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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 

 

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四)批註條款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 日 

104 中信壽商發二字第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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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 1 日 

台壽字第 1102330016 號函備查修正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批註條款之訂立及優先效力】 

第一條 

本台灣人壽投資型保險投資標的(四)批註條款（以下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表一所列之本公司投資型保險（以

下稱本契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契約之一部分，本契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批註條款。 

 

【投資標的之適用】 

第二條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本契約，其投資標的除依本契約約定外，詳列如附表二，供要保人作為投資標的配置的選擇。 

 

附表一：適用商品一覽表 

台灣人壽飛揚中國人民幣變額年金保險 

台灣人壽飛揚中國人民幣變額萬能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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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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停泊帳戶及共同基金】 

●共同基金皆有單位淨值，資金停泊帳戶無單位淨值 

序號 投資標的名稱 代號 幣別 
基金 

種類 
是否配息 

1 台灣人壽人民幣資金停泊帳戶   F205 人民幣 
資金停泊帳

戶 
- 

2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金-A類型(人

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F512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3 
宏利中國高收益債券基金-B類型(人

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513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4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金-A類型(人民

幣) 
  F515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5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基金-B類型(人民

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516 人民幣 債券型 季配息 

6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金-A類型

(人民幣避險)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F1153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7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金-C類型

(人民幣避險)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1154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8 宏利亞太中小企業基金(人民幣避險)   F1155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9 宏利精選中華基金(人民幣避險)   F1156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10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金(人民

幣)-累積型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517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11 
施羅德中國高收益債券基金(人民

幣)-配息型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518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12 
施羅德中國債券基金(人民幣)-累積

型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金) 

F1157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13 
施羅德中國債券基金(人民幣)-配息

型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金)※ 

F1158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14 
施羅德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金(人

民幣)-配息型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F1159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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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本金)※ 

15 
永豐中國高收益債券基金-人民幣累

積類型 

(本基金主要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且

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金) 

F519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16 
永豐中國高收益債券基金-人民幣月

配類型 

(本基金主要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且

基金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金) 

F520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17 
永豐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金-人民幣

累積類型 

(本基金可投資於相當

比例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金) 

F1160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18 
永豐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金-人民幣

月配類型 

(本基金可投資於相當

比例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金) 

F1161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19 
匯豐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人民幣不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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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21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20 
匯豐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人民幣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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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22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21 
匯豐中國多元資產入息平衡證券投資

信託基金(人民幣不配息)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金) 

F1162 人民幣 平衡型 無配息 

22 元大大中華 TMT基金-人民幣   F1167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23 元大中國平衡基金-人民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得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 

F1168 人民幣 平衡型 無配息 

24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金-A類型

(人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F1169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25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金-B類型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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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0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26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金-A類

型(人民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F1171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27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金-B類

型(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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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2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28 
柏瑞亞太高收益債券基金-A類型(人

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F1323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29 
柏瑞亞太高收益債券基金-B類型(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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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369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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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30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金-A類型(人民

幣) 
  F1370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31 
柏瑞特別股息收益基金-B類型(人民

幣) 

(本基金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金)※ 
F1371 人民幣 股票型 月配息 

32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金-A類型

(人民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F1173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33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金-B類型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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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4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34 第一金中國世紀證券投資信託基金   F1175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35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金-累積型

人民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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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6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36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金-月配型

人民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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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7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37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金-累積型人民

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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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8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38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金-月配型人民

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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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79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39 
野村美利堅高收益債基金-月配型人

民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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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372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40 
景順人民幣新興亞太入息基金累積型

人民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F1181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41 
景順人民幣新興亞太入息基金月配型

人民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基金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金) 

F1182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42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金-A類型

(累積)-人民幣 

(本基金有一定比例之

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金)※ 

F1183 人民幣 組合型 無配息 

43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金-B類型

(月配息)-人民幣 

(本基金有一定比例之

投資包含高風險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金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金) 

F1184 人民幣 組合型 月配息 

44 
安聯目標收益基金-A類型(累積)-人

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金)※ 

F1185 人民幣 組合型 無配息 

45 
安聯目標收益基金-B類型(月配息)-

人民幣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高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金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金) 

F1186 人民幣 組合型 月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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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金-人民幣 ※ F1373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47 
德銀遠東 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金人

民幣級別-累積型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之來源可能為

本金) 

F1187 人民幣 債券型 無配息 

48 
德銀遠東 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金人

民幣級別-分配型 

(本基金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之來源可能為

本金) 

F1188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49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金-月配

息型(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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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189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50 
摩根多元入息成長基金-月配息型(人

民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1190 人民幣 組合型 月配息 

51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基金-月配息型

(人民幣)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1191 人民幣 股票型 月配息 

52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金-月配息型(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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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374 人民幣 平衡型 月配息 

53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金-累積型(人民

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F1375 人民幣 平衡型 無配息 

54 
摩根新興雙利平衡基金-月配息型(人

民幣) 

(本基金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  

F1376 人民幣 平衡型 月配息 

55 
聯博收益傘型基金之聯博債券收益組

合基金-A2類型(人民幣) 

(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金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金)※ 

F1192 人民幣 組合型 無配息 

56 
聯博收益傘型基金之聯博債券收益組

合基金-AA類型(人民幣) 

(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金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金) 

F1193 人民幣 組合型 月配息 

57 
聯博收益傘型基金之聯博多元資產收

益組合基金-A2類型(人民幣) 

(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金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金)※ 

F1194 人民幣 組合型 無配息 

58 
聯博收益傘型基金之聯博多元資產收

益組合基金-AD類型(人民幣) 

(本基金得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

金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金) 

F1195 人民幣 組合型 月配息 

59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金-TA類型(人

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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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377 人民幣 債券型 月配息 

60 
貝萊德亞太智慧數據股票入息基金-

人民幣月配類型 

(本基金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金)※ 
F1381 人民幣 股票型 月配息 

61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基金-人民

幣 
※ F1382 人民幣 股票型 無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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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區域 
是否 

配息 

是否有 

單位淨值 

1 CSOP富時中國A50 E364 人民幣 股票型 中國 可配息 是 

2 易方達中證100A股指數 E365 人民幣 股票型 中國 可配息 是 

3 嘉實MSCI中國A股指數 E366 人民幣 股票型 中國 可配息 是 

4 華夏滬深300指數 E367 人民幣 股票型 中國 可配息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