最大可能損失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
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之風險。當可能風險發生時，台灣人壽並不保
證投資本金或為任何收益保證，投資標的（或投資子標的）過去的績效不代表未來的表現，要保人
於投保前應審慎評估。 

※ 本商品係由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發行，透過本公司之保險業務員或合作之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行
銷。 

※本文件係由台灣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公司章： 負責人章： 

  

 

 

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3 日 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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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說明書內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

助您瞭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

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若一旦早期解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

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應以書面方式通知台灣人壽撤銷保單。 
 
一、 保險費的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 

(一) 第一期之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一期之後的保險費，可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繳納，但每次繳交之金額須符合本公司網站公佈之上、

下限範圍之約定。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並由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

證。 

第一期之後的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其餘額於本公司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

日依保單條款第十一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一期之後的保險

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保單條款第二條第十三款約定納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計算。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若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每月扣

除額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

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二)保險費繳交限制及繳費方式： 

1.第一期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100,000元。 

2.第一期之後保險費：每次交付之保險費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0 元。 

3.本險累計所繳保險費:累積已繳保險費(扣除部分提領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 1.5 億元。 

4.繳費方式： 

(1)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內採匯款方式彈性繳。 

(2)約定以金融機構自動轉帳繳交第一期保險費者，需另檢附「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且不受

理「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第一次投資日批註條款」之申請。 

 

二、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 

(一)年金金額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生存者，本公司根據要保人所選擇的年金給付方式，按照下列約定給

付保險金： 

一、年金採一次給付方式者： 

本公司按「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之金額一次給付予受益人。本公司依約定給付此項金額後

，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二、年金採分期給付方式者：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依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最高給付年齡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到達一百一十歲為止。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要保人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變更年金的給付方式及內容，其書面通知須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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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送達本公司始生效力。 

(二)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保單條款第二十四條約定申請

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效力即行

終止。 

前項所述收齊保單條款第二十四條約定申請文件當時，若已逾年金給付開始日者，本公司以相當

於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的金額返還之。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

得之人得依以下二種方式擇一受領： 

一、繼續按期受領年金金額，直至保證期間屆滿。 

二、申請提前一次受領，其計算之貼現率為保單條款第十八條所採用之預定利率。 

(三)保單價值加值金： 

本公司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不含年金給付開始日），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起，依保

單條款附表三所列之保單週年日，按該週年日前一年每日保單帳戶價值之平均值乘以保單條款附

表三所載之保單價值加值金給付比率，做為「保單價值加值金」。 

前項保單價值加值金於每保單週年日後第三個資產評價日依要保人當時所約定之投資標的及配置

比例進行保單帳戶價值的加值給付。前開若於該資產評價日時，因要保人約定之投資標的因故關

閉、合併或終止而造成原約定之投資標的已無法投資時，本公司將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約定立即

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變更投資組合，要保人如未於本公司書面通知所定之期限內回覆者，本公司將

逕以剔除該投資標的重新計算相對百分比。若剔除該投資標的後，本契約並無其他投資標的時，

本公司將該筆「保單價值加值金」投入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 

 
三、範例說明 

40 歲陳先生，投保「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年金保險」，首期繳交保險費新臺幣 1,000,000 元，年金

累積期間 10 年，各保單年度末數值試算如下表： 

保單年度末 保險年齡 
所繳 

保險費 
保費費用 

保單 

管理費 

假設投資報酬率 3% 假設投資報酬率 5% 假設投資報酬率 -5% 

保單價值 

加值金 

保單帳戶

價值 

保單價值 

加值金 

保單帳戶

價值 

保單價值 

加值金 

保單帳戶

價值 

1  40  1,000,000  24,000  0  3,967  1,005,280  4,009  1,024,800  3,797  927,200  

2  41  0  0  1,200  1,025  1,038,295  1,055  1,079,000  905  883,296  

3  42  0  0  1,200  1,055  1,069,277  1,108  1,132,822  859  838,827  

4  43  0  0  1,200  0  1,101,221  0  1,189,389  0  796,538  

5  44  0  0  1,200  5,592  1,133,038  6,103  1,247,627  3,871  755,544  

6  45  0  0  1,200  0  1,171,555  0  1,315,158  0  720,293  

7  46  0  0  1,200  0  1,205,482  0  1,379,684  0  683,111  

8  47  0  0  1,200  0  1,240,427  0  1,447,436  0  647,788  

9  48  0  0  1,200  0  1,276,421  0  1,518,575  0  614,231  

10  49  0  0  1,200  0  1,313,494  0  1,593,272  0  582,352  

 上列各項費用係以假設投資標的皆為全權委託帳戶時試算。 

上述範例投資報酬率中之保單帳戶價值所呈現之數值，為扣除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後計算得出，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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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投保時分析參考，未來實際之投資報酬率仍須視保戶所選擇之投資標的績效高低而定。 

 年金給付金額依據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時之年金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之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若保單帳戶價值不足以支付當月之保單管理費時，保單帳戶價值以數字 0 表示。 

 上述保單帳戶價值之數值皆已含保單價值加值金，保單價值加值金會依投資報酬率而不同。 

 本公司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不含年金給付開始日），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起，依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之保單

週年日，按該週年日前一年每日保單帳戶價值之平均值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三所載之保單價值加值金給付比率，做為「保單

價值加值金」。 

 上述保單帳戶價值係假設保單無任何變更事項下之試算結果。若投資標的中含有全權委託帳戶者，資產撥回不代表投資標

的報酬率，於每次資產撥回後其帳戶價值可能因市場因素或資產撥回而波動。 

 要保人所有應付予台灣人壽之費用，已依表列方式呈現於保單條款附表「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

表」，如費用得變動或費用變動之依據及費用上限，本公司將依據前揭保單條款附表的相關費用一覽表約定辦理。 

 
四、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或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若投資標

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

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

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保單帳戶內

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且該

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方

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本契約關於投資標的之全部條款適用於新增的投資標的。 

 

五、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遴選辦法 
 

第一條 目的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以下稱本公司及分公司）為提供保

戶全方位的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選擇，以滿足保戶各種投資需求與風險分散需求，特訂定投資

型保險連結標的遴選辦法（下稱本遴選辦法）。 

 

第二條 連結標的遴選策略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之遴選策略應考量下列原則： 

一、 連結標的幣別：考量不同的計價幣別，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二、 連結標的投資目標與投資策略：考量不同的投資目標與投資策略，以提供保戶投資風險分

散至不同區域、產業或全球市場。 

三、 連結標的類型：考量不同類型的連結標的，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四、 連結標的風險等級：考量不同連結標的風險等級，以提供保戶多樣化的選擇。 

五、 保險業利益衝突的評估：考量投資標的與公司是否有利害關係人交易或其他避免利益衝突

之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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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標的投資目標策略、保險業利益衝突的評估、風險等級審查應列為檢核表之審查項目。 

 

第三條 連結標的範圍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需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函令規定之運用範圍，本公司

及分公司投資型保險所連結之投資標的包括下列： 

一、 國內/境外共同基金 

二、 國內外 ETF 

三、 委外代操投資標的 

四、 資金停泊帳戶 

五、 保本型基金 

六、 國內結構型商品 

七、 境外結構型商品 

八、 國際債券 

九、 適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連結標的 

 

第四條 連結標的遴選標準 

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之遴選，應依照以下遴選標準辦理： 

一、 國內/境外基金：任一個別基金需符合下述第（一）點及第（二）~（八）點中之任 5 項遴

選標準，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如不符合第（二）~（八）點中之任 5 項遴選標

準但有連結之必要性者，得經總經理核准後，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一）國內基金應為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

證；其為境外基金者，係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二）基金公司 

1. 國內基金公司 

(1)  成立滿 3 年以上，且近 1 年無重大違規紀錄。 

(2)  管理之總資產高於新台幣 50 億元。  

2. 境外基金公司 

(1) 成立滿 5 年以上，且近 1 年無重大違規紀錄。 

(2) 管理之總資產高於等值美元 20 億。 

（三）基金規模 

1. 國內基金 

(1) 貨幣型基金：總資產高於新台幣 100 億元。 

(2) 債券型基金：總資產高於新台幣 5 億元。 

(3) 其他類型：總資產高於新台幣 2 億元。 

2. 境外基金 

不分類型：總資產高於等值美元 2,000 萬。 

（四）基金成立期間 

1. 國內基金：成立閉鎖期滿後。 

2. 境外基金：成立至少 2 年以上。 

（五）基金績效 

1. 國內基金 

(1) 1 年或 3 年或 5 年夏普指標(Sharpe ratio)排名同類型基金前 50%或高於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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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平均值或高於整體指標(Benchmark)。 

(2)或近三年內榮獲基金相關大獎。 

2. 境外基金 

(1) 1 年或 3 年或 5 年夏普指標(Sharpe ratio)排名同類型基金前 50%或高於同類型

基金平均值或高於整體指標(Benchmark)。 

(2)或 Morningstar 評比★★★以上。 

(3)或近三年內榮獲基金相關大獎。 

(4)投資目標與方針與風險報酬(於本公司官網呈現)。 

（六）基金策略 

1. 國內基金：基金經理人有 3 年以上投資分析經驗。 

2. 境外基金：基金經理人有 5 年以上投資分析經驗。 

（七）基金費用 

1. 國內基金：基金管理費、保管費與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短線交易費用、反

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等)合理且符合市場行情。 

2. 境外基金：基金管理費、保管費與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短線交易費用、反

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等)合理且符合市場行情。 

（八）基金公司後續專業服務 

1. 基金買賣流通性佳且投資資訊公開透明容易取得。 

2. 基金資訊提供：提供基金內容、申購/贖回、淨值等資訊正確性及充分揭露及基金

投資標的市場最新投資建議與專業報告。 

3. 教育訓練配合：提供基金相關金融專業培訓。 

二、 國內/外 ETF：任一個別 ETF 需符合下述第（一）~（三）點，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

標的；如不符合但有連結之必要性，得經總經理核准後，即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一）投資策略：以投資股票、債券為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亦非採合成複製法設計，

並於符合主管機關規定得受託買賣之證券市場交易。 

（二）成立期間：成立至少6個月(含)以上。 

（三）成交量： 

1. 新台幣計價：近 1 年平均月成交量高於新台幣 1,000 萬元。 

2. 外幣計價：近 1 年平均月成交量高於 5,000 股。 

三、 委外代操投資標的：依本公司「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資產委託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處理

程序」 辦理。 

四、 資金停泊帳戶：資產運用為銀行存款。 

五、 保本型基金：任一個別保本型基金需符合下述第（一）~（七）點，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

連結標的。 

（一）經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二）保本型基金所投資之國內外固定收益投資標的(含存款)，除須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

問法相關法令規定外，其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固定收益投資標

的(不含存款)之發行評等應符合如附表一內第一點所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 

（三）保本型基金因操作需要，以定期存款存放於國內銀行者，銀行總行最近一期之自有資

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應高於附表一內第二點所列比率以上。 

（四）保本型基金若有保證機構，該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附表一內第三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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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五）存續期間至少達六年(含)以上。 

（六）計價幣別以新臺幣、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幣、

日圓及人民幣為限。 

（七）到期保本率至少為計價幣別本金之100%(含)以上。 

六、 國內結構型商品： 依「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及投資標的應注意事項」第三點、

第五點及第六點規範，需符合下述(一)~(七)點 ，始可作為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一）國內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附表一第四點所列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二）不得為保險業利害關係人所發行之結構型商品。 

（三）計價幣別以新臺幣、人民幣及「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款所定計價

幣別為限，即計價幣別以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

幣及日圓為限。 

（四）國內結構型商品不得連結下列標的： 

1.新臺幣匯率指標。 

2.新臺幣利率指標，但以新臺幣計價之結構型商品不在此限。 

3.本國企業於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4.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外發行之受益憑證。 

5.國內外機構編製之臺股指數及其相關金融商品。但如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公布之各類指數及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與國外機構合作編製非以臺股為主要成分股之指數，不在此限。 

6.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7.國內外私募之有價證券。 

8.股權、利率、匯率、基金、商品、上述相關指數及指數型基金以外之衍生性金融商

品。但指數股票型基金，以金管會核定之證券市場掛牌交易之以投資股票、債券為

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者為限。 

（五）國內結構型商品若涉及大陸地區之商品或契約以連結下列標的及中央銀行已開放之範

圍為限： 

1.以外幣或人民幣計價或交割之無本金交割商品 

(1)涉及人民幣匯率：無本金交割之外幣對人民幣遠期外匯（NDF）、無本金交割

之外幣對人民幣匯率選擇權（NDO）或無本金交割之外幣對人民幣換匯換利

（NDCCS）。 

(2)涉及人民幣利率：無本金交割之外幣對人民幣利率交換（NDIRS）。 

2.以外幣或人民幣計價或交割商品 

(1)涉及人民幣匯率：遠期外匯、換匯、換匯換利或匯率選擇權，但上開商品均不

得涉及新臺幣匯率。 

(2)涉及人民幣利率：遠期利率協議、利率交換、利率交換選擇權或利率選擇權。 

3.涉及人民幣計價或交割之與大陸地區相關公開上市之股價指數：股價遠期契約、股

價交換或股價選擇權。 

4.其他經中央銀行開放外匯指定銀行辦理之連結標的。 

5.連結第一目至第三目標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契約以結合外幣或人民幣定期存款

之結構型商品為限。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803-2003-PD2-0033                                                                                        第 7 頁，共 79 頁 

 

（六）除另有規定外，結構型商品得於中央銀行已開放之範圍內同時連結二種之資產類別。 

（七）結構型商品之到期保本率至少為原計價貨幣本金（或其等值）之百分之一百，且不得

含有目標贖回式設計及發行機構得提前贖回之選擇權。 

七、 境外結構型商品：依「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金管證券字第 0980042601 號」規範，需符合下述(一)~(八)點 ，始可作為投資型

保險連結標的。 

（一）境外結構型商品發行機構應符合下述規定 

1. 發行機構應於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分公司（以下簡稱發行人），其未設有分公司者，

應由該發行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子公司，或該商品保證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

分公司或子公司擔任總代理人（以下簡稱總代理人）。前揭所稱分公司以經金管

會核准設立之外國銀行在臺分行、外國證券商在臺分公司或外國保險公司在臺分

公司為限。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子公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1) 外國銀行、外國證券商或外國保險公司經金管會核准直接或間接轉投資在臺設

立且持股逾百分之五十之銀行、證券商或保險子公司。 

(2) 該子公司同意就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所負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義務負連帶責任。 

（二）發行人或其總代理人應檢具文件送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或經其同意委託其

他機構審查，並於收到審查通過通知書後二個營業日內報請金管會備查。 

（三）本公司需與發行人或總代理人簽訂契約，其境外結構型商品始得為投資型保單之連結

標的。 

（四）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評等，應符合應符

合附表一第五點所列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五）計價幣別以美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 加幣及日圓為

限。 

（六）境外結構型商品不得連結下列標的：  

1.新臺幣利率及匯率指標。 

2.國內有價證券。 

3.本國企業於國外發行之有價證券。 

4.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國外發行之受益憑證。 

5.國內外機構編製之台股指數及其相關金融商品。但如該指數係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與國外機構合作編製非以台股

為主要成分股之指數，不在此限。 

6.屬於下列任一涉及大陸地區之商品或契約： 

  (1)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 

  (2)大陸地區之政府、企業或機構所發行或交易之有價證券。 

  (3)大陸地區股價指數、股價指數期貨。 

  (4)大陸地區債券或貨幣市場相關利率指標。 

  (5)人民幣匯率指標。 

  (6)其他涉及適用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依該條例所定之相關法令

之商品。 

7.未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 

8.國外私募之有價證券。 

9.股權、利率、匯率、基金、指數型股票基金（ETF）、指數、商品及上述相關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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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但指數型股票基金（ETF），以金管會核定之證券市場掛

牌交易之以投資股票、債券為主且不具槓桿或放空效果者為限。 

（七）若境外結構型商品為封閉式結構型商品： 

1.到期保本率至少為計價貨幣本金之百分之一百。 

2.投資型保單連結之結構型商品，不得含有目標贖回式設計，且不得含有發行機構得

提前贖回之選擇權。 

（八）若境外結構型商品為開放式結構型商品，其動態保本率須達計價貨幣本金之百分之

八十以上。 

八、 國際債券：須符合「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保管機構及投資標的應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七

點規定。 

（一）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應分別符合下列信用評等等級(同本公司「投

資型保險連結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破產緊急應變及追償作業準則」第二條第二目第二

款)： 

1.國內機構發行者：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附表一(三)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2.國外機構發行者：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應符合附表一(一)所

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且該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應於中華民國境內

設有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六條所定之分公司或子公司。 

（二）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國外債券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1.計價幣別以人民幣及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十八條第二款所定計價幣別以美

元、英鎊、歐元、澳幣、紐西蘭幣、港幣、新加坡幣、加幣、日圓及人民幣為限。 

2.該債券應於國內證券市場上櫃買賣，且不得為僅限銷售予專業投資人者。 

3.投資大陸地區或港澳地區有價證券之範圍及限制，準用證券商受託外國有價證券管

理規則第五條之相關規定。 

4.不得投資本國企業赴國外發行之債券。 

九、 適用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OIU)之連結標的：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五條 審查項目 

一、除境外結構型商品以外之連結標的：(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八條) 

保險業應對擬連結之投資標的進行上架前審查。除連結境外結構型商品者應依境外結構型

商品管理規則規定外，連結上述投資標的者，於上架前應審查下列事項（如無下列項目，

則無須審查）： 

（一）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合法性。 

（二）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費用及合理性。 

（三）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投資目標與方針、投資操作策略、過去績效、風險報酬及合理

性。 

（四）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商品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內容之正確性及資訊之充分揭露。 

（五）保險業利益衝突之評估。 

（六）擬選擇連結投資標的之風險等級。 

二、結構型商品：(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自律規範第十條) 

連結結構型商品之保險商品送審前（含結構型商品發行條件），應召開保險商品上市前管理

會議，審慎評估開辦銷售之合理性並做成書面紀錄。審核之內容至少應包括評估及了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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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 

（一）商品之銷售對象（應要求經理機構具體說明並確認商品是否適宜銷售予客戶）。 

（二）商品之風險等級（應訂定適當之百分之百保本與非百分之百保本商品銷售比率政策）。 

（三）商品之投資假設及其風險報酬之合理性。 

（四）影響客戶報酬之市場或其他各種因素。 

（五）商品之成本與費用之透明度與合理性。 

（六）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 

（七）結構型商品名稱應適當表達其商品特性，避免使用可能誤導客戶之名稱。 

（八）對於保本率未達100﹪之結構型商品，其商品名稱或文宣資料不得有保本字樣，避免

誤導客戶。 

準備銷售連結結構型商品之保險商品前，應召開保險商品上市前管理會議，確認銷售文件

應依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規定，對攸關保戶權益事項之充分揭露，並做成書面

紀錄。 

三、境外基金(金管保理字第 10102009141 號) 

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境外基金者，應依下列充分瞭解產品之相關作業規範辦

理，並納入保險商品銷售作業之內部控制處理程序。進行上架前審查時至少應包含下列項

目： 

（一）擬連結境外基金之合法性是否符合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相關規範。(同本遴選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二）擬連結境外基金之投資目標與方針、操作策略、風險報酬與過去績效。(同本遴選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六款)。 

（三）擬連結境外基金之相關費用（須包括短線交易費用、反稀釋費用或價格調整機制）合

理性。(同本遴選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 

（四）擬連結境外基金適合之客戶類型。(應列為檢核表之審查項目) 

（五）擬連結境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等文件資訊之充分揭露。(同本遴選辦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八款)。 

四、保本型證券投資基金(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保本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相關規範第四條第二

款) 

保險業應設立商品審查小組審查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保本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其審查至

少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評估及確認該等基金之合法性、基金投資標的妥適性、基金投資假設及其風險報酬之

合理性、受託投資之適當性及有無利益衝突之情事。 

（二）就該等基金特性、計價貨幣本金虧損之風險與機率、流動性、基金結構複雜度、基金

存續期間等要素，綜合評估及確認該基金之商品風險程度，且至少區分為三個等級。 

（三）評估及確認提供予要保人之該等基金資訊及行銷文件，揭露之正確性及充分性。 

五、遵循「投資型保險商品銷售應注意事項」第十四點第(三)項，保險業及保險業銷售投資型保

險商品之招攬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向投資標的發行機構要求、期約或收受不當之金錢、

財物或其他利益。 

 

第六條 審查小組 

一、由商品發展單位擬定保本型基金與國際債券審查項目及檢核結果交由商品審查小組審查，

本公司及分公司之保本型基金與國際債券商品審查小組成員同保險商品評議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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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會議依照本公司「境外結構型商品審查小組作業程序」辦

理。 

 

第七條 內部控制與定期評估 

商品發展單位每半年至少一次自行評估連結標的是否符合本遴選辦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

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建立觀察名單自行存查並提供相關單位作為通路服務、商品設計與風

險管理之參考。 

 

第八條 本遴選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一、保本型基金投資標的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評等 

（一）國外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或該等債券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Company, Inc. a- 

DBRS Ltd AL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LACE Financial Corp.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B 

債務發行評等：BBB+ 

Realpoint A-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twn) 

 

（二）公債、國庫券之發行國家主權評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DBRS Ltd. A 

Fitch, Inc. 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A2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 

 

（三）國內金融債券、公司債及浮動利率中期債券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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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A(twn) 

 

二、定期存款存放之銀行最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適用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起 

資本適足率(%) 8.0 8.0 8.0 8.625 9.25 9.875 10.5 

第一類資本比率(%) 4.5 5.5 6.0 6.625 7.25 7.875 8.5 

普通股權益比率(%) 3.5 4.0 4.5 5.125 5.75 6.375 7.0 

 

三、保本型基金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Fitch, Inc. 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A3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twn) 

 

四、國內結構型商品之發行或保證機構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twAA 

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A（twn） 

 

五、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機構或保證機構之長期債務信用評等及境外結構型商品之發行評等【非專業

投資人適用】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信用評等等級 

A.M. Best Company, Inc. aa- 

DBRS Ltd. AAL 

Fitch, Inc. AA- 

Japan Credit Rating Agency, Ltd. AA- 

Moody’s Investor Services, Inc. Aa3 

Rating an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c. AA- 

Standard & Poor’s Rating Services AA- 

Egan-Jones Rating Company AA- 

LACE Financial Corp.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A 

債務發行評等：AA- 

Realpoint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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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風險告知 
信用風險：  

保單帳戶價值獨立於台灣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益人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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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價格風險：  

投資標的之市場價格，將受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影響、全球景氣、各國經濟與政治狀況等影響，發行

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報酬率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台灣人壽亦不保證投資標的之投資報酬率且

不負投資盈虧之責。 

匯率風險：  

投資期間內之投資標的均以個別投資標的之計價幣別計價，要保人或受益人須自行承擔任何辦理投

資標的轉換、贖回、投資標的收益分配及保險金給付等所產生之匯率風險。 

法律風險：  

投資標的係發行機構依其適用法律所發行，其一切履行責任係由發行機構承擔，但要保人或受益人

必須承擔因適用稅法法令之變更所致稅賦調整或因適用其他法令之變更所致權益發生得喪變更的

風險。舉例說明：投資標的可能因所適用法令之變更而致無法繼續投資、不能行使轉換或贖回之權

利、或不得獲得期滿給付等情事。 

中途贖回風險：  

要保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申請部分提領或解約時，因此贖回而退回之保單帳戶價值，可能有低於原

始投資本金之風險。 

 

七、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

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情形。 

※ 若需要即時查詢您的保單帳戶價值或索取相關資訊，可至本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申請登錄

成為會員，我們立即為您提供更周詳的服務。 

 

八、 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

零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http://www.taiwan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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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不保事項及除外責任：無 
 

十、 重要保單條款之摘要 
（詳細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年金保險保單條款及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參閱台灣人壽資訊網站：www.taiwanlife.com）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分期給付之金額。 

二、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務之日期，如有變更，以變更

後之日期為準。 

三、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 

四、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

該期間為二十年。 

五、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六、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本公司將參考年金化當時金融市場可獲得

之投資報酬率、考慮商品負債之年期及風險作適當資產配置來決定年金化當時之預定利率。 

七、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八、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核保、發單、銷售、服務及其

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

率所得之數額。 

九、申購費：係指本公司依約定投入各項投資標的時須扣除之費用，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十、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之費用，並依第九條約定時點扣除，

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十一、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

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二、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

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三)扣除首次投資配置日前，本契約應扣除之每月扣除額； 

(四)加上按前三目之每日淨額，依特定銀行於本契約生效日當月月初第一營業日之牌告新臺幣活期存款年利率，

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ㄧ日止之利息。 

十四、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 

十五、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容如附表五。 

十六、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七、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實際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市場價值」。本契

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八、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

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有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指該投資標的之單位數乘以其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無單位淨值之投資標的，投資標的價值係依下列方式計算： 

1.第一保單年度： 

(1)投入該投資標的之金額； 

(2)扣除自該投資標的減少之金額； 

(3)每日依前二者之淨額加計按該投資標的每月公佈之計息利率以複利法計算之金額。 

2.第二保單年度及以後： 

(1)前一保單年度底之投資標的價值； 

(2)加上投入該投資標的之金額； 

(3)扣除自該投資標的減少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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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日依前三者之淨額加計按該投資標的每月公佈之計息利率以複利法計算之金額。 

十九、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本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

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三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

之金額。 

二十、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以後每月與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當月無相當日者，指該月之末日。 

二十一、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

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二、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於本契約投保時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及其後至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不含）

前所繳交之保險費。前開所繳交之保險費需符合本公司繳交保險費相關規定，且每次交付之保險費金額不

得超過本公司網站公佈之上、下限範圍。累積已繳保險費不得超過本契約報主管機關最高金額限制。 

二十三、特定銀行：係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來如有變更，必須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

知要保人。 

二十四、每月扣除額：係指每月扣取保單管理費之金額。 

二十五、年金給付方式：係指要保人於投保本契約時，與本公司約定，選擇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採用之下列一種年

金給付方式，並載於保險單面頁： 

(一)一次給付「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 

(二)分期給付，分為年給付及月給付兩種。 

二十六、年金給付期間：係指本公司給付年金之期間。 

二十七、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係指本契約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為基準日的次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

值（如有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應付利息）。 

 

第六條 【第一期之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一期之後的保險費，可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繳納，但每次繳交之金額須符合本公司網站公佈之上、下限範圍之約

定。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定交付方式，並由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第一期之後的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其餘額於本公司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依第十一條之

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一期之後的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第二條第十三

款約定納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計算。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若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每月扣除額時，本公司

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

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第七條 【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每月扣除額，並另外繳交一筆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

力。 

前項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依第十一條之

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契約因第二十八條約定停止效力而申請復效者，除復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理外，如有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約

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分應一併清償之。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每月扣除額，以後仍依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十條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或返還、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給付保單價值加值金、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

以現金給付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保險費及其加計利息、保單價值加值金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投資日或保單價值加值金給付日前一個

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二、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結清、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以現金給付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及償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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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部分提領金額： 

(一)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結清：本公司根據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

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二)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公司根據給付當時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

算。 

(三)以現金給付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本公司根據給付當時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

率買入價格計算。 

(四)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本公司根據給付當時前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

價格計算。 

三、每月扣除額：本公司根據保單週月日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四、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根據收到轉換申請書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

格，將轉出之投資標的金額扣除依第十三條約定之轉換費用後，依收到轉換申請書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匯率

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轉換為等值轉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金額。但投資標的屬於相同幣

別相互轉換者，無幣別轉換之適用。 

五、投資標的價值與保單帳戶價值之計算：本公司根據計算投資標的價值或保單帳戶價值當時之前一個資產評價

日匯率參考機構之收盤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前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機構，惟必須提前十日

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二條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或資產撥回總額，依

本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佔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或資產撥回分配予要保人。但若有依法

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資產撥回若非現金者，本公司依據投資標的之種類，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若投資標的為指數股票型基金時，其收益應於該收益實際入帳日後的三個資產評價日內投入。 

二、若投資標的為非指數股票型基金時，其收益或資產撥回應於該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分配日投入。 

但若本契約於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投入日已終止、停效、該投資標的當時已非本契約之投資分配項目、收益或

資產撥回實際分配日已超過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改以現金給付予

要保人。 

本契約若以現金給付收益或資產撥回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或資產撥回實際分配日起算十日內主動給付之，惟

應以匯入要保人帳戶為原則。但若每一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因要保人未提供帳號、提供之

帳號錯誤、帳戶已結清以致無法匯款或該收益分配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低於本公司網站公佈之最低金額限制

時，該次收益分配金額或資產撥回金額將改以投入資金停泊帳戶之方式處理。前開「資金停泊帳戶」係指與該

投資標的相同幣別之資金停泊帳戶，若無相同幣別時，則投入本契約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 

前項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

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第十三條 【投資標的轉換】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不同投資標的之間的轉換，並應於申請書

（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單位數（或轉出比例）及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投資標的價值，並以該價值

扣除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收到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之後的次二個資產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 

前項轉換費用如附表一。 

當申請轉換的金額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或轉換後的投資標的價值將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

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第十四條【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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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或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但若投

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應於接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

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

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止轉入及再投資外，保單帳

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

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申請時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

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轉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本契約關於投資標的之全部條款適用於新增的投資標的。 

 

第十六條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

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或資產撥回情形。 

 

第十七條【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於第十保單週年日(含)後之任一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

年齡達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要保人不做年金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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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金給付開始日；變更後的年

金給付開始日須在申請日三十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付日之約定。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通知要保人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但實際年金給付金額係根據第十八條

約定辦理。 

前項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應包含： 

一、年金給付開始日。 

二、預定利率。 

三、年金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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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證期間。 

五、年金給付方式。 

六、每期年金金額。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生存者，本公司根據要保人所選擇的年金給付方式，按照下列約定給付保險金： 

一、年金採一次給付方式者： 

本公司按「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之金額一次給付予受益人。本公司依約定給付此項金額後，本契約效力即

行終止。 

二、年金採分期給付方式者：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依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最高給付年齡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

為止。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要保人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變更年金的給付方式及內容，其書面通知須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三十日送達本公

司始生效力。 

 

第十八條【年金金額之計算】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

額。 

前項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五千元時，本公司改以「年金累積期滿保險金」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

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

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五百萬元所需之金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

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保人。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

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取

其大之值計算。 

 

第十九條 【保單價值加值金】 

本公司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不含年金給付開始日），自本契約生效日起算屆滿一年起，依附表三所列之保

單週年日，按該週年日前一年每日保單帳戶價值之平均值乘以附表三所載之保單價值加值金給付比率，做為「保

單價值加值金」。 

前項保單價值加值金於每保單週年日後第三個資產評價日依要保人當時所約定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進行保單

帳戶價值的加值給付。前開若於該資產評價日時，因要保人約定之投資標的因故關閉、合併或終止而造成原約定

之投資標的已無法投資時，本公司將依第十四條約定立即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變更投資組合，要保人如未於本公司

書面通知所定之期限內回覆者，本公司將逕以剔除該投資標的重新計算相對百分比。若剔除該投資標的後，本契

約並無其他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該筆「保單價值加值金」投入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 

 

第二十條【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

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第二十一條【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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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新臺幣五千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一萬元。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單位數（或比例）。投資標的若無單位數時，則指明部 

    分提領的金額。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後之次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戶價值。 

 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  

     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第二十八條【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五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  

          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  

          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二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 

          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二十一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第二十九條【不分紅保單】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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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投資型年金保單保險公司收取之相關費用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取標準 

一、保費費用 保費費用為保險費乘以下述比例，於每次交付時收取： 

保險費（新臺幣） 比例 

200 萬元（不含）以下 2.4% 

200 萬元~500 萬元（不含） 2.2% 

500 萬元~800 萬元（不含） 2.0% 

800 萬元~1,200 萬元（不含） 1.8% 

1,200 萬元~2,000 萬元（不含） 1.6% 

2,000 萬元~3,000 萬元（不含） 1.4% 

3,000 萬元（含）以上 1.2% 
 

 

二、保單管理費 

註 1：保單張數計算係以投資型保單之要保人同一人且被保險人同一人之有效保單始可計

入。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費用當時本契約「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累積部

分提領保單帳戶價值」後之餘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者，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註 3：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保單管理費，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保單年度 「保單管理費」之收取標準 

第一保單年度 免收 

第二保單年度 

本契約第一保單年度

契約撤銷期限內，累積

所繳保險費未達新臺

幣 200 萬元 

不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1)第一張保單： 

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2)第二張保單（含）以上： 

每張每月為新臺幣 60 元。 

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本契約第一保單年度

契約撤銷期限內，累積

所繳保險費達新臺幣

200 萬元（含）以上 

免收 

第三保單年度

（含）以後至

年金累積期間

屆滿日（不含）

前 

(1)不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a)第一張保單：每月為新臺幣 100 元。 

(b)第二張保單（含）以上：每張每月為新臺幣 60 元。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 

免收當月保單管理費。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申購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共同基金：無。 

(3) 指數股票型基金：於每次申購及轉入時收取 1.0%。 

(4) 全權委託帳戶：詳附表五。 

2. 投資標的經理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共同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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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 全權委託帳戶：詳附表五。 

3. 投資標的保管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共同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指數股票型基金：每年 0.1%，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 

(4) 全權委託帳戶：詳附表五。 

4. 投資標的管理費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共同基金：無。 

(3) 指數股票型基金：每年 1.2%，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 

(4) 全權委託帳戶：詳附表五。 

5. 投資標的贖回費

用 

(1) 資金停泊帳戶：無。 

(2) 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有收取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

贖回時投資標的之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3) 指數股票型基金：無。 

(4) 全權委託帳戶：詳附表五。 

6. 投資標的轉換費

用 

本公司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六次免費投資標的之轉換，自第七次起本公司將收取每次新臺幣

500 元之轉換費用，並自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調整轉換費用及免費之次數，並於三個月前通知要保人。 

7. 投資標的交易稅

費用 

當本公司所提供之投資標的中，依法須課徵交易稅者，本公司將於要保人賣出該投資標的

時，直接由賣出款項中扣除交易稅費用。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 解約費用 無。 

2. 部分提領費用 每保單年度享有四次免部分提領費用，第五次（含）起每次收取新臺幣 500 元。 

五、其他費用  無。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803-2003-PD2-0033                                                                                        第 21 頁，共 79 頁 

 

附表二：評價時點一覽表 

 

項目 投資標的 
贖回/轉出 買入/轉入 

淨值 匯率 匯率 淨值 

買入 

評價時點 

新臺幣計價 -- -- -- 投資日[註 2]
 

外幣計價 -- -- 

投資日[註 2]
 

前一個資產評價

日、保單價值加值金

給付日前一個資產

評價日 

(特定銀行收盤即期

匯率賣出價格) 

投資日[註 2]、保

單價值加值金

給付日 

贖回 

評價時點 

新臺幣計價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 

-- -- -- 

外幣計價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 

各項給付日[註 3]
 

前一個資產評價日 

(特定銀行收盤即期

匯率買入價格) 

-- -- 

轉換 

評價時點 

相同幣別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 

-- -- 

基準日 

次二個資產評

價日 

不同幣別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

日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特定銀行收盤即期

匯率買入價格) 

基準日 

次一個資產評價日 

(特定銀行收盤即期

匯率賣出價格) 

基準日 

次二個資產評

價日 

每月 

扣除額 

新臺幣計價 保單週月日[註 1]
 -- -- -- 

外幣計價 保單週月日[註 1]
 

保單週月日[註 1]
 

(特定銀行收盤即期

匯率買入價格) 

-- -- 

註 1：如該保單週月日非資產評價日時，則順延至下一個資產評價日。 

註 2: 「投資日」係指本公司將保險費扣除相關費用後投入投資標的之特定日期。 

註 3: 各項給付不含保單價值加值金。 

 

【範例說明】： 

1.若本公司於 11/1 受理要保人申請外幣計價基金轉換外幣計價基金（但為相同幣別）、新臺幣計價基金

轉換新臺幣計價基金，作業流程如下：（假設 11/1、11/2、11/3 皆為資產評價日） 

11/1 (基準日) 11/2 (基準日＋1) 11/3 (基準日＋2) 

受理日 轉出淨值 轉入淨值 

 

2.若本公司於 11/1 受理要保人申請外幣計價基金轉換外幣計價基金（但為不同幣別）、新臺幣計價基金

轉換外幣計價基金、外幣計價基金轉換新臺幣計價基金，作業流程如下：（假設 11/1、11/2、11/3 皆為

資產評價日） 

11/1 (基準日) 11/2 (基準日＋1) 11/2 (基準日＋1) 11/3 (基準日＋2) 

受理日 轉出淨值 轉出匯率及轉入匯率 轉入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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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保單價值加值金給付比率表 

 

保單週年日 保單價值加值金給付比率 

第一保單週年日 0.4% 

第二保單週年日 0.1% 

第三保單週年日 0.1% 

第五保單週年日 0.5% 

第十保單週年日 0.5% 

第十五保單週年日 

依此類推每五年的保單週年日 
0.5% 

 

附表四：投資型年金保單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收取表 

要保人如欲查詢投資機構提供其收取相關費用之最新明細資料，請詳本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提

供最新版之投資標的月報或年報等公開資訊。 

 

附表五：投資標的一覽表 

本契約提供之投資標的詳見  

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投資標的(五)批註條款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六)批註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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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投資標的(五)批註條款 

附表二：投資標的簡介及相關費用表 

若投資標的為全權委託帳戶，本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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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要保人選擇之投資標的有下列幾類投資標的： 

【第一類投資標的：委託投資帳戶】 

序號 

投資標的 

名稱 

(註1) 

代號 幣別 

委託資產 

撥回機制 

(註2) 

是否有單

位淨值 

保險公司 

所收取投資標的相關費用 

申購費 

經理費

或 

管理費 

保管費 
贖回 

費用 

1 

台灣人壽委託

瀚亞投信投資

帳戶-台幣月配

型(一) (本全權

委託帳戶之資

產撥回機制來

源可能為本金) 

M003 新臺幣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

現金 

2.委託資產撥回頻率：

每月一次 

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

日：每月1日(註3) 

4.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計

算：詳註4 

是 無 
1.2% 

(註5) 
無 無 

2 

台灣人壽委託

野村投信投資

帳戶-動態平衡

收益型(台

幣)(本全權委託

帳戶之資產撥

回機制來源可

能為本金) ※ 

M008 新臺幣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

現金 

2.委託資產撥回頻率：

每月一次 

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

日：每月1日(註3) 

4.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計

算：詳註4 

是 無 
1.2% 

(註5) 
無 無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註1：本公司得新增或減少可供投資的子標的。 

註2：委託資產撥回機制： 

投資標的名稱 委託資產撥回機制 

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

帳戶-台幣月配型(一) (本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

制來源可能為本金)」委託帳戶(以下簡稱本委託帳戶)之委託資產撥回金額由瀚亞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所組成之資產撥回管理委員會每月審查本委託帳戶所持有投

資組合中的投資子標的之現有獲利狀況及未來收益能力，依據資產撥回政策作成次月

每受益權單位資產撥回金額之決議並通知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執行委託資

產撥回作業。本委託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

託資產撥回金額可能超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

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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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名稱 委託資產撥回機制 

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

帳戶 -動態平衡收益型 (台

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本「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益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帳戶(以下簡稱本委託帳戶) 以風險管控優先，動

態調整各類資產比重，兼顧降低波動及資本利得雙重目標。本委託帳戶之委託資產撥

回金額得以運用所有委託投資資產，包含帳上閒置現金、子基金累積配息收入或買回

部分子基金之受益憑證、股份或投資單位之買回價金，以支付委託投資資產撥回金

額。本委託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

回金額可能超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

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註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  

投資標的名稱 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 

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

帳戶-台幣月配型(一) (本全

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

來源可能為本金) 

每月1日，預計首次撥回基準日為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順延至

次一個評價日。 

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

帳戶 -動態平衡收益型 (台

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

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每月1日，預計首次撥回基準日為中華民國104年5月4日。如遇非評價日時，則順延至

次一個評價日。 

 

註4：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計算： 

委託資產撥回金額 = (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受益權單位) × (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 

註：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將於本公司網站公佈。 

註5：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第二類投資標的】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 

種類 

股份 

類別 

是否 

配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註 

1 台灣人壽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 F203 新臺幣 
資金停

泊帳戶 
-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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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六)批註條款 

 

附表二：投資標的一覽表 

若投資標的為配息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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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之一：共同基金】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 

種類 

股份 

類別 

是否配

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1 野村貨幣市場基金 F017 新臺幣 貨幣型 - 無配息 是 

2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1131 美元 組合型 - 月配息 是 

3 
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306 美元 債券型 M/收息 月配息 是 

4 
PIMCO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257 美元 債券型 M 月配息 是 

5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F873 新臺幣 股票型 - 無配息 是 

6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F1119 新臺幣 組合型 - 無配息 是 

7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F1120 美元 組合型 - 無配息 是 

8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1032 美元 債券型 C 股累積 無配息 是 

9 
天達環球動力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1026 美元 股票型 

C 股收益

-2 
月配息 是 

10 
天達環球策略-環球特許品牌基金(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23 美元 股票型 

C 股收益

-2 
月配息 是 

11 
安本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088 美元 債券型 A2/累積 無配息 是 

12 
安本環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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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89 歐元 債券型 A2/累積 無配息 是 

13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本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543 美元 股票型 A6 月配息 是 

14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F739 新臺幣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15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 F523 美元 股票型 A-ACC 無配息 是 

16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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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32 美元 債券型 A 月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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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 

種類 

股份 

類別 

是否配

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17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F845 美元 貨幣型 A 年配息 是 

1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

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749 美元 債券型 A(Acc) 無配息 是 

1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

基金 
F355 美元 股票型 A(Acc) 無配息 是 

20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F1105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1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 F335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2 

瑞銀(盧森堡)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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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38 美元 債券型 A/配息 月配息 是 

23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F1118 美元 股票型 - 無配息 是 

2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穩定月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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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85 美元 債券型 AA 月配息 是 

25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穩定月配)(本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887 美元 債券型 AA 月配息 是 

26 

法巴百利達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719 美元 債券型 MD 月配息 是 

27 
法巴百利達亞太高股息股票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68 美元 股票型 MD 月配息 是 

28 

英傑華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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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696 美元 債券型 Bm 月配息 是 

29 

駿利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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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654 美元 債券型 A 月配息 是 

※表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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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之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種類 投資內容 
投資 

區域 

是否 

配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1 安碩 S&P 500(二) E070 美元 股票型 
iShares S&P 500 Index 

Fund 
美國 可配息 是 

2 安碩新興市場債(二) E087 美元 債券型 

iShares JP Morgan USD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新興市

場 
可配息 是 

3 安碩 MSCI 環球 E091 美元 股票型 iShares MSCI World  全球 可配息 是 

4 安碩 MSCI 全球指數 E094 美元 股票型 
iShares MSCI ACWI Index 

Fund  
全球 可配息 是 

 

【附表二之三：資金停泊帳戶】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金 

種類 

股份 

類別 

是否 

配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1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 F201 美元 
資金停泊

帳戶 
- - 否 

2 台灣人壽歐元資金停泊帳戶 F202 歐元 
資金停泊

帳戶 
- - 否 

3 台灣人壽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 F203 新臺幣 
資金停泊

帳戶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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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金采 88 變額年金保險  

 

投資型商品投資標的說明書 

 

 

 

 

 

 

 

 

 

 

 

 

 

 

 

 

投資標的說明書發行日期：10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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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投資標的說明（以下各投資標的之詳細內容，請至各所屬基金公司網站查閱） 

本公司為您精選的投資標的，您可依照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變化來挑選適合自己的投資組合。 

要保人如欲查詢本商品所連結各類之基金詳細資料及配息組成項目，請參考各基金所屬之「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或總代理人」公司網站或至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 

 

(一)：共同基金(※表示：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1. 野村貨幣市場基金(F017) 

Nomura Taiwan Money Market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2017/12/31 

基金種類 貨幣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1995/10/21 

股份類別 -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400億元 基金規模 142.14 億新臺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1 基金經理費 0.04% 

基金經理人簡介 

林詩孟 

東吳大學國際貿易所 

華頓投信基金經理人、日盛投信研究員、聯邦投信基金經理人、大慶票券債券部領組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本基金以追求國內貨幣市場收益以及保持高流動性為原則。藉由總體經濟成長、物價狀況、央行貨幣

政策及利率分析建置基金投資組合，透過信用分析、參酌金管會認可之國內外信評公司之債信評等結果，

考量市場流動性，以確保基金投資組合信用品質強健，降低資產配置風險。經理公司並建立風險控管機

制，以達到兼具穩定收益及風險控管之基金管理。 

選定理由 

獲中華信評「twAAf」之評等(2015/03/31) 

根據中華信用評等公司，獲 twAAf 此一等級之基金，由於較其他同類型基金提供較強的信用保護，因此

其發生信用違約損失的風險較小。 

註：投資人應注意本基金投資之風險包括利率風險、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及投資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本

基金或有因利率變動、債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及定期存單提前解約而影響基金淨值下跌之風險，同時或有受益人大

量贖回時，致延遲給付贖回價款之可能。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N/A 

基金持股(依產業)：定期存款(57.6%)、公司債附買回(16.5%)、短期票券(10.2%)、公債附買回(1.3%)、

其他債券附買回(8.6%)、活期存款(3.6%)、金融債附買回(1.5%)、其他(0.9%)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0.37 0.68 1.22 - 年化標準差% 0.01 0.02 0.35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 流動性風險： 

(一) 基金資產中之債券，若因市場接手意願不強，可能有無法在短期內依合理價格出售之風險。 

(二) 另本基金如遇眾多投資人同時大量贖回，致基金於短時間內需支付的買回價金過鉅，或有延緩給付買回價金之可能；而

定存單如提前解約時，將可能損失部分利息對基金淨值或有下跌之可能。 

(三) 依貨幣市場基金規範，本基金之淨資產至少有 70%需投資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或附買回交易，使短期利率變動對本基

金績效影響程度將高於中、長期利率走勢。。 

二、 除上述主要之風險外，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請一併參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

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有關基金應

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本公司及銷售機構均備有基金公開說明書（或中譯本）或投資

人須知，投資人亦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資料來源 ∕ 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 

理財諮詢專線：(02) 8101-5501•(04) 2319-8768•(07) 322-5525 

【野村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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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F1131)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Taiwan) Multi Income Fund of Funds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14.10.15 

股份類別 月配息型(美元)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300 億新台幣 基金規模 15.30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楊謹嘉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2015.07~迄今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金經理人。 

 2015.06~迄今 摩根投信投資管理部副總經理。 

 2012.03~2015.05 摩根投信產品策略部 副總經理。 

 2011.03~2011.11 富達證券法人業務。 

 2009.11~2011.02 寶來投信投資顧問處 副理。 

 2008.12~2009.11 元大投信企劃部產品策略組 高等專員。 

 2007.04~2008.08 中國信託理財規劃部理財二科 襄理。 

 2005.07~2007.03 中國信託理財規劃科 理財規劃師 專員。 

 

楊若萱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摩根投信基金經理 

 摩根投信專業投資機構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兼任共同基金經理人 

 摩根投信投資管理事業部副理 

 摩根投信投資管理事業部投資組合分析副理 

 元富證券新金融商品部專員 

 玉山銀行外匯部專員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金管會核准國內外發行之基金(含 ETF)。 

選 定 理 由 

 廣納多元收益：多元追求全球股市、債市、房市各類收益機會。 

 動態資產配置：因應景氣循環動態調整投資組合，適度追求資本利得空間。 

 多元幣別選擇：人民幣、台幣、美元三種幣別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境外_債券型 38.0%、境外_其他 27.7%、境外_歐洲股票型/平衡型 15.9%、境外_美國
股票型/平衡型 5.6%、境外_新興市場股票型/平衡型 5.8%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8.53 16.30 13.61 18.14 年化標準差% 1.52 6.42 12.60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Bloomberg(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7/12/31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9.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本基金配息前未先扣
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人可至摩根資產管理官方網站(www.jpmrich.com.tw) 查詢本基金配息組合項目。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 110 松智路 1 號 20 樓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 110 松智路 1 號 2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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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IMCO 多元收益債券基金(F30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PIMCO Funds: Global Investors Series plc Diversified Income Fund M Retail Class / Income 

基金簡介 截至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11/30 

股份類別 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 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7,900（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9%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Eve Tournier 

學歷：康乃爾大學操作分析及財務工程碩士、法國里昂中央理工學院學士 

經歷：11年投資經驗，曾任倫敦德意志銀行董事總經理及歐洲高收益債交易主管 ;紐約德意志銀行和摩根

公司債的衍生性工具交易。於2008年加入PIMCO現任執行副總及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Alfred Murata 

學歷：史丹佛大學經濟系統工程博士學位、史丹佛大學法律博士、加州律師公會的會員 

經歷：16年投資經驗，曾在Nikko金融科技研究並運用奇異型股票與利率衍生性產品相關策略；於2001年

加入PIMCO，現任美國加州紐波特比奇分部的執行董事與基金經理人；曾於2013獲得晨星美國年度固定收

益基金經理人的美譽。 

姓名：Dan Ivascyn 

學歷：芝加哥商學院金融分析MBA、西方學院經濟學士學位 

經歷：24年投資經驗，曾任貝爾斯登的資產擔保證券團隊，以及普信、富達資產管理公司；於2014年加入

PIMCO，現任PIMCO集團投資總監與PIMCO總部執行董事，並為PIMCO信用避險基金、房貸機會策略之

主要投資組合經理人，亦為PIMCO執行委員會與投資委員會成員。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採多元債券投資策略，分散投資於不同到期日之全球投資等級、高收益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相較

於一般債券組合，本基金提供較高收益機會，且與美、日、德之公債利率走勢關聯度低。本基金可同時持

有非美元計價固定收益標的及貨幣配置。 

選 定 理 由 
 基金首重基本面分析，標的之選擇不受限基金參考指標。 

 基金經理人對於投資組合風險控管相當嚴謹，避免重押單一產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0.48%)、墨西哥(0.47%)、俄羅斯(0.25%)、巴西(0.24%)、印度(0.22%) 

基金持股(依產業)：銀行(11.9%)、油管事業(5.0%)、有線傳媒(7.2%)、金融相關(3.2%)、非專屬消費金融

(2.9%)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7.44 19.21 17.34 - 年化標準差% 2.19 5.68 9.78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PIMCO Global Advisors (Ireland) Limited 

30 Herbert Street, Dublin 2, Irelan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PIMCO Global Advisors (Ireland) Limited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78 號 5-9 樓 安聯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安聯投信服務電話:0800-088-588/02-877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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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IMCO 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F257)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PIMCO Funds: Global Investors Series plc US High Yield Bond Fund M Retail Class/ Income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1/11 

股份類別 M級類別(月收息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000（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4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Andrew R. Jessop 

學歷：劍橋大學皇后學院學位 

經歷：Jessop 先生任職於 PIMCO 加州新港總部，擔任執行副總裁以及高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職位。2009

年加入 PIMCO 團隊前，曾於高盛資產管理擔任董事總經理、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高收益團隊共同負責人，

時間達 12 年之久。此外，亦曾於倫敦沙烏地國際銀行，擔任高收益債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經歷達 22

年。 

姓名：Hozef Arif 

學歷：芝加哥大學 MBA 學位、史丹佛大學石油工程碩士以及印度理工學院學士學位持有者、印度理工學院

學士學位持有者 

經歷：11 年投資經驗，曾於洛杉磯的瑞士信貸槓桿融資投資銀行部門任職；於 2008 年加入 PIMCO，現任

美國加州紐波特比奇分部的執行副總裁與基金經理人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較高等級之美國高收益債券，在有效風險控管下追求總回報極大化。本基金至少 2/3 資

產投資於 Moody’s 評級低於 Baa 或 S&P 評級低於 BBB 之高收益債券；但評級低於 B 之債券部位，不得超 

過基金資產 30%。 

選 定 理 由 
 基金首重基本面分析，標的之選擇不受限基金參考指標。 

 基金經理人對於投資組合風險控管相當嚴謹，避免重押單一產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99.0%)、德國(0.3%)、義大利(0.0%)、英國(0.4%)、歐盟(0.2%) 

基金持股(依產業)：建材業(2.7%)、健康護理(2.6%)、未分類(1.2%)、食品飲料業(1.4%)、多元製造業(1.0%)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6.35 21.03 17.24 - 年化標準差% 2.19 5.32 9.57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PIMCO Global Advisors (Ireland) Limited 

30 Herbert Street, Dublin 2, Irelan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PIMCO Global Advisors (Ireland) Limited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78 號 5-9 樓 安聯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安聯投信服務電話:0800-088-588/02-877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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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F873)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Technolog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4/03 

股份類別 -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 30 億元 基金規模 34.23(億台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6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廖哲宏 

學歷：政治大學國貿碩士 

經歷：安聯投信研究員、野村證券研究員、大和證券研究員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鎖定台灣具全球競爭力及成長動能之高科技主流類股，融合基本面與技術面的紮實研究基礎，追求科技產

業高度發展之獲利契機。 

選 定 理 由 

 經理公司以「品質、成長、價值」作為篩選標的之標準，期藉紮實的基本面研究與分析架構，為投資

人選擇品質（財務品質佳）、成長（盈餘成長性高）、價值（股價合理）三者兼備的質優股票。 

 經理公司並建立明確之風險控管機制，確保投資策略的執行品質。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股票(92.49%)、流動資金(7.51%) 

基金持股(依產業)：半導體業(43.03%)、流動資金(7.51%)、其他電子業(10.15%)、光電業(6.04%)、電子
零組件業(14.68%)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41.09 78.89 94.26 - 年化標準差% 9.51 13.39 46.56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78 號 5-9 樓 安聯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安聯投信服務電話:0800-088-588/02-877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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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F1119)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ll Seasons Growth Fund of Funds-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全球股票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08/13 

股份類別 -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 50億(台幣類股) 基金規模 4.69(億台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莊凱倫 

學歷：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野村投信海外投資部協理 

      富達證券法人投資顧問 

      台新銀行儲備幹部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以多元化子基金為主要投資範疇，全球景氣趨勢向上時，股票資產投資機會多，將

著眼於區域國家股票隨經濟穩定成長特性，以及產業趨勢股票在趨勢成形後的資本增值潛力，在「成長」

及「趨勢」間取得最佳資本利得空間。全球景氣趨勢向下時，股票資產投資機會少，將以保護性資產為主，

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基金透過資產配置及動態調整的方式，動態調整投資組合，追求相對穩定成長、趨勢

掌握與下檔保護三大投資目標。 

選 定 理 由 

(1)重視下檔保護：重視下檔保護，在市場風險高時，會透過保護機制嚴控投資損失，提高正報酬機率，追

求基金淨值一路成長。 

(2)資產多元、靈活調整：以組合基金方式成立，投資範疇不自限於自家子基金，靈活調整資產配置，追求

未來六個月最佳投資機會。 

(3)理財目標、專家代操：具有獨特投資目標，由安聯投資專家運用堅實研究，以專業、理性投資，追求長

期合理回報，不隨市場波動起舞。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投資幣別)：美元(82.90%)、歐元 (5.40%)、台幣(5.10%)、日幣(5.80%)。 
基金持股(依子基金類型)：日本股票型(8.40%)、新興亞洲股票型 12.9%)、趨勢產業型(14.00%)、美國股

票型(34.80%)、歐洲股票型(11.80%)、現金(4.7%)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11.21 5.60 9.17 13.10 年化標準差% 3.08 8.06 19.83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78 號 5-9 樓 安聯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安聯投信服務電話:0800-088-588/02-877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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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F1120)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ll Seasons Growth Fund of Funds-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全球股票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08/13 

股份類別 -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 50億(美元類股) 基金規模 4.69(億台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莊凱倫 

學歷：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野村投信海外投資部協理 

      富達證券法人投資顧問 

      台新銀行儲備幹部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以多元化子基金為主要投資範疇，全球景氣趨勢向上時，股票資產投資機會多，將

著眼於區域國家股票隨經濟穩定成長特性，以及產業趨勢股票在趨勢成形後的資本增值潛力，在「成長」

及「趨勢」間取得最佳資本利得空間。全球景氣趨勢向下時，股票資產投資機會少，將以保護性資產為主，

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基金透過資產配置及動態調整的方式，動態調整投資組合，追求相對穩定成長、趨勢

掌握與下檔保護三大投資目標。 

選 定 理 由 

(1)重視下檔保護：重視下檔保護，在市場風險高時，會透過保護機制嚴控投資損失，提高正報酬機率，追

求基金淨值一路成長。 

(2)資產多元、靈活調整：以組合基金方式成立，投資範疇不自限於自家子基金，靈活調整資產配置，追求

未來六個月最佳投資機會。 

(3)理財目標、專家代操：具有獨特投資目標，由安聯投資專家運用堅實研究，以專業、理性投資，追求長

期合理回報，不隨市場波動起舞。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投資幣別)：美元(82.90%)、歐元 (5.40%)、台幣(5.10%)、日幣(5.80%)。 
基金持股(依子基金類型)：日本股票型(8.40%)、新興亞洲股票型 12.9%)、趨勢產業型(14.00%)、美國股

票型(34.80%)、歐洲股票型(11.80%)、現金(4.7%)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20.25 17.04 16.21 14.00 年化標準差% 2.90 10.29 28.08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78 號 5-9 樓 安聯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安聯投信服務電話:0800-088-588/02-877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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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達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F103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Investec GSF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Debt Fund Class C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方式 成立日期 2011/4/15 

股份類別 C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300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2.2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何薇德(Victoria harling)於2011 年加入天達資產管理，主要負責新興市場強勢貨幣計價債券、新興市場公司債

券、類主權強勢貨幣計價債券。加入天達前，曾任職於野村國際(Nomura International )，亦有長達8 年時間服

務於享德森(Henderson Global Investors)，主要負責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之運作。何薇德畢業於里茲大學

(Leeds University)，獲得分子生物學碩士學位，她同時擁有投資管理證照(IMC)與CFA 證照。 

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公司借貸人發行的債務證券(例如:債券)及可提供參與該等債務證券的衍生性工具，亦

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主權借貸人發行之債務證券及可提供參與該等債務證券的衍生性工具。該等證券得以當地貨

幣或硬貨幣(全球交易主要貨幣)計價。本基金可持有其他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現金或近似現金、存款及

集合投資計劃的單位。投資抵押擔保證券及資產擔保證券之比例合計不可超過本基金資產之20%。 

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公司借貸人發行的債務證券(例如:債券)及可提供參與該等債務證券的衍

生性工具的多元投資組合，以於長期提供收益及產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掌握新興市場美元公司債之投資契機 

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新興市場公司債券，以提供收益及長線資本增值機會。 

 嚴謹的投資流程，管理風險並追求低波動的債券組合 

透過由下而上建構投資組合，再對投資組合進行由上而下的風險控管與調整，以管理持債安全性與流動性，

並降低投資組合波動度。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巴西 13.6%、墨西哥 11.8%、中國*11.2%、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4.2%、土耳其 5.8%、南非

6.0%、俄羅斯 4.1%、巴拿馬 4.4%、現金與近似現金 3.7%、其他 35.2%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 23.3%、科技、媒體及電訊 14.3%、石油及天然氣 14.7%、消費品 7.4%、金屬與採礦
7.5%、公用事業 8.4%、房地產 5.0%、工業 4.4%、其他 11.3%、現金 3.7% 

*中國地區之投資範疇可能包含國企與紅籌股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8.84 20.00 15.79 30.50 年化標準差% 2.05 7.19 11.98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截至 2017/12/31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基金之一般情況之風險，完整之風險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4.3 節及附錄二所載之一般風險及具體風險：匯率變動可導致
投資收益升跌。如收益不足以支付費用，餘額將從資本中扣除，因而減低資本增長率。證券、債券、商品、貨幣及其他市場價格反向走
勢，及該等工具之波動，均可能造成損失。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
大損失為全部本金。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是類基金可能會因利率
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本基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
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比重。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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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
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投資人可至總代理野村投資理財網
(www.nomurafunds.com.tw)查詢。本基金涉及投資新興市場部份，因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低
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依金管會規定，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不得超過該基金資產淨值之 10%，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32-3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    

理財諮詢專線：(02) 8101-5501•(04) 2319-8768•(07) 322-5525    

【野村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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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達環球動力股息基金(F1026)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SF Global Endurance Equity Fund Class C Inc-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3/28 

股份類別 C收益-2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66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貝姬詩(Christine Baalham) 

貝姬詩於2000年加入天達「四大動力」股票團隊，主要擅長全球金融及服務領域之研究分析，並在2004年

到2014年帶領「四大動力」的英國股票團隊，負責管理英國的核心策略。職場生涯從施羅德投資管理開始，

在加入研究部門之前，她主要在英國基金管理平台擔任英國保險與菸草產業之分析。畢業於劍橋大學，並

獲得劍橋大學自然科學第一優等榮譽。 

韓力祖(Nigel Hankin) 

韓力祖加入天達之前服務於 Mirabaud，負責發行新的全球股票產品之研究。具備廣泛且多元的管理股票以

及產品發展經驗。他同時也是 Draycott Partners 的創辦人。韓力祖職場生涯始於 Royal London，擔任歐洲

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韓力祖畢業於牛津大學，並擁有現代歷史與經濟學的榮譽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世界各地公司的股票。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公司的選擇將不會受規模、行業或地區

限制，亦可投資於其他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現金或近似現金、衍生性金融商品、存款及集體投資

計劃的單位。本基金可投資衍生性商品用作避險及有效投資管理投資組合之用途。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

世界各地公司的股票，旨在以相對環球股票市場較低的波動及較高的配息率，以達致長線資本增長。 

選 定 理 由 

「四大動力」精選標的，不受參考指標限制─篩選兼具品質、價值、獲利及技術的優質標的，積極主動操

作不受限制，追求長期一致性的投資表現。 

排除高波動個股，掌握高股息之成長動能─精選股利率高於市場均值之標的，打造真正高股息的投資組合，

並排除全球股市中波動度最高 25% 的個股，增強防禦效果。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北美48.2%、歐洲(不包括英國)18.6%、英國7.5%、遠東(不包含日本)6.9%、日本6.2%、

新興市場9.0%、現金3.6%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1.5%、工業18.8%、資訊科技16.8%、必需性消費品8.7%、健康護理10.4%、非

必需性消費品5.1%、公用事業3.5%、能源5.0%、其他6.6%、現金3.6%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20.64 21.00 17.29 - 年化標準差% 3.59 10.17 27.48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截至 2017/12/31。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基金之一般情況之風險，完整之風險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4.3 節及附錄二所載之一般風險及具體風險：匯率變
動可導致投資收益升跌。如收益不足以支付費用，餘額將從資本中扣除，因而減低資本增長率。證券、債券、商品、貨幣及其他
市場價格反向走勢，及該等工具之波動，均可能造成損失。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收益-2 股份(含 IRD)，其配息政策為每月/季/半年決定。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
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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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
關資料，投資人可至總代理野村投資理財網(www.nomurafunds.com.tw)查詢。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32-3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    

理財諮詢專線：(02) 8101-5501•(04) 2319-8768•(07) 322-5525    

【野村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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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達環球策略-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F1023)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SF Global Franchise Fund Class C Inc-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2/20 

股份類別 C收益-2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800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羅克穎(Clyde Rossouw) 

羅克穎於1999年11月加入天達資產管理，任職資產配置及行業配置策略師，現為品質團隊主管，並擔任天

達環球特許品牌基金經理人。在加入天達資產管理前，羅克穎曾於Sanlam集團服務8年，其中5年負責固定

收益資產分析及投資組合管理工作。羅克穎在1991年畢業於University of Cape Town，取得統計及精算學

士學位。其後，並取得精算技能證書(1995年)，以及由倫敦精算協會頒發的金融及投資證書(1997年)，並

於1999年取得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將會混合多種投資，並不會按規模或行業，或依據投資組合的地區構造，限制其公司的選擇。本基

金將會專注投資於通常與全球品牌或特許經營有關、被視為優質的股份。本基金可投資衍生性商品用作避

險及有效投資管理投資組合之用途。 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公司的股票，以達致長線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專注全球高品質且可提供優渥股東權益之個股 

投資於擁有較高進入障礙，如在消費者忠誠度、品牌、具有專利或是通路優勢之大型企業，其競爭優勢

難以被複製，且可持續並長期提升股東權益之高品質個股。 

 集中持股且長期投資，降低波動並獲取長線報酬機會 

高品質個股往往提供長期持有且相對低波動之投資機會，本基金操作以集中布局高品質個股、且長期投

資方式，以降低絕對風險，並創造具吸引力之長期總回報。 

 多元貨幣月配息級別，選擇更多元 

提供美元、澳幣、南非幣月配息級別，滿足不同投資需求。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北美57.4%、英國12.0%、歐洲(不包括英國)13.6%、日本2.6%、中東3.0%、新興市場

3.8%、現金7.6% 

基金持股(依產業)：必需性消費品29.4%、資訊科技28.4%、健康護理15.5%、金融9.3%、非必需性消費7.4%、

工業2.4%、現金7.6%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22.50 21.26 29.93 35.30 年化標準差% 5.87 10.88 28.12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截至 2017/12/31。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基金之一般情況之風險，完整之風險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4.3 節及附錄二所載之一般風險及具體風險：匯率變動
可導致投資收益升跌。如收益不足以支付費用，餘額將從資本中扣除，因而減低資本增長率。證券、債券、商品、貨幣及其他市場
價格反向走勢，及該等工具之波動，均可能造成損失。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基金投
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 
收益-2 股份(含 IRD)，其配息政策為每月/季/半年決定。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基金的配息可能由本金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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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
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本基金由本金支付配息之相關資料，投資人可至總代理野村投資理財網
(www.nomurafunds.com.tw)查詢。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32-3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4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    

理財諮詢專線：(02) 8101-5501•(04) 2319-8768•(07) 322-5525    

【野村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803-2003-PD2-0033                                                                                        第 39 頁，共 79 頁 

 

11. 安本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088)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berdeen Global – Select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2 
基金簡介 截至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8/15 

股份類別 A2/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800（百萬美元）(含所有share class)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新興市場債券團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通過將該項基金至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在新興市場國家設有註冊辦事處的公

司及/或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相關組織所發行的定息債券，以獲得長期總回報。該項基金的基本貨幣是

美元。 

選 定 理 由 

 一檔基金滿足三大需求 

同時囊括主權債+公司債；強勢貨幣+當地貨幣；投資等級+高收益債 

 參與新興債市體質與結構改善之契機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3%)、巴西(5.6%)、墨西哥(4.8%)、俄羅斯 (6.7%)、印尼(5.4%)、烏克蘭(4.7%)、

多明尼加(3.9%)、土耳其(4.8%)、厄瓜多爾(4.1%)、阿根廷(6.3%)、其他國家(48.4%) 

基金持股(依產業)：N/A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11.60 25.21 19.49 361.77 年化標準差% 2.69 9.32 15.79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一）事業名稱：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二）營業所在地：2b,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三）負責人姓名：董事會成員Gary Marshall 、Rod MacRae、Hugh Young、 Menno de Vreeze 

（四）公司簡介：根據基金管理機構合約，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擔任安本環球基金之管理機構。管理機構在董事會監督下，負

責每日提供所有基金的行政管理、行銷、投資管理及顧問之服務，並得將該等功能部份或全部委由第三人處理。 

管理機構於2006 年10 月5 日依盧森堡大公國法律，以société anonyme 形式成立無限存續期限之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機構於2009 年4 月1 日依法例規定被核准擔任UCITS 管理機構。管理機構的股東為安本國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berdeen Asset ManagersLimited 及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管理機構經認購實收資本額為10,000,000歐

元（截至公開說明書日期）。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一）事業名稱：安本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本投顧」） 

（二）營業所在地：台北市松仁路101號8 樓 

（三）負責人姓名：楊修 

（四）公司簡介  ：自1997 年起，安本集團即已透過指定金融機構於台灣地區銷售所管理之境外基金。為進一步提供安本集團所重視的 台  

灣基金市場的廣大投資人及客戶更佳、更精緻的在地服務，安本投顧於2008 年成爲安本環球系列基金之總代理。 

 安本投顧是英國倫敦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司--安本資產管理集團所百分之百擁有的子公司。本集團唯一業務為資產管理，

所管理的全球資產約為3,246 億美元（截至2013 年9 月30 日）。前述管理資產主要分布在股票、債券及房地產投資。

我們的客戶涵括了專業投資法人及申購我們所發行基金的個別投資人。身為一家資產管理集團，我們長期關注亞洲地

區，自從1992 年成立新加坡的區域營運中心以來，我們也已在曼谷、香港、吉隆坡、東京、雪梨成立營業處。另外在

首爾也有代表處。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803-2003-PD2-0033                                                                                        第 40 頁，共 79 頁 

 

12. 安本環球-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F089)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berdeen Global – Select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A2 
基金簡介 截至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10/23 

股份類別 A2/累積 計價幣別 歐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000（百萬歐元）(含所有share class)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歐元高收益債券團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通過將該項基金至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企業及政府相關組織發行的具有次級

投資評級的歐元定息證券，以獲得長期總回報。該項基金的基本貨幣是歐元。 

安本環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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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可能涉及本

金)Aberdeen Global -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自2011年12月1日起，英文名稱變更為Aberdeen 

Global - Select EuroHigh Yield Bond Fund。 

選 定 理 由 

 歐元計價，提供幣別多元化資產配置選擇 

 分享高收益債殖利率相對較高之投資效益 

 審時度勢、實地訪查、嚴控風險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投資幣別)：N/A 

基金持股(依子基金類型)：服務(11.6%)、健康護理(5.8%)、媒體(15.0%)、金融服務(11.4%)、資本財(7.6%) 

                       銀行(11.6%)、旅遊和休閒(5.9%)、其他產業(35.5%) 、現金(0.7%)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5.03 12.58 18.36 129.16 年化標準差% 2.11 5.11 7.18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一）事業名稱：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二）營業所在地：2b,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三）負責人姓名：董事會成員Gary Marshall 、Rod MacRae、Hugh Young、 Menno de Vreeze 

（四）公司簡介：根據基金管理機構合約，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擔任安本環球基金之管理機構。管理機構在董事會監督下，負

責每日提供所有基金的行政管理、行銷、投資管理及顧問之服務，並得將該等功能部份或全部委由第三人處理。 

管理機構於2006 年10 月5 日依盧森堡大公國法律，以société anonyme 形式成立無限存續期限之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機構於2009 年4 月1 日依法例規定被核准擔任UCITS 管理機構。管理機構的股東為安本國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berdeen Asset ManagersLimited 及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管理機構經認購實收資本額為10,000,000歐

元（截至公開說明書日期）。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一）事業名稱：安本國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本投顧」） 

（二）營業所在地：台北市松仁路101 號8 樓 

（三）負責人姓名：楊修 

（四）公司簡介：自1997 年起，安本集團即已透過指定金融機構於台灣地區銷售所管理之境外基金。為進一步提供安本集團所重視的台

灣基金市場的廣大投資人及客戶更佳、更精緻的在地服務，安本投顧於2008 年成爲安本環球系列基金之總代理。 

安本投顧是英國倫敦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司--安本資產管理集團所百分之百擁有的子公司。本集團唯一業務為資產管理，

所管理的全球資產約為3,246 億美元（截至2013 年9 月30 日）。前述管理資產主要分布在股票、債券及房地產投資。

我們的客戶涵括了專業投資法人及申購我們所發行基金的個別投資人。身為一家資產管理集團，我們長期關注亞洲地

區，自從1992 年成立新加坡的區域營運中心以來，我們也已在曼谷、香港、吉隆坡、東京、雪梨成立營業處。另外在

首爾也有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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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基金(F543)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BGF Global Equity Income Fund A6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11/12 

股份類別 A6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2212.58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利思華（Stuart Reeve） 

現任貝萊德董事總經理，同時為貝萊德全球股票收益團隊經理人及全球股票研究團隊主管。主要研究必需消

費品及醫療保健產業。在 2005 年加入貝萊德集團前，於東方匯理資產管理公司(Credit Agricole Asset 

Management)擔任泛歐洲地區食品、飲料及菸草公司研究分析師。 

韋安卓（Andrew Wheatley-Hubbard） 

現任貝萊德副總裁和全球亞洲股票團隊成員，為全球股票收益基金共同經理人，主要研究工業類股。2009

年擔任現職以前，曾於貝萊德倫敦及香港地區任職，專責新加坡與全球房地產研究。2007 年加入貝萊德擔

任分析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以在不損害長期資本增長的情況下爭取股票投資獲取高於平均的收益為目標。基金將不少於 70%的總資產投

資於在全球各地已開發市場註冊或從事大部份經濟活動的公司的股權證券。此基金分派的收益並未扣除開

支。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選 定 理 由 

 市場轉折間的投資選擇: 經驗顯示，在經濟緩步上升期間，高品質與高股息成長股票，因為企業體質佳

且有穩定的獲利，除了能配發股利，表現更優於一般股票，對想重返股市又擔心市場波動的投資人，是

現階段不能錯過的投資選擇。 

 分享美國復甦題材: 目前基金超過 60%布局美歐現金流量較高且經營穩定的企業(資料截至 2013年 7月

底)，這些國際企業獲利多數來自於全球，除了有足夠的資金支付股息，有較佳能力負擔配息，也更有潛

力增加股息配發，在股市波動中受到投資人青睞。 

 更多途徑尋求收益: 基金主要投資於高品質、高股息成長股票，且透過基金的 A6/A8 穩定配息股份，不

僅能享有每月配息，亦能分享股價成長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4.43%)、英國(17.31%)、瑞士(10.3%)、加拿大(4.93%)、澳洲(3.19%)、台灣(3.05%)、
法國(2.64%)、現金及衍生性商品(2.61%)、德國(2.51%)、芬蘭(1.74%)、瑞典(1.37%)、
日本(1.29%)、丹麥(1.13%)、新加坡(1.04%)、比利時(1.03%)、香港(0.9%)、中國(0.52%) 

基金持股(依產業)：必需消費品(31.49%)、醫療保健(21.36%)、工業(11.62%)、非必需消費品(6.82%)、金融

(9.04%)、電訊(6.57%)、資訊科技(6.32%)、原物料(5.51%)、現金及衍生性商品(1.28%)、

公共事業(0.00%)、房地產(0.00%)、能源(0.00%)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18.53 23.54 24.22 61.17 年化標準差% 4.50 10.01 26.23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_以母基金績效為主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貝萊德（盧森堡）公司 (BlackRock (Luxembourg) S.A.) 

35 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BlackRock (Taiwan) Ltd.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5 號 28 樓 

電話：(02)232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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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F739)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PineBridge Emerging Market Corporate Strategy Bond Fund-A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5/2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22.27億元新臺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7%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許家禎 

學歷：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經歷：【現任】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2/3~迄今 

【現任】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4/4~迄今 

【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資深經理 2015/1~迄今 

【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經理 2013/1~2014/12 

【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副理 2012/3~2012/12 

【曾任】柏瑞投信投資顧問部副理 2012/1~2012/3 

【曾任】柏瑞投顧投資研究部副理 2010/4~2011/12 

【曾任】台新投顧研究一部研究襄理 2008/8~2010/4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標的為「新興市場公司債」，經理公司以分散風險，並追求長期之資本利

得與利息收益為目標。 

選 定 理 由 

 本基金之資產配置由基金經理與投資顧問根據基本面、技術面，並考慮到資產價值面，排除主觀投資

法則的弊端，將所有資訊過濾並分析後，形成動態操作的策略，將資金配置於新興市場投資級公司債

及新興市場高收益公司債。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國家)：中國 15.44%、巴西 9.00%、墨西哥 4.87%、土耳其 4.35%、俄羅斯 6.57%、智利 7.1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2.99%、以色列 4.35%、祕魯 5.10% 

基金持股(依產業)：新興市場公司債-投資等級債 61.55%、新興市場公司債-高收益債 33.51%、約當現金

4.94%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2.65 8.66 9.20 18.49 年化標準差% 1.56 3.90 5.92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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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F523) 

Fidelity Funds - Global Dividend Fund A-ACC-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05/04 

股份類別 A 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不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5,706.56(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 Daniel Roberts 

學歷： 英國華威大學數學榮譽學位 

經歷： Daniel Roberts 數理背景出身，於 2011 年底加入富達，並於 2012 年元月擔任富達全球入息基金經

理人迄今。加入富達前，曾任職於 Gartmore、英傑華以及景順資產管理投資組合經理人。Roberts 不僅擁

有英國會計師執照，也擁有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 證照。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環球企業的收益性股票證券，以追求收益及長線資本增長。投資經理人將以其

認定具股息收益吸引力，並具資本增值潛力的投資為標的。 

選定理由 
 數理背景出身的基金經理人，結合 20 種指標與基本面的篩選模式，一網打盡歐美亞洲高品質 + 高股

息 + 穩健成長等 3 特性的股票。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30.22%)、英國(16.48%)、日本(6.73%)、荷蘭(8.45%)、德國(8.21%)、法國(5.18%)、
瑞士(7.49%)、澳洲(1.56%)、西班牙(3.92%)、台灣(3.63%)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16.0%)、核心消費(12.16%)、金融(18.04%)、健康護理(15.12%)、資訊科技
(14.97%)、非核心消費(2.98%)、公用事業(6.32%)、通訊服務(3.65%)、能源(5.32%)、
房地產(0.97%)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16.12 17.48 19.38 70.00 年化標準差% 4.45 9.83 24.37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FIL Limited為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為 FIL Limited 在台投資 100%之子公司。 

 

富達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11 樓 

富達投信服務電話 0800-00-9911 按 2 

Fidelity 富達，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與 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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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F1 穩定月配息)(F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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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delity Funds - US High Yield Fund A-MINCOME(G)-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06/18 

股份類別 A 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898.53(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 Harley Lank 

學歷： 美國賓州大學企管碩士 

經歷： Harley Lank 擁有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且在固定收益方面投資經驗豐

富，1996 年加入富達的高收益債券團隊，並在 2001 年 4 月接任富達美元高收益基金經理人。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在美國進行主要業務公司所發行的高收益債券，以賺取經常收益和資本利得為目標。本

基金主要投資於風險偏高的債券，投資標的無需達最低估價，也可能未經過任何國際認可機構的信用估價。 

選定理由  投資組合專注防禦型產業，維持流動性。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2.13%)、盧森堡(3.09%)、英國(2.81%)、法國(1.76%)、加拿大(2.48%)、巴西
(1.24%)、日本(0.55%)、愛爾蘭(1.23%)、尚比亞(0.64%) 

基金持股(依產業)：通訊(17.55%)、非循環性消費(14.35%)、能源(13.61%)、循環性消費(11.11%)、銀行與
證券(8.32%)、公用事業(8.09%)、基礎工業(6.74%)、科技業(6.13%)、資本財(3.64%)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7.89 22.49 17.92 24.88 年化標準差% 2.45 6.32 11.37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FIL Limited為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為 FIL Limited 在台投資 100%之子公司。 

 

富達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11 樓 

富達投信服務電話 0800-00-9911 按 2 

Fidelity 富達，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與 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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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F845) 

Fidelity Funds - US Dollar Cash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貨幣市場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3/09/20 

股份類別 A 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087.90 (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1 基金經理費 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 Tim Foster 

學歷：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管理學士 

經歷： Foster 在 2003 年加入富達，2003 至 2007 年擔任富達投資的分析師，2007 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以美元為單位之債務證券及其他被許可之資產。 

選定理由 
  富達美元現金基金在承擔小部分可轉讓票券的投資風險下，追求持續報酬成長。主要投資於可轉讓

商業票據、銀行定存單、國庫券及其他貨幣市場工具。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元 

基金持股(依產業)：N/A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0.63 0.71 0.76 - 年化標準差% 0.04 0.13 0.68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FI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2a, Rue Albert Borschette BP 2174 L-1021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FIL Limited為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為 FIL Limited 在台投資 100%之子公司。 

 

富達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富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 號 11 樓 

富達投信服務電話 0800-00-9911 按 2 

Fidelity 富達，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與 Fidelity Worldwide Investment 加上其 F 標章為 FIL Limited 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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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F749)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Templeton Global Total Return A (ac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8/29 
股份類別 A 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20,576 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0.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麥可‧哈森泰博 Michael Hasenstab 

 坦伯頓全球宏觀投資團隊投資長。富蘭克林坦伯頓固定收益決策委員會之成員。 

 基金經理人：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新興國家固定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亞洲債券基金。 

 1995 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擅長總體經濟計量分析，專注於已開發國家及新興國家的外匯、利率

與主權債信分析。大學期間主修國際關係及政治經濟學，並且在澳洲國家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取得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桑娜．德賽 Sonal Desai 

 桑娜．德賽博士擔任富蘭克林坦伯頓固定收益團隊國際債券部門的董事。負責國際債券部研究綱領的制定，提

供總體經濟分析，並協助整合新興市場在地團隊的資源及運用。德賽女士是固定收益團隊政策委員會中的重要

成員，該政策委員會提供產業、市場、貨幣等決策方針。  

 德賽博士以擔任匹茲堡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作為生涯的起點，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的六年間，參與協

調與監督新興國家的貸款計畫，以及評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方案的整體規劃與成效。 

基金簡介及投資
目標 

一、 投資標的：本基金為尋求達成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全世界各國政府或是政府所屬相關機構或是企業所發行的

固定或浮動利率的債權證券及債權憑證的投資組合。本基金亦可投資在由多國政府所組織或支援的跨國性組織所發行

的債權憑證。本基金也得為投資目的而使用金融衍生性商品。本基金亦可在不違反本基金之投資限制之下，投資於證

券或是結構型商品其證券連結於或是其價值源自於其他的證券，或是其連結於任何國家的資產或貨幣。本基金也可能

購買抵押貸款或資產擔保證券以及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得持有不超過 10%的淨資產投資於違約證券。本基金也得投

資不超過其淨資產的 10%於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企業（UCITS）所發行的單位及其他 UCIs。本基金也得投資參與抵

押美元交易。本基金可能將不超過其淨資產的 25%投資在單一主權發行人(包括其政府、公共或地方機關)所發行以及

/或擔保之信評低於投資等級的債權證券。二、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堅實的投資管理，追求利息收益、

資本增值與匯兌收益所組成的總投資報酬極大化。 

選定理由 

●   靈活操作 

本基金經理團隊有很高的彈性操作空間，因應市場趨勢而靈活配置於各區域債市、各債券類別及各類貨幣機會。 

●   債券配置 

現階段配置以政府債為多，且聚焦於具備高息優勢之新興國家。 

●   持債平均為投資級 

基金所持有之債券的平均債信評等位於「BBB」水準(截至 2017/1/31) (註 1)。 

●    貨幣多空雙向配置 

加碼新興國家貨幣、放空歐元和日圓和澳幣，以因應主要國家分歧的經濟及貨幣政策走向。 

●   防禦利率風險 

現階段對持債採取低存續期間策略。 

●   基金得獎 

2014~2016 連續三年榮獲台灣理柏基金獎及金鑽獎，累積 2007 年以來海內外獲得之獎數高達 128 座(A 股股份得

獎，截至 2016/4/25) (註 2)。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墨西哥 17.48%、巴西 13.77%、南韓 9.59%、印尼 10.87%、印度 10.36%、美國 6.24%、迦納
4.90%、其他 7.72%、現金及約當現金 19.07% 

基金持股(資產分配)：公債/機構債(當地貨幣)82.69%、主權債(非當地貨幣)2.03%、公司債 0.33%、現金及其他 14.95%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3.59 9.78 3.45 203.00 年化標準差% 4.52 9.21 12.81 

資料來源：Bloomberg，報酬率為原幣計價，波動風險為過去一、二、三年月報酬率的標準差（年化），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特有風險包括股份等級避險風險、擔保債務憑證風險、可轉換證券風險、交易對手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連結證券風險、違約債
券證券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風險、配息政策風險、新興市場風險、歐洲及歐元區風險、外幣風險、利率證券風險、流動性風險、低評
等或非投資等級證券風險、市場風險、抵押貸款擔保證券與資產擔保證券風險、抵押債券之附買回交易風險、主權債券風險、結構型商
品風險以及互換交易協定風險等。基金之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產生波動，當基金淨值突然大幅滑落時，則變現或贖回所發生的虧損有
可能很高（包含投資的所有損失）。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基金所持有之證券亦可能用不同於基金的基本計價幣別來計價，匯率變動會
影響基金股份的價值，也會影響配息的價值、基金所賺取得利息以及基金所實現的利得與虧損，投資人須承擔匯兌風險。本基金無受存
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富蘭克林坦伯頓國際服務有限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S.à.r.l. 8A,  rue  Albert  

Borschette,L-1246  Luxembourg,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

市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8 樓：電話：（02）2781-0088 傳真：（02）2781-7788 網址： http://www.Franklin.com.tw 理財諮詢專線 0800-88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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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美國機會基金(F355)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Franklin U.S. Opportunities Fund Class A (ac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00/04/03 

股份類別 A(Acc)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29 億 3 仟 3 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  

基金經理人簡介 

葛蘭‧包爾 Grant Bowers 

 葛蘭.包爾先生(Grant Bowers)現任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顧問團隊副總裁，及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吉時基金

之基金經理人，並領導電信相關產業之研究團隊。  

 於 1993 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從事固定收益資產之分析工作;另於 1998 年加入富蘭克林股票團

隊從事研究工作。  

 擅長於媒體、印刷、運輸和商業服務產業。  

 葛蘭.包爾於加洲大學達維斯(Davis)分校取得經濟學士學位。 

 

莎拉‧阿瑞吉 Sara Araghi 

 現任富蘭克林股票團隊副總裁、分析師及基金經理人。擅長媒體及娛樂、有線及衛星電視、服飾及鞋類製

造商產業股票研究分析。為富蘭克林坦伯頓美國機會基金共同經理人，為富蘭克林小型成長股票團隊的一

員。 

 在此之前，與許多富蘭克林股票團隊策略小組組長合作，建立及維護多個委託富蘭克林投資組合顧問公司

(Franklin Portfolio Advisors)管理的獨立管理帳戶。 

 於 2003 年七月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擔任消費產業股票分析師。 

 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企管學士學位且以優異成績畢業，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執照，為特許財務

分析師(CFA)舊金山分會及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協會的會員。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加速成長、獲利增加或相較於整體經濟而言具有平均值以上的成長或成長

潛力的美國公司之股權證券，主要投資於分佈於廣泛產業中之具有堅強成長潛力的小型、中型與大型企業。

基金經理人將專注於格外具有成長潛力的產業與這些產業中快速成長並具有創新能力的公司。穩固的管理及

健全的財務紀錄也是基金經理人考量的要素。雖然基金經理人將搜尋眾多產業中的投資機會，但本基金有時

將有顯著的部位投資於特定產業，例如科技產業（包含電子科技、科技服務、生物科技及健康醫療科技）。二、

投資策略：本基金之投資目標為追求資本增值。 

選定理由 

● 遵循成長投資哲學，由下而上選股，精選兼具成長力道和經營體質健全的美國成長型企業 

● 選股方向 

鎖定具有堅強管理團隊、產業進入障礙高、擁有獨特專利權、通路優勢和低廉生產成本的企業，目前以美

國中大型成長股為佈局方向，產業佈局側重科技、健康醫療及消費耐久財類股(2017/1 月)。 

● 榮獲 2014 年台灣、英國、香港和新加坡理柏「美國股票型基金」之十年獎，2013 年香港和新加坡理柏

「美國股票型基金」之十年獎；2012 年海灣國家理柏「美國股票型基金」之五年暨十年獎，2011 年海灣國家

理柏「美國股票型基金」之三年獎。(資料來源：理柏，獎項評選期間截至各獲獎年度之前一年年底，統計至

2014/3/25。)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資產配置：美國 96.21%、其他國家 2.39%、現金 1.40% 

主要投資產業：科技 47.11%、健康醫療 10.16%、消費性耐久財 13.36%、金融 6.71%、民生消費 4.05%、
原物料 2.74%、工業 8.07%、不動產 5.06%、現金及其他 3.01%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26.94 23.91 29.89 50.80 年化標準差% 6.94 15.90 34.85 
資料來源：Bloomberg，報酬率為原幣計價，波動風險為過去一、二、三年月報酬率的標準差（年化），統計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特有風險包括股份等級避險風險、可轉換證券風險、交易對手風險、股權風險、成長型股票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
單一國家風險、中小型公司風險以及認股權證風險。基金之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產生波動，當基金淨值突然大幅滑落時，則變
現或贖回所發生的虧損有可能很高（包含投資的所有損失）。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基金所持有之證券亦可能用不同於基金的
基本計價幣別來計價，匯率變動會影響基金股份的價值，也會影響配息的價值、基金所賺取得利息以及基金所實現的利得與虧損，
投資人須承擔匯兌風險。本基金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富蘭克林坦伯頓國際服務有限公司 FRAN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S.à.r.l. 

8A,  rue  Albert  Borschette,L-1246  Luxembourg,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87 號 8 樓   主管機關核准之營業執照字號：101 年金管投顧新字第 025 號 

電話：（02）2781-0088 傳真：（02）2781-7788  網址： http://www.Franklin.com.tw 理財諮詢專線 0800-88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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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F1105) 

Invesco Global Equity Income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11/6/30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 1.15 十億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4%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姓名：Nick Mustoe  

職稱 首席投資總監, Invesco Perpetual Global Equity Income Group 

2010 年 6 月加入景順集團，於 1985 年於 Phillips & Drew Fund Management 任職英國股票經理而開始投

資生涯，持有 Bradford University 的商業研究學位一級榮譽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環球股票以達致收入水平上升與長期資本增值。投資顧問可納入其認為

恰當的投資項目，包括可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認股權證、集體投資企業、存款及其他獲准投資。 

選 定 理 由 

 嚴控下檔風險 : 基金管理能力出色，三年年化標準差僅 11.17，波動低更能抵禦市場變動。 

 聚焦成熟市場 : 成熟市場續強，英、美、歐股市前景長期看俏，基金投資區域涵蓋美國、歐洲、英國、

日本等成熟市場。 

 加碼景氣循環產業 : 未來利率逐漸走升下，金融、工業、與非消費必需品等基金加碼產業，可望受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31.2%)英國(19.3%)瑞士(6.1%)法國(8.0%)德國(6.5%)台灣(2.5%)日本(2.9%)荷蘭
(4.6%)其他(17.3%)現金(1.7%)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5.7%)工業(16.7%)能源(14.9%)健康護理(10.1%)資訊科技(8.0%)消費必需品
(6.3%)通訊服務(5.8%)非消費必需品(7.1%)其他(3.6 %)現金(1.7%)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22.17 23.70 23.35 91.90 年化標準差% 3.70 14.27 33.30 

資料來源：Bloomberg，績效資料截止 2017/12/31，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有關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境外基金含分銷費用）已揭露
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Management S.A. 

37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Invesco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22 樓 

景順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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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F335) 

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1/31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845.69（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87%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瑞銀環球資產管理（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分散投資於台灣(H 股 + A 股 + B 股)、香港及中國等大中華股市，透過不同層面投資配置，掌握中國內需

崛起契機，並且大幅加碼民生必須消費產業。 

選 定 理 由 

 享受瑞銀為中國合格機構投資人的優勢，參與 A 股上漲潛力 

 以瑞銀獨有的基本面評價策略，挖掘具潛力的大中華企業 

 大中華市場投資契機：持續高速成長、堅強的經濟基本面、經濟刺激政策、充足的流動性 

 晨星基金興號評級三顆星榮譽 

 屢獲海內外理柏大獎 ─ 2014 年新加坡 (十年期)、2011 年新加坡 (五年期) 、2010 年台灣 (三年與五

年期)、2010 年香港 (三年與五年期) 、2010 年瑞士 (三年與五年期) 、2010 年奧地利 (三年與五年

期) 、2010 年西班牙 (三年與五年期)、2010 年荷蘭 (三年與五年期)、2009 年日本 (三年期)、2008

年日本 (三年期) 之大中華股票基金獎肯定(資料來源：理柏，獎項評選期間各截至前一年度年底)。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88.01%)、台灣(4.99%)、香港(3.80%)、現金(3.20%)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業(34.87%)、金融服務業(21.33%)、不動產業(7.63%)、非必須性消費業

(15.36%)、工業(5.44%)、必須性消費(3.31%)、電信業(0.00%)、現金(3.20%)、能源

業(0.00%)、公用事業(0.00%)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54.34 54.71 73.86 - 年化標準差% 5.78 20.80 71.95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此公司設置目的之一係管理依據盧森堡法律規定設立之集合投資事業，以及發行/贖回該等產品之基

金單位。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 松仁路 7 號 5 樓 / 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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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瑞銀(盧森堡)美元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 (F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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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 (Lux) Bond Sicav – USD High Yield(USD) P-mdist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01/15 

股份類別 A/配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245.15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1%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瑞銀環球資產管理(美國)股份有限公司，芝加哥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多元投資於各評等高收益公司債，致力於獲得超越高信評美元債券的報酬率。 

選 定 理 由 

 主動管理投資組合(利率、信用及貨幣管理)，策略彈性調整。 

 個股篩選、基本面研究以及投資組合建構三大流程挑選最佳持股。 

 景氣復甦過程，高收益債表現突出；現金低收益，收益性商品可滿足追求收益之投資人需求。 

 年化波動率較同類型基金平均低。 

 不確定的環境下相對穩定的選擇，過去一年配息率在 7%以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N/A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81.30%)、金融服務業(13.53%)、公用事業(2.43%)、現金及約當現金(0.02%)、

其他(1.01)、證券(1.69%) 

信用評等別：BBB-及以上(2.53%)、BB+(8.26%)、BB(13.84%)、BB-(18.51%)、B+(14.55%)、B(14.95%)、 

            B-(13.92%)、CCC 及以下(13.42%)、現金及約當現金(0.02%)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6.79 21.08 15.72 59.03 年化標準差% 2.12 5.16 10.08 

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此公司設置目的之一係管理依據盧森堡法律規定設立之集合投資事業，以及發行/贖回該等產品之基

金單位。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 松仁路 7 號 5 樓 / 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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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F1118) 

UBS (Lux) Equity Sicav - USA Growth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4/10/8 

 
股份類別 A/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685.97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63%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瑞銀環球資產管理 (美國) 股份有限公司，芝加哥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遵循分散風險原則，至少投資三分之二於在美國設立登記的公司，或是持有在美國設立登記或主要營業活

動在美國的公司的證券以及證券工具之證券子基金。其投資程序係「成長風格」策略導向。 換言之，亦即

主要投資於享有競爭優勢及/或可展現平均值以上的潛在獲利增長之企業。子基金亦得依公司章程、投資策

略與指導方針允許的範圍內，投資其資產於其他證券。 

選 定 理 由 

 積極管理投資組合，投資嚴選美國企業 

 投資於成長型股票 

 積極投資於美國大型股 

 投資組合集中於 35 至 55 支個股 

 發掘成長潛力優於市場水準的個股 

 投資團隊經歷斐然，表現卓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別)：資訊科技業(42.09%)、非必需性消費業(18.87%)、醫療保健業(11.21%)、工業 

                    (13.45%)、原物料(4.34%)、金融業(5.91%)、必需性消費業(1.64%)、能源業(2.49%) 

基金持股(依投資區域)：美國(100%)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30.40 25.01 32.31 235.40 年化標準差% 5.69 15.08 38.80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此公司設置目的之一係管理依據盧森堡法律規定設立之集合投資事業，以及發行/贖回該等產品之基

金單位。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 松仁路 7 號 5 樓 / 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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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穩定月配) (F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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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ceBernstein-Global High Yield Pf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14/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5,013.05 百萬美元(截至 2017/12/31)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高收益債券，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1.7% 

基金經理人簡介 

Paul J. DeNoon  新興市場債券總監 

於 1992 年加入聯博公司，負責督導聯博新興市場債券的所有投資活動，同時也是全球固定收益基金團隊的成員之一。 
Douglas J. Peebles  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 

於 1987 年加入聯博公司，自 2004 年起兼任聯博執行副總裁，以及固定收益基金的共同投資長。 
Gershon M. Distenfeld  高收益債券總監 

於 1998 年加入聯博，擔任商業分析師，並於 1999 年 12 月加入高收益投資團隊。 

Matthew S. Sheridan  投資組合經理人 

目前擔任資深副總裁暨投資組合經理人，管理全球固定收益、全球高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等投資組合。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世界各地機構發行的高收益債券，包括美國及新興國家，以追求高度的經常性收入及資本增值潛力。本基金投資於

以美元及非美元計價的證券。本投資組合由聯博的全球固定收益及高收益研究團隊進行投資管理。 

選定理由 

 多元債券配置、高度分散投資，全面追求收益機會 

(1)  目前佈局全球超過50個國家，總持債檔數超過1000檔，藉由高度分散的投資策略，積極追求收益與資本增值潛力。 

(2)  投資全球且多元配置各類高收益類型債券，除了美國高收益債券之外，包括美國的RMBS、CMBS等抵押貸款證券，還

有歐洲、與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是既能提供收益來源，又能避免單一區域與債券類別的風險，達到分散風險的投資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9.25%)、巴西(6.89%)、英國(3.04%)、阿根廷(3.51%)、盧森堡(3.72%)、土

耳其(4.74%)、印尼(1.91%)、墨西哥(5.65%)、俄羅斯(1.74%)、其他(19.55%) 

基金持股(依產業)：高收益公司債券(35.8%)、美國國庫券(8.69%)、新興市場債-當地貨幣(20.84%)、抵

押擔保貸款證券 (8.67%)、新興市場債 -強勢貨幣 (10.11%)、投資等級公司債

(5.13%)、CMBS(4.84%)、特別股(3.84%)、其他(2.08%)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7.32 22.24 15.82 - 年化標準差% 2.30 6.92 10.4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級別績效為含息之總報酬(假設配息

滾入再投資)。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AA/BA穩定月配級別為配息前未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的級別，依照

基金投資產生的收益來源，致力維持較穩定的每月配息，配息可能由基金收益或本金支付，基金公司仍將依據各基金之獲利能力，定期檢

視AA 穩定月配息級別的配息水準並進行調整。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 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聯博（盧森堡）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r.l.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 1（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758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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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穩定月配) (F887)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llianceBernstein-Global Bond Portfolio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14/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47.42 百萬美元(截至 2017/12/31)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投資等級債券，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2。 

基金經理費 1.1% 

基金經理人簡介 

John Taylor  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 

Scott DiMaggio, CFA  全球固定收益暨加拿大固定收益投資總監 

目前擔任英國多重資產投資團隊之投資組合經理人，並身為絕對報酬投資組合管理團隊之成員。 

Nicholas Sanders 副總裁，投資組合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全球政府及企業在已開發市場所發行的投資級固定收益證券，以取得高額之總投資報酬。本基金持有的非美元計價

債券，大部分均以美元避險，從而將匯率波動風險減至最低。投資經理善用其內部的信用分析資源，外部的財務及經濟資訊來評

量固定收益證券的投資價值。 

選定理由 

高評等與低存續的核心策略，全球佈局分散風險的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4.93%)、日本(4.7%)、英國(8.66%)、義大利(5.48%)、德國(4.33%)、加拿大

(7.12%)、日本(4.7%)、西班牙(3.67%)、波蘭(3.49%)、其他(14.14%) 

基金持股(依產業)：全球政府債券(39.76%)、投資等級公司債(28.37%)、通膨連結債券(8.35%)、資產擔

保債券(8.89%)、政府主權機構債(2.35%)、抵押擔保貸款證券(3.74%)、當地政府-

加拿大市政債(2.39%)、政府主權機構債(2.35%)、準主權債券(2.33%)、其他(1.38%)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0.51 0.81 0.33 - 年化標準差% 0.44 0.98 1.2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AA級別績效為含息之總報酬(假設配息滾

入再投資)。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AA穩定月配級別為配息前未扣除基金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的級別，依照基金

投資產生的收益來源，致力維持較穩定的每月配息，配息可能由基金收益或本金支付，基金公司仍將依據各基金之獲利能力，定期檢視 AA 

穩定月配息級別的配息水準並進行調整。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 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聯博（盧森堡）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r.l.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 1（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758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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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法巴百利達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F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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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VEST Bond USA High Yield C M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4/02 

股份類別 月配 (美元)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35.5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Jim Sivigny 自 2014 年加入法巴擔任高收益債經理人。在此之前一年半，他曾任職於德意志資產管理擔任

高收益債券分析師。在加入德意志之前的 5 年，曾任職於 OppenheimerFunds，負責循環產業之高收益債

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高收益債券分析師。在高收益債券領域，他有將近 20 年的經驗以及 23 年的經驗在金

融產業。James Sivigny 自 2001 年起擁有財務特許分析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總公司位於美國或主要營業地區為美國之公司所發行之非投資等級債券。以總體經濟分析為基

礎的投資流程，包括市場評估、產業分析與信用分析下的標的篩選，本基金修正後存續期間為0.5-8。 

選 定 理 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 

 嚴謹的投資決策與風險控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2.46%)、荷蘭(7.64%)、加拿大(5.62%)、英國(3.78%)、日本(1.58%)、德國
(2.03%)、其他(6.89%) 

基金持股(依產業)：通訊(30.59%)、能源(17.80%)、周期性消費(12.16%)、非周期性消費(9.70%)、科技
(9.04%)、工業(7.24%)、其他(13.46%)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4.82 17.03 10.90 117.97 年化標準差% 2.13 4.76 8.70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
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8.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法國巴黎投資（盧森堡）公司 

10, rue Edward Steichen, L-254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法國巴黎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71樓之1 

電話：02-7718-8188  

網站：www.bnpparibas-i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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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巴百利達亞太高股息股票基金(F1068)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Equity High Dividend Pacific - Classic USD M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11/24 

股份類別 月配(美元)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105.94 百萬美元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Arthur Lok Tin KWONG 

投資的經驗，因為 1999 年加入法國巴黎投資(原富通投資)Arthur Kwong（前稱富通投資，並在此之前，

荷銀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於 2001 年的分析師性能分析和風險管理在加入法國巴黎投資，他擔任

研究分析師的戰略和投資管理部的聯邦銀行集團在澳洲。Arthur Kwong 擁有雙學士（精算的研究和應用資

金）Macquarie 大學，澳大利亞和碩士學位的資金管理從大學新南威爾士。他是一種資格，精算學會副澳

大利亞（美國航空航天研究所）和作為特許金融分析師（CFA）。Arthur Kwong 還持有資格金融風險管理

師（FRM）。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透過主動式管理亞太地區當地企業或主要獲利營收來自於亞太地區之企業所發行之高配息股票，以

尋求較高的整體回報 ( 以美元計)。 

選 定 理 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 

 嚴謹的投資決策與風險控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澳洲(41.80%)、日本(40.21%)、香港(7.22%)、紐西蘭(2.86%)、印度(1.58%)、台灣
(1.60%)、南韓(2.25%)、印尼(1.10%)、其他(1.38%)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42.43%)、工業(13.22%)、非核心消費商品(15.92%)、電信服務(5.58%)、公用事
業(5.18%)、資訊科技(5.68%)、原物料(4.76%)、健康護理(2.77%)、能源(3.16%)、核
心消費商品(1.31%) 

、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18.08 23.40 19.76 21.25 年化標準差% 5.06 15.32 27.24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於用以達成投資目標之股票及其他金融工具之整體市場風險被視為較高。上開金融工具受不同因素所影響，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金
融市場發展、該等金融工具發行人之經濟發展狀況(其本身亦受一般世界經濟情況之影響)、以及個別國家之經濟及政治情況。本
基金的流動性風險較低，流動性風險將在特定連結之投資項目難以售出時升高。再者，貨幣波動可能高度影響基金的績效表現。
投資於特定主題將比投資於不同主題更為集中。不保證回復最初之投資。 
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險或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基金投資一定有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本基金亦涉及匯率風險。 
除避險目的以外之所使用衍生性金融工具之相關風險，請參見【公開說明書中譯本第三部分第 II 章之「投資風險：詳細資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法國巴黎投資（盧森堡）公司 

10, rue Edward Steichen, L-254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法國巴黎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5段7號71樓之1 

電話：02-7718-8188  

網站：www.bnpparibas-i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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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駿利亨德森高收益基金(F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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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s High Yield A USD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7/12/31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 / 12 / 24 

股份類別 A 美元入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651.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股東服務費 0.75%+投資管理費 1.0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Darrell Watters 

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業界資歷 31年。 

Seth Meyer 

於科羅拉多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取得管理學學士學位，並持有 CFA證照，業界資歷 19年。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的首要投資目標是獲得高額本期收入。在符合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將把資本增 

值作為次要目標。為實現其目標，本基金一般將其淨資產主要投資於副投資顧問選定的評等低於投資 

級的債權證券或優先股，或投資於美國發行人類似品質的沒有評等的債權證券，但條件是至少將其淨 

資產價值的 51%投資於債權證券。 

本基金一般將其淨資產主要投資於副投資顧問選定的評等低於投資級的債權證券或優 

先股，或投資於美國發行人類似品質的沒有評等的債權證券，但條件是至少將其淨資產價值的 51%投 

資於債權證券。本基金得基於投資之目的運用投資技巧及投資工具，例如期貨、選擇權和交換契約， 

以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惟須受淨資產價值 10%之最高投資比重限制，並須符合央行所隨時規 

定之條件及限制。依上述規定，本基金於任一開發中市場所交易證券的投資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 

價值的 10%，且本基金於開發中市場所交易證券的投資總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的 20%。 

選 定 理 由 

 核心高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發掘主要由美國企業發行，致力於轉型與改善資本結構之高收益企業債 

 駿利固定收益投資團隊由信用投資專家組成，運用信用基本面分析，在各個投資流程環節制訂投資決策 

整合研究：固定收益與股票分析師相互合作、順暢溝通，攜手發掘投資題材。 本投資組合的規模一方面足

以讓我們在美國高收益債市扮演要角，另一方面駿利兼具精品型資產管理集團特質，投資策略深具靈活性，

對投資標的深具信心。 

縝密風險管理：本基金投資流程各環節皆結合駿利獨有之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風險管理系統－

Quantum Global，分層剖析與評估投資組合風險來源，以確保投資組合的配置與預期一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前十大基金持股(依區域)：    前九大基金持股(依產業)： 
美  國：83.68%        固定收益         ：96.04% 
盧 森 堡： 3.44%        美國工業         ：72.70% 
加 拿 大： 1.26%        非美國工業       ：12.30% 
比利時  ： 0.73%        商用不動產抵押債券(CMBS)：2.40% 
巴    西： 0.81%          美國金融                :2.28% 
愛 爾 蘭： 2.95%        衍生性商品               :1.40% 
荷    蘭： 1.83%        美國公用事業             :2.25%   
法    國： 1.30%                資產抵押債劵(ABS)        :1.33% 
尚比亞   : 0.80%                現金/與現金相等值        :2.07% 
                        股票                     :1.89%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成立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4.30 16.36 12.52 165.54 年化標準差% 2.40 4.89 7.87 

資料來源： Bloomberg，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投資證券之風險 
2.高收益證券 
3.投資標的過度集中 
4.流動性風險 
5.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 
6.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7.其他投資風險 
8.本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本基金亦涉及匯率風險。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
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9.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基金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公司除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擔保績效及最低收益。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6th Floor, Citypoint, 1 Ropemaker Street, London EC2Y 9HT,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1049 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 /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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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1. 安碩 S&P 500(二) (E070) 
 

投資內容：iShares S&P 500 ETF (代碼：IVV)                             

投資內容簡介： 

管理機構 名稱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地址 400 Howard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USA 

追蹤標的指數 Standard & Poor's 500 Index 

基金投資目標 使投資績效接近追蹤之標的指數。 

投資地區 「投資海外」，美國。 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種類 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05/15 

交易所 NYSE Arc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主要投資配置 

(截至 2017/12/31) 

產業 資訊科技 金融 健康護理 非必需消費品 

投資權重 23.71% 14.76% 13.74% 12.18%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資產規模(淨資產) 

(截至 2017/12/31) 
$141,487,843,319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 

(非保險公司收取之費用) 

基金經理費及基金保管費 每年 0.04% (已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申購、贖回及其他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基金經理人簡介 Rene Casis, Diane Hsiung and Greg Savage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一年 二年 三年 資料來源/日期 

投資績效 21.76% 36.56% 38.33% TAIWAN LIFE 

2017/12/31 年化標準差 3.95% 10.94% 30.22% 

資料來源：1.http://us.ishares.com/product_info/fund/overview/IVV.htm (2017/12/31)   2.彭博(Bloomberg) 

 

選定理由： 

1.提供保戶追蹤 Standard & Poor's 500 Index 績效表現為目標的投資標的，該 Index 投資於美國公開交易的有價證券。 

2.兼顧績效與風險之投資需求。 

3.經營管理穩健，研究分析團隊及專業經理人才優良。 

 

投資相關費用： 

1) 申購費用 於每次申購及轉換時收取 1.0%。 

2) 投資標的交易稅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3) 投資標的管理費 每年 1.2%，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保管費 每年 0.1%，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5) 贖回費用 無 

6)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六次免費投資標之轉換，自第七次起本公司將收取每次新
臺幣 500 元之轉換費用，並自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投資標的面額：於安碩 S&P 500 (二) (E070)成立當日每單位為美元拾元。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係指以該投資標的於評價日時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投資標的單位總數計算所得之值。淨資產價值等於 

該投資標的之總資產價值扣除總負債(包含應付取得或處分該投資標的資產之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稅捐或其他 

法定費用)、投資標的管理費用及投資標的保管費用，亦即由本公司重新計算所得。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指數股票型基金標的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風險。 
8.本指數股票型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

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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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碩新興市場債(二) (E087) 
 

投資內容：iShares JP Morgan USD Emerging Markets Bond ETF (代碼：EMB)                             

投資內容簡介： 

管理機構 名稱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地址 400 Howard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USA 

追蹤標的指數 J.P. Morgan EMBI Global Core Index 

基金投資目標 使投資績效接近追蹤之標的指數。 

投資地區 「投資海外」，新興市場。 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種類 境外指數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12/17 

交易所 NYSE Arc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主要投資配置 

(截至 2017/12/31) 

產業 主權債券 機構 現金  

投資權重 82.34% 17.39% 0.27%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資產規模(淨資產) 

(截至 2017/12/31) 
12,199,620,957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 

(非保險公司收取之費用) 

基金經理費及基金保管費 每年 0.59% (已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申購、贖回及其他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基金經理人簡介 James Mauro and Scott Radell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一年 二年 三年 資料來源/日期 

投資績效 10.28% 20.50% 21.74% TAIWAN LIFE 

2017/12/31 年化標準差 3.14% 8.14% 12.13% 

資料來源：1.http://us.ishares.com/product_info/fund/overview/EMB.htm (2017/12/31)   2.彭博(Bloomberg) 

 

選定理由： 

1.提供保戶追蹤 J.P. Morgan EMBI Global Core Index 績效表現為目標的投資標的，該 Index 投資於新興市場公開交易的
有價證券。 

2.兼顧績效與風險之投資需求。 

3.經營管理穩健，研究分析團隊及專業經理人才優良。 

 

投資相關費用： 

1) 申購費用 於每次申購及轉換時收取 1.0%。 

2) 投資標的交易稅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3) 投資標的管理費 每年 1.2%，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保管費 每年 0.1%，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5) 贖回費用 無 

6)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六次免費投資標之轉換，自第七次起本公司將收取每次新
臺幣 500 元之轉換費用，並自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投資標的面額：於安碩新興市場債(二) (E087)成立當日每單位為美元拾元。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係指以該投資標的於評價日時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投資標的單位總數計算所得之值。淨資產價值等於 

該投資標的之總資產價值扣除總負債(包含應付取得或處分該投資標的資產之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稅捐或其他 

法定費用)、投資標的管理費用及投資標的保管費用，亦即由本公司重新計算所得。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指數股票型基金標的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風險。 
8.本指數股票型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

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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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碩 MSCI 環球 (E091) 
 

投資內容：iShares MSCI World UCITS ETF (代碼：IWRD)     

投資內容簡介： 

管理機構 名稱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Ireland Limited 

地址 JP Morgan Hous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 Dublin 1, Ireland 

追蹤標的指數 MSCI World Index 

基金投資目標 使投資績效接近追蹤之標的指數。 

投資地區 「投資海外」，全球。 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種類 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10/28 

交易所 
London Stock 

Exchange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主要投資配置 

(截至 2017/12/31) 

產業 金融 資訊科技 健康護理 非必需消費品 

投資權重 18.05% 16.70% 11.69% 12.22%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資產規模(淨資產) 

(截至 2017/12/31) 
5,492,259,378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 

(非保險公司收取之費用) 

基金經理費及基金保管費 每年 0.50% (已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申購、贖回及其他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基金經理人簡介 BlackRock Advisors (UK) Limited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一年 二年 三年 資料來源/日期 

投資績效 11.66% 44.35% 49.66% TAIWAN LIFE 

2017/12/31 年化標準差 6.66% 12.31% 19.46% 

資料來源：1.http://uk.ishares.com/en/pc/products/IWRD(2017/12/31)   2.彭博(Bloomberg) 

 

選定理由： 

1.提供保戶追蹤 MSCI World Index 績效表現為目標的投資標的，該 Index 投資於全球公開交易的有價證券。 

2.兼顧績效與風險之投資需求。 

3.經營管理穩健，研究分析團隊及專業經理人才優良。 

 

投資相關費用： 

1) 申購費用 於每次申購及轉換時收取 1.0%。 

2) 投資標的交易稅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3) 投資標的管理費 每年 1.2%，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保管費 每年 0.1%，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5) 贖回費用 無 

6)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六次免費投資標之轉換，自第七次起本公司將收取每次新
臺幣 500 元之轉換費用，並自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投資標的面額：於安碩 MSCI 環球(E091)成立當日每單位為美元拾元。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係指以該投資標的於評價日時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投資標的單位總數計算所得之值。淨資產價值等於 

該投資標的之總資產價值扣除總負債(包含應付取得或處分該投資標的資產之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稅捐或其他 

法定費用)、投資標的管理費用及投資標的保管費用，亦即由本公司重新計算所得。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指數股票型基金標的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風險。 
8.本指數股票型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

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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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碩 MSCI 全球指數 (E094) 
 

投資內容：iShares MSCI ACWI ETF (代碼：ACWI)                             

投資內容簡介： 

管理機構 名稱 BlackRock Fund Advisors 

地址 400 Howard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5, USA 

追蹤標的指數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基金投資目標 使投資績效接近追蹤之標的指數。 

投資地區 「投資海外」，全球。 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種類 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03/26 

交易所 NYSE Arc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主要投資配置 

(截至 2017/12/31) 

產業 金融 資訊科技 非必需消費品 工業 

投資權重 18.44% 18.05% 11.80% 11.13%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資產規模(淨資產) 

(截至 2017/12/31) 
$8,773,225,080  

投資機構收取之相關費用 

(非保險公司收取之費用) 

基金經理費及基金保管費 每年 0.33% (已由基金淨值中扣除) 

申購、贖回及其他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基金經理人簡介 Rene Casis, Diane Hsiung and Greg Savage 

基金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一年 二年 三年 資料來源/日期 

投資績效 24.35% 34.79% 31.81% TAIWAN LIFE 

2017/12/31 年化標準差 2.61% 11.08% 31.67% 

資料來源：1.http://us.ishares.com/product_info/fund/overview/ACWI.htm (2017/12/31)   2.彭博(Bloomberg) 

 

選定理由： 

1.提供保戶追蹤 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績效表現為目標的投資標的，該 Index 投資於全球公開交易的有價證券。 

2.兼顧績效與風險之投資需求。 

3.經營管理穩健，研究分析團隊及專業經理人才優良。 

 

投資相關費用： 

1) 申購費用 於每次申購及轉換時收取 1.0%。 

2) 投資標的交易稅費用 由本公司支付。 

3) 投資標的管理費 每年 1.2%，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保管費 每年 0.1%，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不另外收取。 

5) 贖回費用 無 

6) 投資標的轉換費用 本公司每一保單年度提供六次免費投資標之轉換，自第七次起本公司將收取每次新
臺幣 500 元之轉換費用，並自轉換的金額中扣除。 

 

投資標的面額：於安碩 MSCI 全球指數(E094)成立當日每單位為美元拾元。 

 

投資標的單位淨值： 

係指以該投資標的於評價日時之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投資標的單位總數計算所得之值。淨資產價值等於 

該投資標的之總資產價值扣除總負債(包含應付取得或處分該投資標的資產之直接成本及必要費用、稅捐或其他 

法定費用)、投資標的管理費用及投資標的保管費用，亦即由本公司重新計算所得。 

 

投資風險之揭露： 

1.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2.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3.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4.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5.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6.其他投資風險 
7.指數股票型基金標的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風險。 
8.本指數股票型基金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

保人於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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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商品連結之委託帳戶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理風險度下，投資於國外子基金以謀取

長期資本利得及投資收益。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本公司與投資經理人除未盡善良管

理人注意義務應負責任外，不保證委託帳戶之最低收益率，亦不負責委託帳戶之盈虧。所有關於國

外子基金績效及淨值之資訊，均為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之績效表示，亦不保證該基金之最低投資

收益。 

委託帳戶與其投資子標的均依相關適用法律所發行，保戶必須承擔投資之法律風險(例如因適用法律

變更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金額等)、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證券交

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經濟變

動之風險、其他投資風險。 

※依據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第四條第七項第十款規定，投資國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

憑證，應參照「境外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揭露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如需了解本商品連結之委

託帳戶所投資之國外子基金相關資訊，請逕上以下網站查詢該基金之投資人須知、公開說明書及

財務報表等。 

 境外基金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為維護保戶的權益請詳閱以下資訊： 

1.委託帳戶所投資之國外子基金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該基金

絕無風險，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收益。保戶投保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

書。 

2.透過上述網站查詢之投資人須知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該基金總代理人及其負

責人依法負責。 

3.境外基金係依外國法令募集與發行，其公開說明書、財務報告、年報及績效等相關事項，均係

依該外國法令規定辦理，保戶投保前請自行了解判斷。 

4.委託帳戶與其投資子標的投資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

人須自負盈虧。本委託帳戶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二、委託帳戶之資訊 

 

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是

委由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投資經理公司；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益

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是委由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擔

任投資經理公司。投資子標的之配置並非留給保戶自行選擇，係由投資經理公司與投資經理人將根據對

全球景氣趨勢之研判，綜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來決定個別投資子標的比重與區域配置。委託帳戶之設

立及所有之交易行為，均應依保險法及相關法規辦理，並受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所有關於投資子標的

績效及淨值之資訊，均為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之績效表示，亦不保證該委託帳戶之最低投資收益。

http://www.fundclea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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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權委託帳戶 

1. 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一) 

(本委託投資帳戶之委託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12/31 

種類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05/03 

股份類別 N/A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資產撥回 每月一次 

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新臺幣 0.33 億元 

投資經理公司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保管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保管銀行信用評等 A (Fitch) 

投資經理人簡介 

姓名：劉蓓珊 

學歷：淡江大學財務金融所 

經歷：瀚亞投信資產管理部 全委經理人(106/10/7~迄今) 

第一金投信 基金經理人 

日盛投信 基金經理人 

保德信投信 固定收益部 襄理 

投資目標及策略 

本委託帳戶資產以追求穩健之投資報酬率為目標，為求降低委託帳戶淨值之波動幅度，控制下檔風險，本委託帳戶子標的投資組

合將涵蓋不同風險屬性。投資經理人將根據對全球景氣趨勢之研判，綜合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來決定個別投資子標的比重與區域

配置。 

投資海外地理分佈 

全球 

選定理由 

投資團隊經驗、資歷與穩定性均佳，研究資源豐富。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投資績效 
(撥回前) 

0.50% 3.94% -0.93% 0.50% 

年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3.45% -4.02% -12.13% -3.45% 

資料來源：基金公司。 

 

投資風險之揭露 

1.法律風險(例如因適用法律變更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金額等) 

2.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3.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4.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5.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6.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7.經濟變動之風險 

8.其他投資風險 

9.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可能超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 

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10.本委託帳戶資產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 

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投資經理公司 

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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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揭露事項 

1.投資經理人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規之處分情形： 

無 

 

2.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按委託帳戶淨資產之不高於 0.5%(年費率)每日計算委託報酬，以為瀚

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委託帳戶之委託報酬。本委託報酬之收取係由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所收取投資標的相關費用支付，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費用。 

 

3.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說明： 

無 

 

4.資產撥回機制說明： 

本委託帳戶委託資產撥回金額由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所組成之資產撥回管理委員會每月審

查本委託帳戶所持有投資組合中的投資子標的之現有獲利狀況及未來收益能力，依據資產撥回政策作

成次月每受益權單位資產撥回金額之決議並通知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執行委託資產撥回作

業。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金 

(2)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預計首次撥回基準日為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如遇非評價日

時，則順延至次一個評價日。 

(4)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計算： 

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 

註：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將於本公司網站公佈。 

 

5.資產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 

假設陳先生 40 歲購買本商品並投資於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一)，扣除契約附加

費用、行政管理費與相關費用後，保險費淨額為新臺幣 3,000,000 元。則執行資產撥回後，保單帳戶

價值變化如下： 

 

保險費淨額 基準日保單帳戶價值 資產撥回金額 基準日次日保單帳戶

價值 

3,00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00 受益權單位) 

3,150,0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00 

(假設每受益權單位委託

資產撥回金額=0.04，則

資產撥回金額

=300,000×0.04=12,000 ) 

3,138,000 

(假設其他條件不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6.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可能超出

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

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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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瀚亞投信經理之子基金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 
瀚亞精選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債券精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本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2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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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瀚亞威寶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表二  非瀚亞投信經理之子基金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 元大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2 元大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3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4 
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中國機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新台幣) (本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5 
日盛全球新興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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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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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台新亞美短期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 
台新亞澳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9 
台新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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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未來資產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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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未來資產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2 
永豐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類型 (新台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 

13 
永豐新興市場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類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14 
永豐新興高收雙債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類型（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15 
兆豐國際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16 
合庫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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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合庫新興多重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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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宏利中國離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 (台幣)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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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9 宏利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20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21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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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保德信好時債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23 
保德信亞洲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24 
保德信新興市場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25 保德信瑞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6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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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施羅德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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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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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30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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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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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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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柏瑞旗艦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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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國泰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新興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新台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35 
國泰策略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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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國泰新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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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國泰豐益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8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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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統一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一定比例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  

40 野村全球美元投資級公司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累積類型 

41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 手機另撥：(02) 8170-5156 /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803-2003-PD2-0033                                                                                        第 66 頁，共 79 頁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42 
野村新興高收益債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類型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基金) 

43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4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 (新台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45 
凱基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配息型(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46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 

47 
富邦策略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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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新台幣) (本

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49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50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新台幣(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1 富蘭克林華美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52 
富蘭克林華美新興趨勢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積極回報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53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4 復華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 

55 復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6 
復華新興人民幣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57 
復華新興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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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復華新興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新興市場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9 
景順人民幣新興亞太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累積型新台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60 
華南永昌人民幣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 (新台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61 
華南永昌全球亨利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62 
華頓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不配息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63 
華頓新興亞太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配息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64 
匯豐中國點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配息 (台幣)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65 
匯豐五福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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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66 
匯豐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配息(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67 匯豐資源豐富國家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配息 

68 
匯豐雙高收益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69 
瑞銀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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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群益中國固定收益傘型基金之群益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新台幣) (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71 
群益全球新興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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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群益多利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73 群益亞洲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74 德信萬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5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6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 (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77 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類型(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78 
德銀遠東 DWS亞洲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 

79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80 
摩根新興龍虎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81 摩根總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82 
摩根靈活新興股債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摩根新興活利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本

基金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收益債券) 

83 
聯邦双囍新興亞洲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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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聯邦新興資源豐富國家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累積型)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85 聯邦優勢策略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6 
聯博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2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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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2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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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89 安聯目標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90 
日盛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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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91 宏利美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92 
兆豐國際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93 
統一新興市場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94 群益多重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5 復華高益策略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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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益型(台幣) 

(本委託投資帳戶之委託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金)※ 

 

委託帳戶簡介 截至 2017/12/31 

種類 組合型 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03/06 

股份類別 N/A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資產撥回 每月一次 

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800.44 (百萬台幣) 

投資經理公司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保管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保管銀行信用評等 A (Fitch) 

投資經理人簡介 

姓名：劉璁霖 

學歷：美國奧勒崗大學電腦財務碩士、國立成功大學統計系學士 

經歷：野村投信專戶管理部投資經理人 

曾任永豐投信、復華投信基金經理人 

投資目標及策略 

本委託帳戶以風險管控優先，動態調整各類資產比重，兼顧降低波動及資本利得雙重目標。透過投資團隊由下而上產出質化市場

看法，作為經理人調整資產配置參考依據，並由經理人篩選子基金進行投資。 

投資海外地理分佈 

全球 

選定理由 

由野村資產管理團隊擔任投資顧問。野村資產管理透過量化模組，創造動態投資組合，以透過波動度控制達到穩定報酬的目標。 

投資子標的 詳附表二 

投資績效與風險係數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投資績效 

(撥回前) 
7.85% 4.59% N/A 7.85% 

年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1.55% -7.27% N/A 1.55% 

資料來源：野村投信。 

 

投資風險之揭露 

1.法律風險(例如因適用法律變更致無法投資、轉換、贖回或給付金額等) 

2.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3.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4.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 

5.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6.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 

7.經濟變動之風險 

8.其他投資風險 

9.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可能超出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 

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因此減少。 

10.本委託帳戶資產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選定該 

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瞭解其風險與特性。 

 

投資經理公司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 

電話：(02)8758-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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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揭露事項 

 

1.投資經理人最近二年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易法或證券交易法規之處分情形： 

無 

 

2.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按委託帳戶淨資產之不高於 0.5%(年費率)每日計算委託報酬，以為野

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委託帳戶之委託報酬。本委託報酬之收取係由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所收取投資標的相關費用支付，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費用。 

 

3.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因業務發生訴訟或非訴訟事件之說明： 

無 

 

4.資產撥回機制說明： 

本委託帳戶委託資產撥回金額由本委託帳戶經理人按事先約定機制，每月依本委託帳戶得以運用所有

委託投資資產，包含帳上閒置現金、子基金累積配息收入或買回部分子基金之受益憑證、股份或投資

單位之買回價金，以支付委託投資資產撥回金額，提供次月每受益權單位資產撥回金額之計畫並通知

本公司，經本公司無異議表示後，執行委託資產撥回作業。 

(1)委託資產撥回方式：現金 

(2)委託資產撥回頻率：每月一次 

(3)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每月 1 日，預計首次撥回基準日為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4 日。如遇非評價日

時，則順延至次一個評價日。 

(4)委託資產撥回金額計算： 

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委託資產撥回基準日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 

註：每受益權單位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將於本公司網站公佈。 

 

5.資產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之影響： 

假設陳先生 40 歲購買本商品並投資於台灣人壽委託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益型

(台幣)，扣除契約附加費用、行政管理費與相關費用後，保險費淨額為新臺幣 3,000,000 元。則執行資

產撥回後，保單帳戶價值變化如下： 

保險費淨額 基準日保單帳戶價值 資產撥回金額 基準日次日保單帳戶

價值 

3,000,000 

(假設投資時，委託帳

戶 NAV=10.00，購得

300,000 受益權單位) 

3,150,000 

(假設基準日委託帳

戶 NAV=10.50) 

12,000 

(假設每受益權單位委託

資產撥回金額=0.04，則

資產撥回金額

=300,000×0.04=12,000 ) 

3,138,000 

(假設其他條件不

變，基準日次日委託

帳戶 NAV=10.46) 

 

6.本委託帳戶資產撥回機制並非保證且不代表本委託帳戶資產之操作績效，委託資產撥回金額可能超出

本委託帳戶資產投資利得，得自本委託帳戶資產中撥回，委託資產撥回後，本委託帳戶淨資產價值將

因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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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益型(台幣)(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為本

金)※可供投資的子標的名稱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 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 元大全球地產建設入息投資信託基金 

4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 保德信全球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 保德信全球基礎建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 
保德信亞洲新興市場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9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0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1 國泰小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2 國泰新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3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14 統一大滿貫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5 野村 e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6 野村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7 野村中國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8 野村巴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19 野村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0 野村台灣運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1 野村全球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2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3 野村全球品牌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4 野村全球美元投資級公司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5 野村全球氣候變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6 野村全球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7 野村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8 野村亞太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9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30 野村泰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1 野村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2 野村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3 野村新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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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34 
野村新興高收益債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基金) 

35 野村新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大俄羅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6 野村新興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東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7 野村精選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8 野村歐洲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9 野村積極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0 野村優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1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42 野村環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3 野村鴻揚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4 野村鴻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5 野村雙印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尼潛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6 野村雙印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印度潛力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7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8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9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0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51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2 復華全球大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3 復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4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5 復華全球雙星股票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美國新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6 匯豐中國 A 股匯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7 群益馬拉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8 群益華夏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9 群益關鍵亮點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群益美國新創亮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0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1 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2 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3 摩根全球α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4 摩根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5 摩根絕對日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6 摩根新興 35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7 
摩根新興龍虎企業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68 摩根龍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9 摩根靈活新興股債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摩根新興活利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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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收益債券) 

70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71 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2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73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

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74 宏利中國離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5 
元大中國高收益點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76 滙豐拉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7 野村歐洲中小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8 復華全球雙星股票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復華全球消費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9 
野村多元資產動態平衡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80 
元大人民幣利基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元大人民幣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新臺

幣) 

81 台新亞澳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82 保德信中國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3 瀚亞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4 復華數位經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5 群益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6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不配息型 

87 元大標普 500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標普 50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8 
野村美利堅高收益債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累積 新臺幣 

89 野村日本領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0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 新臺幣 

91 野村全球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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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金停泊帳戶 

 

1.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F201) 

TAIWAN LIFE USD Dollar Parking Account (2) 

 

一、帳戶性質 

1、 台灣人壽美元資金停泊帳戶(二)（以下簡稱本帳戶），係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提供要保人選擇之美元資金停泊投資標的。 

2、 本帳戶以宣告利率之方式，賦予投資於本帳戶應有之報酬。 

3、 本帳戶之設立及交易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受

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二、貨幣單位及匯率的計算 

1、 本帳戶之各項金額之收取及支付，以美元為貨幣單位。 

2、 本帳戶匯率的計算，依保險單條款之相關約定辦理。 

 

三、宣告利率 

1、 「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用以計算本帳戶該月份應得利息之利率。 

2、 每月「宣告利率」，係以條款「特定銀行」之外幣定期存款掛牌參考利率之一個月定期存款利

率為上限訂定之，且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四、投資本帳戶之相關費用 

本帳戶之相關管理成本，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另外收取。 

 

五、本帳戶之資產管理： 

1、 本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將指派具有金融、證券或其他投資業務經驗之專業人員運用與管理本帳戶之資產。 

3、 本帳戶之投資策略，係在保持資產一定程度之流動性與穩健之收益，藉宣告利率將報酬賦予投

資人。 

4、 本帳戶之資產運用為銀行定期存款。 

 

http://www.metlife.com.tw/
http://www.met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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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人壽歐元資金停泊帳戶(F202) 

TAIWAN LIFE EUR Dollar Parking Account 

 

一、 帳戶性質 

1、 台灣人壽歐元資金停泊帳戶（以下簡稱本帳戶），係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時，提供要保人選擇之歐元資金停泊投資標的。 

2、 本帳戶以宣告利率之方式，賦予投資於本帳戶應有之報酬。 

3、 本帳戶之設立及交易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受

主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二、貨幣單位及匯率的計算 

1、 本帳戶之各項金額之收取及支付，以歐元為貨幣單位。 

2、 本帳戶匯率的計算，依保險單條款之相關約定辦理。 

 

三、宣告利率 

1、 「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用以計算本帳戶該月份應得利息之利率。 

2、 每月「宣告利率」，係以條款「特定銀行」之外幣定期存款掛牌參考利率之一個月定期存款利

率為上限訂定之，且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四、投資本帳戶之相關費用 

本帳戶之相關管理成本，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另外收取。 

 

五、本帳戶之資產管理： 

1、 本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將指派具有金融、證券或其他投資業務經驗之專業人員運用與管理本帳戶之資產。 

3、 本帳戶之投資策略，係在保持資產一定程度之流動性與穩健之收益，藉宣告利率將報酬賦予投

資人。 

4、 本帳戶之資產運用為銀行定期存款。 

 

http://www.metlife.com.tw/
http://www.met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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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人壽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F203) 

TAIWAN LIFE NTD Dollar Parking Account 

 

一、帳戶性質 

1、 台灣人壽新臺幣資金停泊帳戶（以下簡稱本帳戶），係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公司）銷售投資型 保險商品時，提供要保人選擇之新臺幣資金停泊投資標的。  

2、 本帳戶以宣告利率之方式，賦予投資於本帳戶應有之報酬。  

3、 本帳戶之設立及交易行為，符合保險法、「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辦理，並受主

管機關之管理監督。  

 

二、貨幣單位及匯率的計算  

1、 本帳戶之各項金額之收取及支付，以新臺幣為貨幣單位。  

2、 本帳戶匯率的計算，依保險單條款之相關約定辦理。  

 

三、宣告利率  

1、 「宣告利率」係指本公司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用以計算本帳戶該月份應得利息之利率。  

2、 每月「宣告利率」，係以條款「特定銀行」之新臺幣定期存款掛牌參考利率之一個月定期存款利

率為上限訂定之， 且宣告利率不得低於 0%。  

 

四、投資本帳戶之相關費用  

本帳戶之相關管理成本，於宣告利率中反映，不另外收取。  

 

五、本帳戶之資產管理：  

1、 本帳戶之運用及管理機構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公司將指派具有金融、證券或其他投資業務經驗之專業人員運用與管理本帳戶之資產。  

3、 本帳戶之投資策略，係在保持資產一定程度之流動性與穩健之收益，藉宣告利率將報酬賦予投

資人。  

4、 本帳戶之資產運用為銀行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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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基金通路報酬揭露 

本公司投資型保單提供連結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基金管理機構/基金名稱 通路服務費分成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員工

教育訓練 

（新臺幣元） 

其他行銷贊助 

(新臺幣元) 

大華銀投信 不多於 1.00% 無 無 

未來資產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安本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安聯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PIMCO 資產管理 不多於 1.00% 無 無 

百達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宏利投信 不多於 1.3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貝萊德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法國巴黎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施羅德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MFS 全盛資產管理 不多於 1.00% 無 無 

美盛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野村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法盛投資管理公司 不多於 1.00% 無 無 

富盛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富達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富蘭克林投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景順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華頓投信 不多於 1.00% 無 無 

匯豐中華投信 不多於 1.00% 無 無 

瑞銀投信 不多於 1.00% 無 無 

萬寶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路博邁投信 不多於 1.00% 無 無 

德銀遠東投信 不多於 1.00% 無 無 

摩根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鋒裕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聯博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駿利亨德森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瀚亞投信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霸菱投顧 不多於 1.00% 無 無 

中國信託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元大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未來資產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永豐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安聯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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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基金管理機構/基金名稱 通路服務費分成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員工

教育訓練 

（新臺幣元） 

其他行銷贊助 

(新臺幣元) 

宏利投信(國內) 不多於 1.30% 7 佰萬 未達一佰萬 

貝萊德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保德信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施羅德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2.83 佰萬 未達一佰萬 

柏瑞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第一金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統一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野村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富達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復華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景順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匯豐中華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新光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群益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德銀遠東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摩根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聯博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無 無 

瀚亞投信(國內) 不多於 1.00%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不多於 1.00% 無 無 

註：一次性行銷推動獎勵：每年度活動期間，基金公司依本公司投資型保險連結該系列基金之金額支付行銷推動獎勵不多於銷售總金額或淨

銷售金額之 0.4%。  各基金管理機構基金明細請參閱附表或本公司官網 www.taiwanlife.com 

 

範例說明 1 ： 

本公司自中信投信收取不多於 1%之通路服務費分成，另收取未達新臺幣一佰萬元之其他行銷贊助及未達新臺幣二佰萬元之贊助或提供產品

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費用。故台端購買本公司投資型保險，其中每投資 100,000 元於中信投信所代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

如下： 

1.由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 元 

2.由中信投信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不論是否收取以下費用，均不影響

基金淨值。) 

 (1)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不多於 1,000 元(100,000×1%=1,000元) 

 (2)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達新臺幣二佰萬元。 

(3)其他行銷贊助：未達新臺幣一佰萬元。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標的作投資連結，故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支付通路報酬

（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

於上述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供該投資型保單

連結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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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通路報酬揭露說明書 

本公司投資型保單提供連結之基金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 

 

 

基金公司(或總代理人/境外基金機構)支付 

基金管理機構/基金名稱 通路服務費分成 

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會及

員工教育訓練 

（新臺幣元） 

其他行銷贊助 

(新臺幣元) 

台灣人壽委託瀚亞投信投資帳戶-台幣月配型

(一)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可能

為本金) 

無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台灣人壽委託野村投信投資帳戶-動態平衡收益

型(台幣) (本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來源

可能為本金)※ 

無 未達二佰萬 未達一佰萬 

 

 

範例說明： 

本公司自瀚亞投信無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另收取未達新臺幣一佰萬元之其他行銷贊助及未達新臺幣二佰萬元之贊助或提供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費用。故台端購買本公司投資型保險，其中每投資 100,000 元於瀚亞投信所管理之投資帳戶，本

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 元 

2.由瀚亞投信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部分予保險公司，故不論是否收取以下

費用，均不影響基金淨值。) 

 (1)台端持有投資帳戶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0 元 

 (2)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未達新臺幣二佰萬元。 

(3)其他行銷贊助：未達新臺幣一佰萬元。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單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標的作投資連結，故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境外基金機構

支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

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上述機構所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

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

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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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 

台灣人壽保險(股)公司為中國信託金融控股(股)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所經營業務種類包

括個人人身保險業務及團體保險業務，上開營業項目不含信託業務。在通路經營上，我

們透過業務員、電話行銷、銀行保險及經紀人通路，提供社會大眾家庭財務保障計劃，

為社會建立完整的風險規劃體系。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1568 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8 樓   

網址：www.taiwanlife.com  

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 手機另撥：(02)8170-5156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