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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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7 月 3 日台壽字第 10723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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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31 日台壽字第 1072330061 號函備查修正 
 
 
商品說明書發行日期：10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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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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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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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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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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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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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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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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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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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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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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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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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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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4 日 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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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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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匯款。 
(2) 金融機構轉帳(限第一期保險費)：無保費折扣，需另檢附「自動轉帳付款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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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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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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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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累積期間 10 年，繳交第一期保險費新臺

幣 1,000,000 元，各保單年度末數值試算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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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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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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上列各項費用係以假設投資標的皆為全權委託帳戶及報酬率為 3%時試算。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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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上述範例「假設投資報酬率」係以假設投資標的為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後之投資報酬率。 
註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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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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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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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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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8.台灣人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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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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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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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遴選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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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公司組

織規程第三條及董事會、董事長暨總經理權責劃分標準之授權，特制定「投資型保險連結標的

遴選暨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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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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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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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5 頁，共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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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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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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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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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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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7 頁，共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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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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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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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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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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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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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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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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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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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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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觀察名單期數超過達四次以上(含)，提供予業務通路單位參酌，並將請標的投信公司進

行相關報告及向業務通路單位說明，另觀察名單之標的投信公司若評估不建議持有之標

的，將不列於新商品連結標的之選項。 
二、 每月針對前月績效超過負10%之非屬全委連結標的說明原因。 

 
第八條 本遴選辦法由總經理核定，經公告後施行，並應提報董事會備查，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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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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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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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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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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2 頁，共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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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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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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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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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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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保單條款內容及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請參閱本公司資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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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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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5 頁，共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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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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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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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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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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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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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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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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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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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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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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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22 頁，共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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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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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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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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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亞太股票基金 F459 美元 股票型 R/A 無配息 是 

2 法儲銀亞太股票基金 F1435 美元 股票型 R/D 無配息 是 

3 法儲銀新興亞洲股票基金 F1436 美元 股票型 R/A 無配息 是 

4 法儲銀新興亞洲股票基金 F458 美元 股票型 R/D 年配息 是 

5 法儲銀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F455 美元 股票型 R/D 年配息 是 

6 法儲銀新興歐洲股票基金 F1437 美元 股票型 R/A 無配息 是 

7 法儲銀漢瑞斯全球股票基金 F504 美元 股票型 R/A 無配息 是 

8 法儲銀漢瑞斯全球股票基金 F456 美元 股票型 R/D 年配息 是 

9 法儲銀漢瑞斯美國股票基金 F707 美元 股票型 R/A 無配息 是 

10 法儲銀漢瑞斯美國股票基金 F457 美元 股票型 R/D 年配息 是 

11 法儲銀盧米斯賽勒斯美國探索基金 F1438 美元 股票型 R/A 無配息 是 

12 法儲銀盧米斯賽勒斯美國探索基金 F454 美元 股票型 R/D 年配息 是 

13 安本環球-北美股票基金 F664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4 安本環球-亞太股票基金 F081 美元 股票型 A/累積 無配息 是 

15 安本環球-科技股票基金 F533 美元 股票型 A/累積 無配息 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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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可能涉及本
金) 

F088 美元 債券型 A/累積 無配息 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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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可能涉及本
金) 

F346 美元 債券型 A 月配息 是 

18 
安本環球-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月中配息)(美元
避險)(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F1439 美元 債券型 A 月配息 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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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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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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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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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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F873 新臺幣 股票型 - 無配息 是 

23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F1119 新臺幣 組合型 - 無配息 是 

24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 F1120 美元 組合型 - 無配息 是 

25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1123 美元 平衡型 AT/累積 無配息 是 

26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穩定月收)(本基金有相當
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F1441 美元 債券型 AM 月配息 是 

27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穩定月收)(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1124 美元 平衡型 AM 月配息 是 

28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060 美元 平衡型 A 年配息 是 

29 百達-水資源 F265 美元 股票型 R 無配息 是 

30 百達-智慧城市(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267 美元 股票型 R 無配息 是 

31 百達-智慧城市(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268 美元 股票型 R 年配息 是 

32 百達-林木資源 F1046 美元 股票型 R 無配息 是 

33 百達-保安 F1214 美元 股票型 R 無配息 是 

34 百達-健康 F1045 美元 股票型 R 無配息 是 

35 百達-數碼通訊 F269 美元 股票型 R 無配息 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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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貝萊德全球基金系列-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 F037 美元 平衡型 A2 無配息 是 

38 法巴百利達全球能源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F726 美元 股票型 C 無配息 是 

39 
法巴百利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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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1061 美元 債券型 MD 月配息 是 

40 
法巴百利達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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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487 美元 債券型 C 無配息 是 

41 法巴百利達印尼股票基金 F488 美元 股票型 C 無配息 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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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法巴百利達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

F486 美元 債券型 C 無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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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44 
法巴百利達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718 美元 債券型 MD 月配息 是 

45 法巴百利達俄羅斯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555 美元 股票型 C 無配息 是 

46 法巴百利達美國小型股票基金 F639 美元 股票型 C 無配息 是 

47 法巴百利達美國中型股票基金 F556 美元 股票型 C 無配息 是 

48 法巴百利達美國股票基金 F557 美元 股票型 C 無配息 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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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法巴百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733 美元 債券型 MD 月配息 是 

51 
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74 美元 平衡型 A/收息 月配息 是 

5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大中華 F400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5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太地產股票基金 F291 美元 股票型 A1 無配息 是 

5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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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46 美元 債券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5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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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78 美元 債券型 A1/配息 月配息 是 

5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拉丁美洲 F1446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5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金磚四國 F399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5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元債券 F045 美元 債券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5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 F048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6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香港股票 F778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6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F1448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6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49 美元 平衡型 A/累積 無配息 是 

6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50 美元 平衡型 AX 月配息 是 

6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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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47 美元 債券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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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6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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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79 美元 債券型 A1/配息 月配息 是 

6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 F049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6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52 美元 債券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6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297 美元 債券型 A1 月配息 是 

6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股票基金(本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562 美元 股票型 A1/配息 月配息 是 

7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71 美元 股票型 AX 月配息 是 

7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69 美元 股票型 A/累積 無配息 是 

7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債收息基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77 美元 平衡型 A 月配息 是 

7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計量精選價值基金 F564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7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 F1454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7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 F567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7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高收益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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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81 美元 債券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7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高收益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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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82 美元 債券型 A1/配息 月配息 是 

7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韓國股票 F1455 美元 股票型 A1/累積 無配息 是 

79 MFS 全盛全球資產配置基金 F740 美元 平衡型 A1 無配息 是 

80 MFS 全盛基金系列-MFS 全盛全球股票基金 F1459 美元 股票型 A1 無配息 是 

81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028 新臺幣 債券型 B 月配息 是 

82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1456 美元 債券型 B 月配息 是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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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柏瑞環球多元資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1457 新臺幣 組合型 B 月配息 是 

85 柏瑞環球多元資產基金(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1458 美元 組合型 B 月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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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日本新遠景股票基金 F1460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87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印度股票基金 F1368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88 美盛 QS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F1086 美元 股票型 

A 增益配

息型

(M)(避險) 

月配息 是 

89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 F405 美元 債券型 
A 配息型

(M) 
月配息 是 

90 
美盛西方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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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09 美元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91 
美盛西方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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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08 美元 債券型 
A 配息型

(M) 
月配息 是 

92 
美盛西方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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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36 美元 債券型 
A 增益配

息型(M) 
月配息 是 

93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411 美元 債券型 

A 配息型

(M) 
月配息 是 

94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854 美元 債券型 

A 增益配

息型(M) 
月配息 是 

95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回報債券基金(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415 美元 債券型 
A 配息型

(M) 
月配息 是 

96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 F640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97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 F418 美元 股票型 A/累積 無配息 是 

98 NN(L)大中華股票基金 F390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99 NN(L)投資級公司債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481 美元 債券型 X 月配息 是 

100 NN(L)亞洲收益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1294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01 NN(L)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97 美元 債券型 X 無配息 是 

102 
NN(L)亞洲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242 美元 債券型 X 月配息 是 

103 NN(L)拉丁美洲股票基金 F1463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04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245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05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246 美元 股票型 X 月配息 是 

106 NN(L)食品飲料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489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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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NN(L)食品飲料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1464 美元 股票型 X 月配息 是 

108 NN(L)原物料基金 F391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09 NN(L)能源基金 F1339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10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482 美元 債券型 X 月配息 是 

111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美元對沖)(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338 美元 平衡型 X 無配息 是 

112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美元對沖)(本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304 美元 平衡型 X 月配息 是 

113 NN(L)銀行及保險基金 F1292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14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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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99 美元 債券型 X 月配息 是 

115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249 美元 股票型 X 無配息 是 

116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251 美元 股票型 X 月配息 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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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168 美元 債券型 C2 月配息 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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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天達環球動力基金 F165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可配息 是 

121 天達環球策略股票基金 F166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可配息 是 

122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亞洲股票基金 F648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年配息 是 

123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美國股票基金 F1467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年配息 是 

124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
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68 美元 債券型 C2 月配息 是 

125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避
險)(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基金之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030 美元 債券型 C2 月配息 是 

126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天然資源基金 F167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年配息 是 

127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股票入息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70 美元 股票型 C 累積 無配息 是 

128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能源基金 F164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年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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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策略管理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71 美元 平衡型 C2 月配息 是 

130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黃金基金※ F064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年配息 是 

131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528 美元 平衡型 C 股收益 年配息 是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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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天達環球策略-環球特許品牌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635 美元 股票型 C 收益 年配息 是 

134 
野村多元收益平衡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1337 美元 平衡型 - 月配息 是 

135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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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461 美元 債券型 - 月配息 是 

136 
野村美利堅高收益債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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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462 美元 債券型 - 月配息 是 

137 野村貨幣市場基金 F017 新臺幣 貨幣型 - 無配息 是 

138 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 F098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39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 F115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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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525 美元 股票型 

A-Mincom

e(G) 
月配息 是 

142 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 F574 美元 平衡型 A 年配息 是 

143 富達基金-印尼基金 F424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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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121 美元 債券型 A-MDIST 月配息 是 

146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119 美元 債券型 A 年配息 是 

147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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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50 美元 債券型 
A(mincom

e) 
月配息 是 

148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 F845 美元 貨幣型 A 年配息 是 

149 富達基金-美國成長基金 F428 美元 股票型 A 可配息 是 

150 富達基金-美國基金 F035 美元 股票型 A 可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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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富達基金-國際基金 F577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52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金 F351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53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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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35 美元 債券型 A 月配息 是 

154 富達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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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31 美元 債券型 A-MDIST 月配息 是 

155 富達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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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03 美元 債券型 A 年配息 是 

156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美元避險) F1098 美元 股票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157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1474 美元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15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
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1475 美元 債券型 B 月配息 是 

15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天然資源基金 F126 美元 股票型 A(acc) 無配息 是 

16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 F135 美元 股票型 A(acc) 無配息 是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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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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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24 美元 平衡型 A(Mdis) 月配息 是 

164 景順大中華基金 F170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65 景順中國基金 F358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66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 F1356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67 景順太平洋基金 F1244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68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 F863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69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 F580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70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美元對沖) F641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71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 F865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72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502 美元 平衡型 A 無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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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711 美元 平衡型 A-MD 月配息 是 

174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 F582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75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 F1476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76 景順東協基金 F169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77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F1477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78 景順消閒基金 F584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79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 F171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80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501 美元 債券型 A 半年配 是 

181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173 美元 債券型 A-MD 月配息 是 

182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388 美元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183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389 美元 債券型 A-FD 月配息 是 

184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 F585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85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 F1105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186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061 美元 債券型 A 半年配 是 

187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172 美元 債券型 A-MD 月配息 是 

188 景順韓國基金 F1478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189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亞太收益增長股票(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79 美元 股票型 AS 半年配 是 

190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拉丁美洲股票(本基金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1480 美元 股票型 AD 年配息 是 

191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俄羅斯股票(本基金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F472 美元 股票型 AD 年配息 是 

192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新興四國市場股票(本基金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81 美元 股票型 AC 無配息 是 

193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 F335 美元 股票型 P-acc 無配息 是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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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瑞銀(盧森堡)美元基金 F1483 美元 貨幣型 - 無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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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F1118 美元 股票型 - 無配息 是 

197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美國房地產基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743 美元 股票型 T/累積 無配息 是 

198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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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41 美元 債券型 T 月配息 是 

199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88 美元 債券型 T/累積 無配息 是 

200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86 美元 債券型 T 月配息 是 

201 DWS 投資中國股票 F1489 美元 股票型 USD LC 無配息 是 

202 DWS 投資可轉債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500 美元 債券型 USD LCH 無配息 是 

203 DWS 投資全球神農 F1267 美元 股票型 USD LC 無配息 是 

204 DWS 投資全球高股息基金(美元避險) F1263 美元 股票型 
USD 

LCH(P) 
無配息 是 

205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1491 美元 平衡型 - 月配息 是 

206 摩根日本基金(美元對沖) F877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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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美元對沖)(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608 美元 平衡型 A 月配息 是 

209 
摩根投資基金-策略總報酬基金(美元對沖)(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 

F1492 美元 平衡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210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386 美元 平衡型 A/配息 年配息 是 

211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387 美元 平衡型 A/配息 月配息 是 

212 摩根東協基金 F177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13 摩根泰國基金 F174 美元 股票型 - 無配息 是 

214 摩根基金-大中華基金 F069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215 摩根基金-中國基金 F068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216 摩根基金-美國企業成長基金 F1495 美元 股票型 A 年配息 是 

217 摩根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 F186 美元 股票型 A 股 perf 無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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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摩根環球地產入息基金(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1496 美元 股票型 - 季配息 是 

219 鋒裕匯理基金(II)-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 F1497 美元 股票型 A2 無配息 是 

220 鋒裕匯理基金(II)-歐洲潛力 F1498 美元 股票型 A2 無配息 是 

221 聯博-中國時機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1507 美元 股票型 AD 月配息 是 

222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美元避險)(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615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23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美元避險)(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1351 美元 股票型 AD 月配息 是 

224 
聯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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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40 美元 債券型 A2/累積 無配息 是 

225 
聯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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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500 美元 債券型 TA 月配息 是 

226 
聯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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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501 新臺幣 債券型 TA 月配息 是 

227 
聯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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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74 美元 債券型 AT 月配息 是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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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8 美元 債券型 A2/累積 無配息 是 

230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49 美元 債券型 AT 月配息 是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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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616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33 聯博-全球複合型股票基金 F617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34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02 美元 組合型 AD 月配息 是 

235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
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03 新臺幣 組合型 AD 月配息 是 

236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本
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04 美元 組合型 AA 月配息 是 

237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本
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05 新臺幣 組合型 AA 月配息 是 

238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F161 美元 股票型 AD 月配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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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穩定月配)(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1513 美元 債券型 AA 月配息 是 

240 聯博-前瞻主題基金 F152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41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618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42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041 美元 債券型 A2/累積 無配息 是 

24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075 美元 債券型 AT 月配息 是 

24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穩定月配)(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F892 美元 債券型 AA 月配息 是 

245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F044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46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F063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47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1521 美元 平衡型 A 無配息 是 

248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F1518 美元 平衡型 AD 月配息 是 

249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361 美元 債券型 A2/累積 無配息 是 

250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362 美元 債券型 AT 月配息 是 

251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穩定月配)(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F896 美元 債券型 AA 月配息 是 

252 聯博-新興市場價值基金 F1151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53 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F1147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54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穩定月配)(美元避險)(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23 美元 債券型 AA 月配息 是 

255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1528 美元 股票型 A 無配息 是 

256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F1526 美元 股票型 AD 月配息 是 

257 駿利亨德森遠見日本機會基金 F271 美元 股票型 A2 無配息 是 

258 駿利亨德森遠見全球地產股票基金 F272 美元 股票型 A2 無配息 是 

259 駿利亨德森遠見亞太地產股票基金 F274 美元 股票型 A2 無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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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駿利亨德森高收益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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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 40 基
金 F1529 美元 股票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26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創業
基金 F1530 美元 股票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263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策略 Alpha
基金(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F1531 美元 股票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264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
科技基金 F1532 美元 股票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265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科技
基金 F1533 美元 股票型 A/累計 無配息 是 

266 瀚亞投資-M&G 入息基金(美元避險) F1543 美元 平衡型 A 無配息 是 

267 瀚亞投資-M&G 入息基金(美元避險)(本基金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44 美元 平衡型 A 月配息 是 

268 瀚亞投資-M&G 收益優化基金(美元避險) F1545 美元 平衡型 A-H 無配息 是 

269 瀚亞投資-M&G 收益優化基金(美元避險)(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46 美元 平衡型 A-H 月配息 是 

270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穩定月配)(本基金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927 美元 股票型 Admc1 月配息 是 

271 瀚亞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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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827 美元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272 
瀚亞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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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494 美元 債券型 Adm 月配息 是 

273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F1534 新臺幣 平衡型 A 無配息 是 

274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35 美元 平衡型 B 月配息 是 

275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36 新臺幣 平衡型 B 月配息 是 

276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F1537 美元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277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 

F1538 新臺幣 債券型 A 無配息 是 

278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39 美元 債券型 B 月配息 是 

279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1540 新臺幣 債券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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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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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亞太股票基金(F459)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Emerise Pacific Rim Equity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10/04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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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8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oyce Toh／特許財務分析CFA 

自1998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00 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產管理, 自2011年 起管理此基金; 南洋理工大

學。 

Chou Chong／特許財務分析CFA 

自1994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17 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產管理, 自2017年 起管理此基金; 倫敦政治經

濟學院。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環太平洋的公司，是由MSCI Pacific Free ex Japan 指數所引用的國家, 包括澳大利亞，香 
港，新西蘭和新加坡. 

選定理由  由利用基本面分析，長期自下而上的投資方法。  
 尋求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前景公司股票，這些個股有獨特的商業模式和有吸引力的估值。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澳大利亞(57.3%)、香港(26.8%)、新加坡(10.00%)、新興市場-亞洲(5.1%)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37.9%)、工業(11.2%)、原物料(10.6%)、房地產(10.5%)、非消費必需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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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2.21 15.94 269.08 年化標準差% 10.64 9.58 14.73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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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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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儲銀亞太股票基金(F1435)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Emerise Pacific Rim Equity Fund-R/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10/04 
股份類別 R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19.1(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8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oyce Toh／特許財務分析CFA 

自1998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00 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產管理, 自2011年 起管理此基金; 南洋理工大

學。 

Chou Chong／特許財務分析CFA 

自1994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17 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產管理, 自2017年 起管理此基金; 倫敦政治經

濟學院。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環太平洋的公司，是由MSCI Pacific Free ex Japan 指數所引用的國家, 包括澳大利亞，香 
港，新西蘭和新加坡. 

選定理由  由利用基本面分析，長期自下而上的投資方法。  
 尋求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前景公司股票，這些個股有獨特的商業模式和有吸引力的估值。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澳大利亞(57.3%)、香港(26.8%)、新加坡(10.00%)、新興市場-亞洲(5.1%)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37.9%)、工業(11.2%)、原物料(10.6%)、房地產(10.5%)、非消費必需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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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N/A N/A 年化標準差% N/A N/A N/A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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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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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儲銀新興亞洲股票基金(F1436)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Emerise Asia Equity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3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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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5(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 o y c e T o h ／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自1998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00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產

管理, 自2011年起管理此基金; 南洋理工大學。 

C h o u C h o n g ／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自1994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17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

產管理, 自2017年起管理此基金;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除日本外於亞洲新興市場及已開發市場之公司，可投資於股權證券、現金與約當現金、集合投

資事業或其他型態之有價證券。 

選定理由  主要投資於在亞洲（日本除外）地區的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公司  
 採用基本面和長期的由下而上的部署，結合增長型及中小市值股投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37.2%)、南韓(13.5%)、香港(12.9%)、台灣(12.3%)、印度(10.1%)、印尼(4.6%)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31%)、金融(23.2%)、非消費必需品(14.9%)、工業(10.6%)、原物料(8.9%)、能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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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 35.31 12.28 166.33 年化標準差% 12.38 11.52 15.09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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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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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儲銀新興亞洲股票基金(F458)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Emerise Asia Equity Fund-R/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3 
股份類別 R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98.05(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 o y c e T o h ／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自1998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00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產

管理, 自2011年起管理此基金; 南洋理工大學。 

C h o u C h o n g ／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自1994年起開展投資事業，2017年加入 Natixis 亞洲資

產管理, 自2017年起管理此基金;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除日本外於亞洲新興市場及已開發市場之公司，可投資於股權證券、現金與約當現金、集合投

資事業或其他型態之有價證券。 

選定理由  主要投資於在亞洲（日本除外）地區的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公司  
 採用基本面和長期的由下而上的部署，結合增長型及中小市值股投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37.2%)、南韓(13.5%)、香港(12.9%)、台灣(12.3%)、印度(10.1%)、印尼(4.6%)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31%)、金融(23.2%)、非消費必需品(14.9%)、工業(10.6%)、原物料(8.9%)、能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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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 35.32 12.29 133.65 年化標準差% 12.39 11.52 15.1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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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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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儲銀新興歐洲股票基金(F455)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Emerise Emerging Europe Equity Fund-R/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3 
股份類別 R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53.86(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Matthieu Belondrade／特許財務分析師（C F A ） ，新興歐洲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Emerging Europe 
Equity portfolio manager）：1999 年進入投資業界，2001年加入法儲銀資產管理公司，2004 年起開始管

理法儲銀新興歐洲基金（ N a t i x i s Emerging Europe Fund），擁有法國巴黎第二大學(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Paris 2)財金碩士學位。 

Alexandre Carrier：法儲銀資產管理新興歐洲暨歐非中東股票投資組合之共同經理人，於2006年開始其

投資職涯，並於2011年加入法儲銀資產管理，擁有英國艾斯特大學財務碩士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歐洲新興市場的公司。 

選定理由  信念推動投資組合構建，這可能導致投資組合比參考指數更加集中。 
 旨在尋求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前景公司股票，這些個股有獨特的商業模式和有吸引力的估值。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國(53.4%)、波蘭(15.4%)、土耳其(13.4%)、希臘(4.7%)、匈牙利(2.9%)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30.9%)、金融(28.3%)、原物料(11.1%)、非消費必需品(9.8%)、消費必需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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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25.46 18.21 130.61 年化標準差% 17.34 14.12 16.48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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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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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儲銀新興歐洲股票基金(F1437)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Emerise Emerging Europe Equity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3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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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6(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Matthieu Belondrade／特許財務分析師（C F A ） ，新興歐洲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Emerging Europe 
Equity portfolio manager）：1999 年進入投資業界，2001年加入法儲銀資產管理公司，2004 年起開始管

理法儲銀新興歐洲基金（ N a t i x i s Emerging Europe Fund），擁有法國巴黎第二大學(Université 
Panthéon-Assas Paris 2)財金碩士學位。 

Alexandre Carrier：法儲銀資產管理新興歐洲暨歐非中東股票投資組合之共同經理人，於2006年開始其

投資職涯，並於2011年加入法儲銀資產管理，擁有英國艾斯特大學財務碩士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歐洲新興市場的公司。 

選定理由  信念推動投資組合構建，這可能導致投資組合比參考指數更加集中。 
 旨在尋求可持續的長期增長前景公司股票，這些個股有獨特的商業模式和有吸引力的估值。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國(53.4%)、波蘭(15.4%)、土耳其(13.4%)、希臘(4.7%)、匈牙利(2.9%)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30.9%)、金融(28.3%)、原物料(11.1%)、非消費必需品(9.8%)、消費必需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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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25.49 18.21 123.14 年化標準差% 17.33 14.11 16.47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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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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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儲銀漢瑞斯全球股票基金(F504)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Harris Associates Global Equity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4/07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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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74(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2.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Clyde M cGregor／特許財務分析CFA 

1979年進入投資業界，1981年加入Harris Associates，2003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校區企管碩士學位。 

David G. Herro／特許財務分析CFA 

1985年進入投資業界，於1992年 加入Harris Associates，2016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威斯康辛大學密

爾瓦基分校碩士學位。 

Jason E. Long／CFA 

於2000年開始投資職涯，2011年加入盧米斯賽勒斯資產管理公司，並自2017年開始管理本基金。1999
年畢業於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擁有文學士學位。 

Anthony P. Coniaris／CFA 

於1999年開始 投資職涯並於同年加入漢瑞斯資產管理公司，自2017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西北大學

MBA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網羅股價遭嚴重低估、且經營團隊具備業主使命感之企業。 

選定理由  研究流程紮實、自主性高且重視基本面，目標為發掘價值成長潛力高之個股。  
 以私募基金手法估算上市公司內在價值，特重現金流量分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0.9%)、瑞士(10.4%)、德國(11.7%)、英國(8.7%)、日本(4.5%)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9.7%)、非消費必需品(24.7%)、資訊(19.7%)、工業(12.9%)、原物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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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40.72 16.17 218.88 年化標準差% 11.56 9.56 14.65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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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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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儲銀漢瑞斯全球股票基金(F45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Harris Associates Global Equity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4/07 
股份類別 R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296.74(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2.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Clyde M cGregor／特許財務分析CFA 

1979年進入投資業界，1981年加入Harris Associates，2003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校區企管碩士學位。 

David G. Herro／特許財務分析CFA 

1985年進入投資業界，於1992年 加入Harris Associates，2016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威斯康辛大學密

爾瓦基分校碩士學位。 

Jason E. Long／CFA 

於2000年開始投資職涯，2011年加入盧米斯賽勒斯資產管理公司，並自2017年開始管理本基金。1999
年畢業於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擁有文學士學位。 

Anthony P. Coniaris／CFA 

於1999年開始 投資職涯並於同年加入漢瑞斯資產管理公司，自2017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西北大學

MBA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網羅股價遭嚴重低估、且經營團隊具備業主使命感之企業。 

選定理由  研究流程紮實、自主性高且重視基本面，目標為發掘價值成長潛力高之個股。  
 以私募基金手法估算上市公司內在價值，特重現金流量分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0.9%)、瑞士(10.4%)、德國(11.7%)、英國(8.7%)、日本(4.5%)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9.7%)、非消費必需品(24.7%)、資訊(19.7%)、工業(12.9%)、原物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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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 40.73 16.18 35.98 年化標準差% 11.56 9.56 14.65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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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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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儲銀漢瑞斯美國股票基金(F707)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Harris Associates U.S. Equity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6/21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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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41(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9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 Colin Hudson, CFA 

1998年進入投資業界，於2005年加入漢瑞斯，並於2014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印地安納大學MBA學

位。 

Anthony P. Coniaris, CFA 

1999年進入投 資業界，於1999年加入漢瑞斯，並於2014年 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西北大學MBA學位。 

Robert F. Bierig 

於1999年進入投資業界，2012年加入漢瑞斯，並於2014年開始管理本基金。畢業於杜克大學。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美國大型證券混合基金。 

選定理由  奉行嚴謹之價值投資法則，追求長期絕對報酬。  
 以私募基金手法估算上市公司內在價值，特重現金流量分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100%)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消費必需品(26.1%)、金融(20.5%)、資訊(20.2%)、醫療(13.2%)、工業(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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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36.25 23.58 130.48 年化標準差% 10.67 10 13.47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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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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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49 頁，共 376 頁 

10. 法儲銀漢瑞斯美國股票基金(F457)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Harris Associates U.S. Equity Fund-R/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6/21 
股份類別 R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543.41(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9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 Colin Hudson, CFA 

1998年進入投資業界，於2005年加入漢瑞斯，並於2014年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印地安納大學MBA學

位。 

Anthony P. Coniaris, CFA 

1999年進入投 資業界，於1999年加入漢瑞斯，並於2014年 開始管理本基金。擁有西北大學MBA學位。 

Robert F. Bierig 

於1999年進入投資業界，2012年加入漢瑞斯，並於2014年開始管理本基金。畢業於杜克大學。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美國大型證券混合基金。 

選定理由  奉行嚴謹之價值投資法則，追求長期絕對報酬。  
 以私募基金手法估算上市公司內在價值，特重現金流量分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100%)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消費必需品(26.1%)、金融(20.5%)、資訊(20.2%)、醫療(13.2%)、工業(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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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36.25 23.58 130.48 年化標準差% 10.67 10 13.47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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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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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儲銀盧米斯賽勒斯美國探索基金(F1438)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Loomis Sayles U.S. Research Fund-R/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6/21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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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98(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David L. Waldan 

1988 年進入投資業界，2007 年加入Loomis Sayles，2014年開始管理本基金，MBA, New York University。 

Kathleen Bochman 

1988年進入投資業界， 2 0 0 6 年加入盧米斯賽勒斯，2012年起開始操盤本基金；Bochman女士擁有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投資價值遭低估之個股。 

選定理由  類股比重通常與S&P 500相仿，多方投資 
 同時投資成長股與價值股，持有之個股一般多為市值20億元以上的企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100.00%)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24.5%)、醫療(13.8%)、金融(13.7%)、非消費必需品(13.7%)、工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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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 28.92 29.13 146.41 年化標準差% 8.74 7.57 10.84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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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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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儲銀盧米斯賽勒斯美國探索基金(F454)  
NATIXIS International Fund(Lux) I -Loomis Sayles U.S. Research Fund-R/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6/21 
股份類別 R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85.98(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總費用率 最高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David L. Waldan 

1988 年進入投資業界，2007 年加入Loomis Sayles，2014年開始管理本基金，MBA, New York University。 

Kathleen Bochman 

1988年進入投資業界， 2 0 0 6 年加入盧米斯賽勒斯，2012年起開始操盤本基金；Bochman女士擁有美

國哥倫比亞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投資價值遭低估之個股。 

選定理由  類股比重通常與S&P 500相仿，多方投資 
 同時投資成長股與價值股，持有之個股一般多為市值20億元以上的企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100.00%)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24.5%)、醫療(13.8%)、金融(13.7%)、非消費必需品(13.7%)、工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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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 29.1 29.32 98.08 年化標準差% 8.74 7.57 10.84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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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儲銀（盧森堡）國際基金 I Natixis IM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88 號 12 樓 
電話：(02)2652-6688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content/Fund_OFD2/OFD_FUND/f_na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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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本環球-北美股票基金(F664) 
Aberdeen Global - North American Equity Fund A Ac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199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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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億 4,940 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取得美國股票的管道，並可能適合於有意

透過股票投資追求資本增值機會的投資人。投資人得

利用本基金來補充多元化投資組合，或是做為獨立的

核心股票投資組合。基於傳統上股份價格亦波動的本

質，加上單一國家有其個別經濟和政治風險，投資人

很可能有長期的預期投資期間。本基金為股票型基

金，主要投資於北美地區之資訊科技及金融等產業，

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

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

據。 

基金經理

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北美洲股票投資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在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該等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之發行公司須為註冊營業處位於美國的公司；和/或其大部分商

業活動發生於美國的公司；和/或大部分資產投資於美國註冊成立公司的控股公司。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9.2%)加拿大(8.8%)現金(2.0%)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18.9%)金融(17.3%)可選消費品(13.6%)健康護理(13.6%)消費必需品(10.1%)能

源(7.6%)工業(7.3%)其他產業(9.6%)現金(2.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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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20 28.67 27.91 5.11 年化標準差% 10.00 8.02 12.4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 
本基金未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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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本環球-亞太股票基金(F081) 
Aberdeen Global – Asia Pacific Equity Fund A Ac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198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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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亞太地區股票的投資管道，並可能適合

於有意透過股票投資追求資本增值機會的投資

人。由於本基金分散於數個市場，可能適合尋求獨

立區域性股票投資之投資人。基於傳統上股份價格

易波動的本質，加上額外的國家和貨幣風險，投資

人很可能有長期的預期投資期間。本基金為股票型

基金，主要投資於亞太市場之金融及資訊科技等產

業，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4。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

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

為投資唯一依據。 

基金經理費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亞洲股票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該等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之發行公司須為註冊營業處位於亞太地區國家（日本除外）的

公司；和/或其大部分商業活動發生於亞太地區國家（日本除外）的公司；和/或大部分資產投資於亞太地區國家（日本除外）註

冊成立公司的控股公司。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20.8%)香港(18.7%)印度(13.0%)新加坡(11.9%)韓國(9.3%)澳大利亞(6.4%)台灣

(5.4%)印尼(4.0%)菲律賓(3.9%)泰國(3.2%)其他國家(2.5%)現金(0.9%)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36.9%)資訊科技(19.0%)原物料(10.1%)工業(8.9%)不動產(8.8%)消費必需品(5.1%)

電訊服務(3.9%)其他產業(6.4%)現金(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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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00 24.46 16.18 -2.47 年化標準差% 11.40 10.68 15.1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 
本基金未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特別風險（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基金資訊”項下本基金之特有訊息）： 
●本基金投資於亞太地區（日本除外）之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因此有投資新興市場部位，其波動性傾向高於成熟市場，且其價
值有可能會急劇上下波動。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中國大陸 – 潛在投資人應注意“一般風險因素”下“投資於中國大陸”部分及“稅項”章節下的“中國股票和債券

之課稅規定”部分。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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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安本環球-科技股票基金(F533) 

                   Aberdeen Global – Technology Equity Fund A Ac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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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億 8,540 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取得高科技產業股票投資的管道，並可能

適合於已準備承受較高波動水準，藉以追求較高報酬

的投資人。投資人可使用本股票基金做為多元化投資

組合的補充，且很可能有長期的預期投資期間。本基

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市場之科技產業，

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

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

據。 

基金經理

費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環球股票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公司股票和股票相關證券，該等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之發行公司須為高科技產業；和/或其大部分商業活動為高

科技產業之公司；和/或大部分資產投資於高科技產業公司的控股公司。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1.1%)英國(7.7%)日本(7.4%)中國(6.6%)以色列(6.1%)韓國(5.7%)台灣(3.9%)德國

(2.9%)荷蘭(2.2%)法國(2.2%)其他國家(2.9%)現金(1.3%) 
基金持股(依產業)：科技(71.6%)工業(9.8%)金融(6.7%)消費服務(4.8%)消費財(4.2%)電訊(1.6%)現金(1.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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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32 35.50 39.06 5.39 年化標準差% 11.37 9.15 13.5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 
本基金未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特別風險（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基金資訊”項下本基金之特有訊息）： 
●基金投資於專業市場，故相較於投資範圍較廣泛的基金，很可能較為波動。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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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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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配息可能涉及本金) 

              Aberdeen Global - Select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 Ac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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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億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取得位於新興市場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

債務證券的管道，且可能適合於願意接受高風險固定

收益投資的投資人。投資人很可能使用本基金做為既

有核心債券投資組合的補充，且很可能有長期的預期

投資期間。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市

場之政府債及準主權債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此等級分類係基

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

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 

基金經理

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新興市場債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定息證券，該等證券之發行公司須為註冊營業處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和/或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相關

實體。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6.8%)巴西(6.5%)阿根廷(6.5%)土耳其(5.5%)烏克蘭(4.9%)印尼(4.8%)墨西哥

(4.2%)多明尼加(3.9%)埃及(3.5%)厄瓜多(3.0%)其他國家(50.4%) 
基金持股(依產業)：政府債(73.4%)類主權債(15.7%)公司債(10.5%)現金(0.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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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40 4.85 13.57 -4.91 年化標準差% 5.70 6.34 7.5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 
本基金未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特別風險（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基金資訊”項下本基金之特有訊息）： 
• 基金的投資標的須承受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當一個債券市場只有少數買方及/或有大量的賣方，如果要在期望的價格和/或短

時間内出售某些債券可能會比較困難。 
• 基金投資於定息證券，包括次投資級證券。因此，投資人的資本與收益所承擔風險會高於投資於投資級債券的基金 
• 本基金投資於新興市場，其波動性傾向高於成熟市場，且其價值有可能會急劇上下波動。 
•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或有可轉債。如果債券發行人的財務實力下跌到預先設定門檻之下，該債券可能遭受大量或全部本金損失（關

於或有可轉債的其他風險訊息投資者應參考“一般風險因素”章節下面的“或有證券”的風險因素）。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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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安本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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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 MInc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1/8/15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6 億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取得位於新興市場的發行機構所發行的

債務證券的管道，且可能適合於願意接受高風險固定

收益投資的投資人。投資人很可能使用本基金做為既

有核心債券投資組合的補充，且很可能有長期的預期

投資期間。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市

場之政府債及準主權債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

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此等級分類係基

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

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 

基金經理

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新興市場債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定息證券，該等證券之發行公司須為註冊營業處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和/或位於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相關

實體。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6.8%)巴西(6.5%)阿根廷(6.5%)土耳其(5.5%)烏克蘭(4.9%)印尼(4.8%)墨西哥

(4.2%)多明尼加(3.9%)埃及(3.5%)厄瓜多(3.0%)其他國家(50.4%) 
基金持股(依產業)：政府債(73.4%)類主權債(15.7%)公司債(10.5%)現金(0.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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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41 4.84 13.56 -4.91 年化標準差% 5.70 6.34 7.5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 
本基金未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特別風險（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基金資訊”項下本基金之特有訊息）： 
• 基金的投資標的須承受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當一個債券市場只有少數買方及/或有大量的賣方，如果要在期望的價格和/或短

時間内出售某些債券可能會比較困難。 
• 基金投資於定息證券，包括次投資級證券。因此，投資人的資本與收益所承擔風險會高於投資於投資級債券的基金 
• 本基金投資於新興市場，其波動性傾向高於成熟市場，且其價值有可能會急劇上下波動。 
•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或有可轉債。如果債券發行人的財務實力下跌到預先設定門檻之下，該債券可能遭受大量或全部本金損失（關

於或有可轉債的其他風險訊息投資者應參考“一般風險因素”章節下面的“或有證券”的風險因素）。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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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安本環球-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月中配息)(美元避險) (F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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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 Euro High Yield Bond Fund A MIncA Hedge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0/10/23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9 億 3,780 萬歐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取得歐元計價高收益證券之管道，且可能

適合於願意接受高風險固定收益投資的投資人。由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相關的高風險，投資人很可能使用本

基金做為既有核心債券投資組合的補充，且很可能有

長期的預期投資期間。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

資於歐洲之高收益債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此等級分類係基

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

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 

基金經理

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歐元高收益債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公司或政府相關實體所發行之次投資級歐元計價定息證券。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26.1%)荷蘭(5.7%)美國(14.2%)西班牙(3.8%)盧森堡(10.9%)丹麥(2.2%)德國(9.5%)
加拿大(1.6%)法國(6.2%)其他國家(13.7%)義大利(6.0%) 

基金持股(依產業)：公司債(97.3%)公債(2.0%)其他(0.2%)現金(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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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87 12.27  0.85 年化標準差% 2.26 2.7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本基金未
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基本貨幣避險股份類別相對於基金投資組合的投資貨幣隨時可能存在過度曝險或曝險不足的現象。其過程中所生成本，將由相關
股份類別獨自全數承擔。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項下之說明。 
特別風險（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基金資訊”項下本基金之特有訊息）： 
• 基金的投資標的須承受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當一個債券市場只有少數買方及/或有大量的賣方，如果要在期望的價格和/或短

時間内出售某些債券可能會比較困難。 
• 基金將對單一貨幣有重大曝險，增加潛在波動性。 
• 基金之投資組合可能有一大部分屬於次投資級債券，這表示投資人的資本和收益所需承受的風險，會高於投資於投資級債券的

基金。 
•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或有可轉債。如果債券發行人的財務實力下跌到預先設定門檻之下，該債券可能遭受大量或全部本金損失（關

於或有可轉債的其他風險訊息投資者應參考“一般風險因素”章節下面的“或有證券”的風險因素）。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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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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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cc EUR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0/10/23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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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億 3,780 萬歐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提供取得歐元計價高收益證券之管道，且可能

適合於願意接受高風險固定收益投資的投資人。由於

非投資等級債券相關的高風險，投資人很可能使用本

基金做為既有核心債券投資組合的補充，且很可能有

長期的預期投資期間。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

資於歐洲之高收益債券，依據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

準」，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此等級分類係基

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蓋所

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 

基金經理

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歐元高收益債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公司或政府相關實體所發行之次投資級歐元計價定息證券。 
選定理由 
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在於追求長期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之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26.1%)荷蘭(5.7%)美國(14.2%)西班牙(3.8%)盧森堡(10.9%)丹麥(2.2%)德國(9.5%)
加拿大(1.6%)法國(6.2%)其他國家(13.7%)義大利(6.0%) 

基金持股(依產業)：公司債(97.3%)公債(2.0%)其他(0.2%)現金(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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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4 7.80 12.34 -0.66 年化標準差% 2.25 2.79 3.4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貨幣風險、監管風險、不具流動性之風險等（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一節）。基金可能投資於
某些與基金計價基本貨幣不同的其他貨幣計價的證券，外幣匯率變動可能對基金的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帶來不利之影響。本基金未
提供類似國內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額外保障。投資基金之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及利息。 
基本貨幣避險股份類別相對於基金投資組合的投資貨幣隨時可能存在過度曝險或曝險不足的現象。其過程中所生成本，將由相關
股份類別獨自全數承擔。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一般風險因素”項下之說明。 
特別風險（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基金資訊”項下本基金之特有訊息）： 
• 基金的投資標的須承受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當一個債券市場只有少數買方及/或有大量的賣方，如果要在期望的價格和/或短

時間内出售某些債券可能會比較困難。 
• 基金將對單一貨幣有重大曝險，增加潛在波動性。 
• 基金之投資組合可能有一大部分屬於次投資級債券，這表示投資人的資本和收益所需承受的風險，會高於投資於投資級債券的

基金。 
• 本基金可能投資於或有可轉債。如果債券發行人的財務實力下跌到預先設定門檻之下，該債券可能遭受大量或全部本金損失（關

於或有可轉債的其他風險訊息投資者應參考“一般風險因素”章節下面的“或有證券”的風險因素）。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Aberdeen Global Services S.A. 
35a,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本標準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berdeen Standard Investments 
台北市松仁路 101 號 8 樓 
電話：(02)87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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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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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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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690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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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Murata、Dan Ivascyn、Eve Tou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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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商學院金融分析MBA、西方學院經濟學士學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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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Murata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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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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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Ivascyn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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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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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 Tournier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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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 PIMCO 執行副總及投資組合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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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且擁有高學歷、豐富投資經歷。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市值加權)：銀行業(12.1%)、有線傳媒(8.0%)、金融相關(5.7%)、油管事業(5.4%)、獨立

石油探勘生產商(3.2%)、非專屬消費金融(3.0%)、有線通訊(2.6%)、汽車業(2.4%)、製

藥業(2.3%)、整合性能源(1.7%) 
基金持股(依券別，市值加權)：政府債券及其相關(46%)、房貸擔保債券(12%)、投資等級債券(26%)、高收

益債券(35%)、新興市場債券(33%)、市政債/其他(2%)、其他短存續期淨部位(-5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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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30 7.59 12.30 -2.48 年化標準差% 2.15 3.53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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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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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ir John Rogerson's Quay,Dublin, D02 HD32,Irelan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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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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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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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70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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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zef Arif 
學歷：劍橋大學皇后學院學位；芝加哥大學MBA學位、史丹佛大學石油工程碩士、印度理工學院學士學位 
經歷：Andrew R. Jes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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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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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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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zef Arif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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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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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 Moody's 評等 Baa 以下、或 S&P 評等 BBB 以下之各種高報酬固定收益工具的組合。本基金投資組合平均存續

期限，通常為美銀美林美國高收益債券限制指數(加或減)2 年之內，該指數針對在美國國內市場公開發行的美元計價之低於投資

等級企業債券，追蹤其績效表現。本基金的投資目標為透過維護資本及審慎的投資管理，尋求最大總報酬，並以至少三分之二的

基金資產投資於前述標的。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且擁有高學歷、豐富投資經歷。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國家，存續期加權)：美國(99.1%)、歐盟(0.5%)、德國(0.3%)、英國(0.2%) 
基金持股(依券別。市值加權)：投資等級債券(4%)、高收益債券(88%)、非美國已開發國家(1%)、新興市場

債券(1%)、市政債/其他(3%)、其他短存續期淨部位(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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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2 12.56 14.51 -0.68 年化標準差% 2.18 3.10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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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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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ir John Rogerson's Quay,Dublin, D02 HD32,Irelan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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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F873)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Technolog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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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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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7 百萬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6%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廖哲宏 
學歷：政治大學國貿碩士 
經歷：曾任安聯投信研究員、野村證券研究員、大和證券研究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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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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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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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理由 
跟隨科技股趨勢且透過經理人獨到眼光、選股能力，長短期績效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資產)：股票(84.85%)、流動資金(15.15%) 
基金持股(依產業)：半導體業(37.28%)、電子零組件業(18.04%)、流動資金(15.15%)、通信網路業(6.77%)、

電腦週邊及設備(5.73%)、電機機械(4.08%)、光電業(3.87%)、其他產業(2.40%)、生技

醫療(2.33%)、其他(4.3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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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6.63 83.55 113.90 19.15 年化標準差% 14.74 12.20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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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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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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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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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8/13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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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百萬台幣(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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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財金碩士 
經歷：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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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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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基金種類多元，達到風險分散的效果；追逐景氣趨勢並同時達到成長穩定。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子基金)：美國股票型(38.10%)、趨勢產業型(16.10%)、新興亞洲股票型(12.60%)、歐洲股票型

(9.50%)、現金(8.90%)、日本股票型(7.80%)、中國股票型(5.50%)、拉丁美洲股票型

(0.90%)、新興市場股票型(0.60%) 
基金持股(依幣別)：美元(82.50%)、日圓(7.80%)、台幣(9.20%)、歐元(0.5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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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85 16.77 9.53 1.59 年化標準差% 6.49 5.31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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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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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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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63 頁，共 376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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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8/13 
股份類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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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百萬台幣(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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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財金碩士 
經歷：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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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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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基金種類多元，達到風險分散的效果；追逐景氣趨勢並同時達到成長穩定。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子基金)：美國股票型(38.10%)、趨勢產業型(16.10%)、新興亞洲股票型(12.60%)、歐洲股票型

(9.50%)、現金(8.90%)、日本股票型(7.80%)、中國股票型(5.50%)、拉丁美洲股票型

(0.90%)、新興市場股票型(0.60%) 
基金持股(依幣別)：美元(82.50%)、日圓(7.80%)、台幣(9.20%)、歐元(0.5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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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67 23.66 11.72 -0.53 年化標準差% 8.30 6.56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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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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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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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F112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 Class AT Accumulation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11/18 
股份類別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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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78.0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Doug Forsyth 
學歷：愛荷華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經歷：經理人為集團之常務董事與投資長，同時也是美國執行委員會及全球投資管理團隊之一員。擁有超過二十年豐富之投資經

歷。經理人帶領公司收益成長策略之投資團隊，自 1994 年起即為高收益債券團隊之主要投資經理人，續於 1998 年領導公司之可

轉債策略團隊。經理人身負投資管理，交易及研究之職責。在加入集團前，經理人於美國全球人壽擔任分析師，持有特許財務分

析師 (CFA)執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或加拿大發行人所發行或擔保付款之普通股票及其他證券、高收益債券及可轉債，資產類別之配置可能依

經濟與市場特定因素之評估而有大幅變動。主要投資目標為獲取長期資本增長及定期收益。本基金以提供投資人長期資本增值和

收益為投資目標，爲達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普通股票及其他證券、債券及可轉債。本基金至少有 80%之資產投資於註冊在美

國與加拿大之企業所發行或擔保付款之普通股票及其他證券、債券及可轉債。基金最多得將 70%資產投資於股票；最多 70%之資

產投資於高收益債；最多 70%之資產投資於可轉換債券及附認股權證之債券。 
選定理由 
安聯旗艦基金、績效表現良好、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資產)：美國高收益債(33.72%)、美國可轉債(33.37%)、美國股票/股本證券(32.92%)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7.80%)、非必需消費(16.50%)、工業(12.30%)、健康護理(12.30%)、流動資

金(4.70%)、金融(4.50%)、必需消費(4.30%)、能源(4.00%)、原物料(2.20%)、電訊服務

(0.70%)、其他(0.8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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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00 24.30 19.87 2.56 年化標準差% 5.92 5.31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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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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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42-44  
60323 Frankfurt /Main,Germany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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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聯亞洲靈活債券基金(穩定月收)(F144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llianz Flexi Asia Bond - Class AM Distribution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07/03 
股份類別 AM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659.2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David Tan 
學歷：西門菲沙大學工商管理（財務）學位、經濟聯合專業學士學位 
經歷：於 2012 年 5 月加入安聯環球投資，為亞太固定收益投資長(CIO)，也是安聯環球投資的全球政策委員會委之一，該委員會

主要為制定安聯環球投資之投資策略方向。David 在投資和企業發展的管理方面有豐富的投資經驗，1993 年任職於安盛投資管理

(AXAIM)英國，其最後職位是亞太固定收益執行董事，同時負責中東地區的業務發展的責任。2008 年底至 2011 年，David 任職

於韓國安盛投資管理(AXAIM)，負責固定收益，股票，量化投資和資產配置的投資長。在此之前，David 為新加坡固定收益亞洲

區負責人，同時負責該地區所有債券投資組合管理在加入安盛投資管理(AXAIM)，他曾任值於荷銀資產管理和德意志資產管理公

司，負責總回報投資組合。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子基金投資目標在於提供投資人長期資本增值及收益。為設法達成其投資目標，本子基金主要將投資於以歐元、美元、英鎊、

日圓、澳幣、紐幣或任何亞洲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並以亞洲國家為重點。投資政策以創造年化報酬率為取向，兼考量亞洲債券

市場的機會與風險。 
選定理由 
經理人投資經歷豐富、資金靈活運用、投資區域多元降低風險。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62.33%)、其他成熟國家(6.36%)、澳洲/紐西蘭(5.11%)、香港(4.27%)、印尼(3.79%)、
新加坡(3.63%)、印度(2.74%)、韓國(1.64%)、現金/其他(10.14%) 

基金持股(依券種)：公司債(68.15%)、類主權債(19.78%)、主權債(4.00%)、現金(3.47%)、其他(4.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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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99 3.14 7.24 -4.13 年化標準差% 2.65 3.48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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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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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42-44  
60323 Frankfurt /Main,Germany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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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穩定月收)(F112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llianz Income and Growth - Class AM Distribution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11/18 
股份類別 AM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7278.0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Doug Forsyth 
學歷：愛荷華大學工商管理學士 
經歷：經理人為集團之常務董事與投資長，同時也是美國執行委員會及全球投資管理團隊之一員。擁有超過二十年豐富之投資經

歷。經理人帶領公司收益成長策略之投資團隊，自 1994 年起即為高收益債券團隊之主要投資經理人，續於 1998 年領導公司之可

轉債策略團隊。經理人身負投資管理，交易及研究之職責。在加入集團前，經理人於美國全球人壽擔任分析師，持有特許財務分

析師 (CFA)執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或加拿大發行人所發行或擔保付款之普通股票及其他證券、高收益債券及可轉債，資產類別之配置可能依

經濟與市場特定因素之評估而有大幅變動。主要投資目標為獲取長期資本增長及定期收益。本基金以提供投資人長期資本增值和

收益為投資目標，爲達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普通股票及其他證券、債券及可轉債。本基金至少有 80%之資產投資於註冊在美

國與加拿大之企業所發行或擔保付款之普通股票及其他證券、債券及可轉債。基金最多得將 70%資產投資於股票；最多 70%之資

產投資於高收益債；最多 70%之資產投資於可轉換債券及附認股權證之債券。 
選定理由 
安聯旗艦基金、績效表現良好、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資產)：美國高收益債(33.72%)、美國可轉債(33.37%)、美國股票/股本證券(32.92%)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7.80%)、非必需消費(16.50%)、工業(12.30%)、健康護理(12.30%)、流動資

金(4.70%)、金融(4.50%)、必需消費(4.30%)、能源(4.00%)、原物料(2.20%)、電訊服務

(0.70%)、其他(0.8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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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15 24.35 19.93 2.57 年化標準差% 5.87 5.30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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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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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42-44  
60323 Frankfurt /Main,Germany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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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F060)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llianz Oriental Income - Class A Distribution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11/3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23.1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8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tuart Winchester 
學歷：美國國際管理學院國際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於 1992 年加入安聯環球投資。領有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專研亞洲股市。目前為安聯環球投資全球股票研究團隊以及香

港環球均衡投資組合小組成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範圍偏佈亞太區域共 14 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靈活因應亞洲金融情勢調整股票、債券及貨幣市場的投資比例。本

基金主要投資於股票及認股權證。本基金亦可投資於風險特色通常與前句所述資產連動或與這些資產所屬投資市場連動的指數憑

證及其他憑證，並皆歸屬於投資策略中投資下限之規定。 
選定理由 
長短期績效皆佳、經理人投資經驗豐富、資金運用靈活。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韓國(24.90%)、台灣(16.54%)、日本(15.47%)、中國(12.42%)、紐西蘭(8.49%)、新加坡

(6.15%)、香港(5.55%)、澳洲(3.90%)、越南(3.41%)、其他(3.16%) 
基金持股(依資產)：股票(95.80%)、流動資金(4.21%)、期貨(-0.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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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10 34.35 26.85 -5.41 年化標準差% 13.10 11.43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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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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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Bockenheimer Landstrasse 42-44  
60323 Frankfurt /Main,Germany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78 號 5 樓至 9 樓 
電話：02-877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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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百達-水資源(F265) 
Pictet-Water-R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05/26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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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5.8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Hans Peter Portner 於 199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主管，同時亦為高級投資經理。他自 1992 年起從事

投資工作，在巴塞爾 UBS Brinson 出任國際股票組合經理，專責管理單一國家基金及保本基金。Hans Peter 為特許財務分析師，

畢業於伯爾尼大學（University of Bern），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 
 Philippe Rohner 於 2002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同時為百達─水資源基金的聯席投

資經理。在此之前，他自 1998 年起於百達機構投資經紀服務團隊（現名為 Helvea SA）擔任證券分析師。作為投資者關係經

理，他曾參與 Ciba-Geigy 與 Sandoz 合併過程中成功分拆 Ciba Specialty Chemicals 的工作。Philippe 擁有瑞士聯邦理工學院

（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ETH））博士學位，並於斯特萊斯克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取得工商管

理學位。此外，他亦於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完成環境工程研究生課程。 
Arnaud Bisschop 於 200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在加入百達前，Arnaud 於蘇伊士

里昂水務集團（Lyonnaise des Eaux （SuezGroup））銷售部擔任項目主管。Arnaud 畢業於巴黎綜合理工學院 （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取得工程師資格，另於法國國立水利森林農業工程學院（Ecole Nationale du Genie Rural，des Eaux et des Forêts 
（Paris））取得理學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成分基金的目標是投資於在世界各地（包括新興國家）從事水務及空氣行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水務行業的公司包括水生產公司、水質處理和脫鹽公司、供水公司、水之裝瓶、運輸及發運公司、專門從事廢水、污水、固體、

液體及化學廢物處理的公司、經營污水處理設施的公司以及就上述各項提供設備、顧問及工程服務的公司。 
空氣行業的公司包括負責監督空氣質素的公司，空氣過濾設備供應商及車輛催化轉化器製造商。 
本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從事水資源行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選定理由 
 水資源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藍金 
 需求永遠大於供給! 代表產業成長潛力無限 
 資金源源不絕，有錢潮就有投資機會 
 水資源產業表現可長可久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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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1 14.06 19.63 -6.91 年化標準差% 8.02 7.84 9.9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股權風險、 集中度風險、 QFII 風險、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金融
衍生性工具風險、 RQFII 風險、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
險、 資產流動性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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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百達-智慧城市(F267)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ictet-High Dividend Selection-R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05/21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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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34 百萬歐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Bruno Lippens 為高級投資經理，於 200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在加入百達前，

Bruno 曾任職荷寶（Robeco）五年，出任高級投資組合經理。Bruno 畢業於布魯塞爾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College 
Brussels），並取得金融政策及投資科學碩士學位。 

 Karen Kharmandarian 於 2004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 
他曾於百達固定收益團隊出任高級信用分析師，並同時共同管理高收益債券基金。Karen 於索邦大學 (Sorbonne)取得經濟學學

位和銀行與金融研究生學位。此外，他於巴黎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學院取得商學士學位。 
 Louis Veilleux 於 2005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於 1998 年在加拿大 Pictet & Cie 開展

其事業，效力財務研究部。Louis 畢業於加拿大拉瓦爾大學(Laval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2001 年完成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課程，並取得特許財務分析師特許資格。 
 Hans Peter Portner 於 199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主管同時亦為高級投資經理。他自 1992 年起從事

投資工作，在巴塞爾 UBS Brinson 出任國際股票組合經理，專責管理單一國家基金及保本基金。Hans Peter 為特許財務分析師，

畢業於伯爾尼大學（University of Bern），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 
 Piotr Stopinski 於 2008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擔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初級投資經理。Piotr 畢業於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取得國際商務學士學位。他擁有投資管理證書，亦是一位註冊金融風險管理師(FRM)和特許財務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相較於其相關之，具有較預期高或較高股息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及類似證券（包括如下所述的結構型產品）。

本基金之投資選擇不限於特定經濟活動領域，然而，視市場狀況，投資可能集中在有限數量的經濟活動領域。結構性產品，如特

定信用連結債券、憑證，或特別為其收益連結於依據盧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法律第 9 條所規定之程序的指數（包括商品指數、

貴金屬指數及波動性指數等）、貨幣、利率、可轉讓證券、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其他可轉讓證券，或符合盧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
法律規定的集合投資計劃。主要投資於相較於其相關之，具有較預期高及/或較高股息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及類似證券。本基金之

投資選擇並不限於特定經濟活動領域，然而，視市場狀況，投資可能集中在有限數量的經濟活動領域。 
選定理由 
1.兼顧收益與成長的投資 2.高息股具備高夏普值、低波動特性，長期投資勝出  
3.防禦型產業可攻可守，股市漲多不怕 4.提供多幣別、穩定月配息機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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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62 7.46 8.12 -4.40 年化標準差% 7.60 7.85 9.2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QFII 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RQFII 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股權風險、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若轉換當時
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本基金將於 2018 年 8 月 24 日由「百達-全球高息精選基金」更名為「百達-智慧城市」。 
以上表格內資料皆為原百達-全球高息精選基金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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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百達-智慧城市(F268) 
(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ictet-High Dividend Selection-R d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05/21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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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34 百萬歐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Bruno Lippens 為高級投資經理，於 200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在加入百達前，

Bruno 曾任職荷寶（Robeco）五年，出任高級投資組合經理。Bruno 畢業於布魯塞爾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College 
Brussels），並取得金融政策及投資科學碩士學位。 

 Karen Kharmandarian 於 2004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 
他曾於百達固定收益團隊出任高級信用分析師，並同時共同管理高收益債券基金。Karen 於索邦大學 (Sorbonne)取得經濟學學

位和銀行與金融研究生學位。此外，他於巴黎 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學院取得商學士學位。 
 Louis Veilleux 於 2005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高級投資經理。於 1998 年在加拿大 Pictet & Cie 開展

其事業，效力財務研究部。Louis 畢業於加拿大拉瓦爾大學(Laval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2001 年完成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課程，並取得特許財務分析師特許資格。 
 Hans Peter Portner 於 199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主管同時亦為高級投資經理。他自 1992 年起從事

投資工作，在巴塞爾 UBS Brinson 出任國際股票組合經理，專責管理單一國家基金及保本基金。Hans Peter 為特許財務分析師，

畢業於伯爾尼大學（University of Bern），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 
 Piotr Stopinski 於 2008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擔任行業及主題基金團隊的初級投資經理。他在百達資產管理於倫敦的辦事處開

展其事業。Piotr 畢業於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取得國際商務學士學位。他擁有投資管理證書，亦是一位註冊

金融風險管理師(FRM)和特許財務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相較於其相關之，具有較預期高或較高股息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及類似證券（包括如下所述的結構型產品）。

本基金之投資選擇不限於特定經濟活動領域，然而，視市場狀況，投資可能集中在有限數量的經濟活動領域。結構性產品，如特

定信用連結債券、憑證，或特別為其收益連結於依據盧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法律第 9 條所規定之程序的指數（包括商品指數、

貴金屬指數及波動性指數等）、貨幣、利率、可轉讓證券、一籃子可轉讓證券的其他可轉讓證券，或符合盧森堡 2008 年 2 月 8 日
法律規定的集合投資計劃。主要投資於相較於其相關之，具有較預期高及/或較高股息的公司所發行的股份及類似證券。本基金之

投資選擇並不限於特定經濟活動領域，然而，視市場狀況，投資可能集中在有限數量的經濟活動領域。 
選定理由 
1.兼顧收益與成長的投資 2.高息股具備高夏普值、低波動特性，長期投資勝出  
3.防禦型產業可攻可守，股市漲多不怕 4.提供多幣別、穩定月配息機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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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61 7.45 8.09 -4.40 年化標準差% 7.59 7.85 9.2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
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QFII 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RQFII 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
協議風險、股權風險、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股票聯通機制風險、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若轉換當時
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本基金將於 2018 年 8 月 24 日由「百達-全球高息精選基金」更名為「百達-智慧城市」。 
以上表格內資料皆為原百達-全球高息精選基金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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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百達-林木資源(F1046) 
Pictet-Timber-R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09/29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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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9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Gabriel Micheli 於 2006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目前為產業及主題基金團隊高級投資經理。Gabriel 於產業及主題基金團隊開始

其投資生涯， 當時主要負責工業及小型股產業。Gabriel 為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資格持有人，畢業於 St. Gallen 大學，擁

有經濟學學士學位。 
 Christoph Butz 於 2002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目前為產業及主題基金團隊高級投資經理。擔任此職務前，Christoph 唯一可持

續性投資研究專家，負責可持續性投資概念之發展與實施。Christoph 過去曾於巴塞爾 Bank Sarasin & Cie 擔任可持續研究代理

主管。在 Christoph 開始其投資生涯前，曾為瑞士、加拿大及巴西林木業工作，並為一環境顧問。Christoph 擁有蘇黎世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森林工程學碩士學位。Christoph 同時為國際投資分析師(Certifi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alyst 
CIIA)並初版及發表許多有關可持續性發展之刊物。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 
本成分基金將在符合投資限制規定的限額內，持有由上市公司發行的證券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這些證券可能是普通股、優先

股、可轉換債券以及少數可能為認股權證及選擇權。 
二、投資策略：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是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積極從事林木區之融資、種植及管理，及/或以建築為目的木材處

理、製造及配送，及其他衍生自林業價值鏈中的木材之服務及產品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類似證券，以達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供需失衡，推升價格 
 樹齡越長，產值越高，為價格再添助力 
 多數公司價值仍低估，具未來潛力 
 題材新穎，全球唯一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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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8.05 45.75 26.51 4.11 年化標準差% 8.47 7.99 14.6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 
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QFII 風險、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RQFII 風
險、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股權風險、 集中度風險、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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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72 頁，共 376 頁 

33. 百達-保安(F1214) 
Pictet-Security-R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10/31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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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3.6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Yves Kramer 於 2005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出任科技及電訊行業的專業分析員。目前，Yves 專責管理百達－保安基金的投資。

Yves 亦曾效力於 Pictet&Cie 的財務研究部門出任證券分析員達五年，專責研究歐洲及北美軟件公司的股票市場。在加入 Pictet
之前，他曾於 Union Bancaire Privée 任職財務證券分析員，負責研究北美股票市場。 
Yves 畢業於瑞士的 University of Geneva，取得財務學士學位。 

 Frédéric 於 2007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並自 2009 年起擔任產業及主題基金團隊高級投資經理迄今。 
Frédéric 於 2004 年加入百達集團前，為 PWC 及 IBM 之金融服務產業顧問，其事業始於日內瓦大學擔任能源問題研究助理一

職。Frédéric 擁有日內瓦大學計量經濟學碩士學位，同時為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資格持有人及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 (GARP)的合格金融風險經理(FRM)。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 
目標公司主要（但不限於）活躍於以下領域：網路保全、軟體、電訊及電腦硬體保安；人身安全及保健； 接入及認證安全；交

通安全；工作場所保安及國防等。 
二、投資策略： 
本成分基金採取的資本增長策略，是主要投資於就健全、健康及自由（不論是個人的、公司的或政治上的）提供保障的公司所發

行的股份或類似證券。此成分基金將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從事此行業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 
選定理由 
 新科技的發展，增加了對安全性的需求，如資訊及線上交易安全。 
 都市化加速對大眾運輸，公共設施，基礎建設承載能力更高的要求。 
 日趨嚴格的環保法規，涵蓋各個產業的保安需求。 
 產業具有高門檻及高毛利特性。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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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75 25.05 24.05 3.77 年化標準差% 8.86 8.82 10.9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 
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QFII 風險、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RQFII 風
險、 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股權風險、 集中度風險、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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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百達-健康(F1045) 
Pictet-Health-R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4/06/30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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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1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Nathalie Flury 於 2010 年 10 月加入百達資產管理公司，擔任產業及主題式股票基金團隊資深投資經理。 

她於 1998 年從瑞士信貸擔任買方分析師，負責瑞士信貸醫藥基金的生技產業投資，並負責兩個法人機構的生物科技及醫藥基

金。之後，她歷任 Clariden Leu 公司，管理生物科技和非專利醫藥股票基金。在加入百達資產管理公司前，Nathalie 任職於瑞

士環球資產管理（GAM），負責管理 JB 生物技術基金，JB 健康創新基金和一個醫療科技全權委託。Nathalie 擁有生物化學

與分子生物學碩士學位，並獲得巴塞爾 Biozentrum 大學腫瘤學博士學位。 
 Tazio Storni 於 2014 年 10 月加入百達資產管理公司，擔任產業與主題式基金團隊的資深投資經理。 

他於 2005 年從瑞銀環球資產管理公司開始了他的投資生涯，擔任生物科技、醫療科技和化工企業金融分析師，。在 2010 年，

他接手負責管理 UBS（LUX）建康護理股票基金。在加入百達資產管理公司前，Tazio 任職於 Bellevue 資產管理公司，擔任

BB 生物科技（盧森堡）基金的投資組合經理。 
他擁有蘇黎世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ETH）的生物學碩士學位與免疫學博士學位。Tazio 是特許金融分析

師（CFA）。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成分基金主要投資活躍於健康相關領域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類似的有價證券，以達資本增長。本成分基金得於任何國家投資

(包含新興國家)。 
選定理由 
1. 創新，將帶來成長和需求 
2. 人口成長及伴隨著全球醫療支出大增 
3. 中產階級崛起及新興市場需求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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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90 8.18 -7.82 3.33 年化標準差% 9.16 11.15 13.4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 
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QFII 風險、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RQFII 風
險、有價證券借貸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股權風險、 集中度風險、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槓桿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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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百達-數碼通訊(F269) 
Pictet-Digital-R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11/26 
股份類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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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2.7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3% 
基金經理人簡介 
 Sylvie Sejournet 在 2005 年加入百達資產管理，現為主題股票團隊資深投資經理，並曾於 2008 年成立數碼通訊基金。 

Sylvie Sejournet 擁有 19 年科技和媒體股票研究及投資經驗。她曾任職於 TF1（法國電視頻道）財經部，藉此進入業界。其後，

她加入巴黎 Fortis Bank，擔任電訊、媒體與科技業賣方分析師八年。在 2000 年，Sylvie 獲提名 Agefi Award 最佳初級分析師，

並於 2004 年藉著 537 隻中型股的推薦而贏得 AQ Award 最佳分析師殊榮。 
Sylvie 持有法國巴黎索邦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orbonne）銀行及金融學碩士學位，亦為法國證券分析師學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Analystes Financiers，SFAF）會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 
本成分基金的投資政策是至少以其總資產或財富的三分之二投資於利用數位科技提供互動服務及/或 
與互動服務有關的產品的通訊行業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任何其他與該等公司所發行的類似證券，藉以 
達致資本增長的目標。 
二、投資策略： 
投資組合將均衡地分散投資於不同地區以盡量減低風險。事實上，投資範圍不會局限於某一特定地理 
區域(包括新興國家)。 
選定理由 
 行動網路商機無限，聚焦時下最火紅產業 
 數位時代來臨，輕鬆參與電子商務大爆發趨勢 
 滲透率低，代表高成長與高獲利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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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9.41 50.9 53.26 6.20 年化標準差% 9.92 10.80 13.7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下列風險係本成分基金最相關之風險，投資者應注意，其他風險亦可能與本成分基金相關。該等風險 
之完整說明，請參閱公開說明書「風險考量」一節。 
擔保品風險、 波動性風險、 QFII 風險、 中國貨幣匯率風險、 金融衍生性工具風險、 貨幣風險、 RQFII 風險、 有價證券借
貸風險、 結構型金融證券風險、 新興市場風險、 股權風險、 集中度風險、 股票聯通機制風險、 附買回及反向買回協議風險 
投資資本可能上下波動，且投資人可能無法取回其最初投資資本之全部價值。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
障機制之保障。 
境外基金係以外幣計價，投資人須承擔取得收益分配或買回價金時換回新臺幣可能產生之匯率風險。 
若轉換當時之新臺幣兌換外幣匯率相較於原始投資日之匯率升值時，投資人將承受匯兌損失。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百達資產管理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百達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1073 松仁路 32 號 8 樓之 1Tel. +886 2 6622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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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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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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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844.1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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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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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得為投 
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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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3%),英國(14.57%),瑞士(8.07%),加拿大(6.48%),澳洲(5.07%),法國(4.59%),德國

(2.83%),新加坡(2.74%),荷蘭(2.62%),台灣(2.49%) 
基金持股(依產業)：必需消費品(29.59%),醫療保健(24.17%),工業(13.88%),金融(9.55%),電訊(7.27%),資訊科

技(5.66%),原物料(4.66%),非必需消費品(4.64%),現金及衍生性商品(0.57%),能源(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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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9 11.42 14.78 -7.32 年化標準差% 8.69 8.19 9.8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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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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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8 樓 
 電話：(02)232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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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貝萊德全球基金系列-貝萊德環球資產配置基金(F037) 

BGF Global Allocation Fund A2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01/03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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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1.0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程比丹（Dan Chamby, CFA） 
32年投資經驗，1993年加入貝萊德至今。 
孔睿思(Russ Koesterich, CFA) 
22年投資經驗，先前擔任貝萊德全球首席投資策略師。 
David Clayton, CFA 
多元資產策略團隊之環球資產配置團隊成員。主要負責能源、房地產、汽車、工業、保險、原物料與公用事業。 
Kent Hogshire, CFA 
多元資產策略團隊之環球資產配置團隊成員，具有17年投資經驗。 
基金目標及策略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基金投資於全球企業和政府所發行的股權證券、債券及短期證券而不受既定限制。在正常市況下，基

金將總資產至少 70%投資於企業及政府所發行的證券。基金一般尋求投資於投資顧問認為估價偏低的證券，亦會投資於小型及新

興成長的公司的股權證券。基金亦可將其債券組合的一部分投資於高收益固定收益可轉讓證券投資組合。貨幣風險將靈活管理。

基金最多可投資其總資產的 20%於資產抵押證券（ABS）及房貸抵押證券（MBS）無論是否為投資等級。基金投資於應急可轉

換債券之最大曝險以基金總資產的 20%(含)為限。本基金得為投資及增進投資效益之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選定理由 
 以盡量提高總回報為目標。基金投資於全球企業和政府所發行的股權證券、債券及短期證券而不受既定限 制。在正常市況下，

基金將總資產至少 70%投資於企業及政府所發行的證券。基金一般尋求投資於投資顧問 認為估價偏低的證券，亦會投資於小

型及新興成長的公司的股權證券。基金亦可將其債券組合的一部分投 資於高收益定息可轉讓證券投資組合。貨幣風險將靈活

管理。 
 藉由充分分散資產以降低資本虧損的可能性，並佈局在當前投資環境下較具價值的標的。 
 基金具 100％高度靈活與彈性，股票、債券與現金投資比重不設限，可以隨景氣好壞彈性調整投資組合各類資產比重，以求在

市場多空下，走勢相對穩健。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北美洲股票(32.45%),北美洲債券(21.4%),歐洲股票(12.62%),日本股票(8.99%),現金

(8.68%),新興市場股票 (5.95%),原物料相關 (2.92%),歐洲債券 (2.86%),新興市場債券

(2.17%),亞洲/太平洋（不含日本）股票(0.99%)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12.97%),醫療保健(9.02%),金融(8.34%),非必需消費品(8.26%),能源(5.43%),工

業(4.2%),必需消費品(3.6%),原物料(3.27%),電訊(2.03%),公用事業(1.6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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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96 14.98 9.19 -2.13 年化標準差% 5.74 4.96 7.0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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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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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28 樓 
 電話：(02)2326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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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法巴百利達全球能源股票基金(F726)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Energy Innovators - Classic USD Cap.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09/15 
股份類別 C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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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 百萬歐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Geoffry Dailey身為法國巴黎投資能源和金融產業基金之經理人。其擁有豐富的投資經驗，研究範圍涵蓋了所有產業股票和大中小型

類股。在加入法國巴黎投資之前，Geoffry曾任職於Pioneer Investments，擔任美國中型價值基金經理人，亦曾於Eaton Vance擔任金融

和能源產業的股票分析師。 
Geoffry 目前為 CFA Institute 和 Boston Security Analysts Society 會員，同時也具特許金融分析師身份。其最高壆歷為耶魯大學企管碩

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由在能源業及相關或關連產業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或等同股票的有價證券。 
子基金把其最少 75%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 2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券、

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 1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以及把不多於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或 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0.81%)、英國(14.11%)、法國(6.19%)、加拿大(4.97%)、葡萄牙(2.08%)、義大利
(1.86%) 

基金持股(依產業)：石油與天然氣(84.11%)、能源設備與服務(12.91%)、半導體&半導體相關股票(1.09%)、
航空與國防(0.7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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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67 11.42 2.46 10.66 年化標準差% 20.23 19.10 22.3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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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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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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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78 頁，共 376 頁 

39. 法巴百利達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061)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Bond World High Yield - Classic USD M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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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規模 120.10 百萬歐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Christophe Auvity 在固定收益領域的經驗已經有 24 年了，目前他是公司債團隊主管，管理高收益和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在 2010 年到 2012 年，Christophe 為全球投資級債券之產品經理。在此之前，他管理法國巴黎資產之高收益債券以及法國巴黎資產管

理美國之抵押合成票據，法國巴黎資產管理美國是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全球固定收益管理夥伴。Christophe 專精於歐洲固定收益和信用

基金，他在 2000 年時參與信用研究團隊的防禦投資流程。再更早之前，Christophe 為一名投資組合經理負責歐洲固定收益領域。 

Christophe 畢業於 University of Paris-La Sorbonne，擁有金融和管理科學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以全球不同貨幣計值，而且評等低於 Baa3 級（穆迪）和 BBB- 級（標準普爾）的債券或其他類似有價證券，以及這類資

產的衍生性金融工具。 
子基金把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本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

讓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0%的資產投資於UCITS或UCI。若債券或有價證券不再符合評

等準則，經理人將為投資人利益即時調整投資組合的成份。在避險後，子基金對歐元以外的貨幣投資不得超過5%。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62.65%)、英國(7.59%)、荷蘭(6.27%)、加拿大(3.81%)、盧森堡(3.03%)、法國(2.96%)、
其他(14.99%) 

基金持股(依產業)：通訊(26.94%)、能源(17.97%)、周期性消費(13.38%)、非周期性消費(12.41%)、工業
(7.37%)、科技(6.95%)、其他(14.9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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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91 5.73 4.56 -2.19 年化標準差% 2.45 3.14 4.4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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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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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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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487)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Bond Best Selection World Emerging - Classic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12/08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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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4百萬美元(截至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Bryan CARTER 目前為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經理人，也是法國巴黎投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團隊投
資長。在加入法國巴黎投資之前，其曾任職於 Acadian Asset Management 的資深經理人，T.Rowe Price 的經濟學家，
以及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學家。Luther Bryan CARTER 於 Georgetown University 取得學士學位，於哈佛大學取得公
共管理及國際發展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主要投資於由新興國家（在1994年1月1日前被界定為非經合組織成員國家和土耳其及希臘），或財務結構強勁

及／或具利潤成長潛力，且在這些國家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有限數目的債券及

債務證券或其他類似有價證券，以及這類資產的衍生性金融工具。  
子基金把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
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0%的資產投資於UCITS或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7.18%)、阿根廷(6.94%)、印尼(5.74%)、南非(5.74%)、巴西(5.16%)、秘魯(5.03%)、
其他(64.18%)、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67.89%)、金融(62.94%)、公用事業(4.45%)、石油及天然天氣(4.32%)、金屬與礦

業(2.41%)、房地產(2.00%)、其他(-44.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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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33 3.51 2.16 -7.85 年化標準差% 7.55 8.03 8.4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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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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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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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法巴百利達印尼股票基金(F488) 
Parvest Equity Indonesia - Classic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03/28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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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1百萬美元(截至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ALEX WAI SHING KO 資深基金經理人，有7年的投資經驗， 
經歷 
2012財務經理，PT /公平財務經理，PT Trimegah資產管理，雅加達 
2011 - 2012  公司財務分析員，算盤資本(S)  新加坡，Pte有限公司 
2010 - 2011  投資顧問，ANZ，新加坡  
2008 - 2009  財務經理(季爾) ,PT Trimegah証券，Tbk.，雅加達  
2006 - 2008  投資分析員，PT Trimegah証券，Tbk.，雅加達  
應用的金融，澳洲，墨爾本大學的主人  
學士學位主修說明，Pelita Harapan，印尼，雅加達大學，有CFA證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由在印尼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或等同股票的有價證券。 
子基金把其最少75%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2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

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以及把不多於10%的資產投

資於UCITS或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印尼(100%)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7.85%)、核心消費商品(18.27%)、非核心消費商品(11.54%)、電信服務(11.14%)、

能源(6.85%)、原物料(6.53%)、工業 (5.72%)、房地產(5.50%)、健康護理(3.54%)、公用事

業(3.0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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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13 -7.99 -1.98 -17.79 年化標準差% 13.15 13.78 18.3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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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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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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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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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 Pacific ex-Japan - Classic M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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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規模 17.1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Anthony Ho有12年的投資經驗，目前在香港任職。在亞洲股票投資團隊裡，Anthony主要是一些產品的副投資組合經理人。他另一主

要工作為研究股票基本面的投資流程，特別是台灣韓國和科技產業的股票。Anthony在2004年加入法國巴黎資產管理，當時主要是研

究量化模式的發展，接著他轉為台灣南韓股票研究分析人員。Anthony畢業於英國格林威治大學商學研究所。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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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澳洲(30.44%)、中國/香港*(24.71%)、台灣(13.53%)、紐西蘭(5.87%)、南韓(4.97%)、印
度(4.27%)、新加坡(4.15%)、其他(12.06%)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36.65%)、電信服務(18.18%)、資訊科技(12.55%)、工業(8.22%)、能源(7.92%)、原
物料(7.28%)、公用事業(5.51%)、房地產(2.12%)、非核心消費商品(1.57%)、核心消費
商品(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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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 15.80 8.13 -6.70 年化標準差% 7.52 8.18 11.7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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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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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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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巴百利達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F48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Bond Asia ex-Japan - Classic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12/08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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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0 百萬美元(截至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Bryan CARTER目前為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經理人，也是法國巴黎投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團隊投資長。在加入

法國巴黎投資之前，其曾任職於Acadian Asset Management的資深經理人，T.Rowe Price的經濟學家，以及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

學家。Luther Bryan CARTER於Georgetown University取得學士學位，於哈佛大學取得公共管理及國際發展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主要投資於以不同貨幣計值，並在亞洲（日本除外）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的發行人的債券或其他類似有

價證券，以及這類資產的衍生性金融工具。 
子基金把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

讓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0%的資產投資於UCITS或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香港(18.29%)、印尼(15.53%)、馬來西亞(7.31%)、印度(6.86%)、泰國(6.63%)、菲律

賓(6.34%)、其他(39.05%)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34.79%)、金融(16.00%)、現金及約當現金(14.23%)、能源(6.29%)、房地產(5.08%)、

公用事業(4.82%)、其他(18.8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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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22 -3.80 2.01 -6.04 年化標準差% 2.83 3.07 3.1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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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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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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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83 頁，共 376 頁 

44. 法巴百利達亞洲(日本除外)債券基金(F71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Bond Asia ex-Japan - Classic M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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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4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Bryan CARTER 目前為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經理人，也是法國巴黎投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團隊投資長。在加入法

國巴黎投資之前，其曾任職於 Acadian Asset Management 的資深經理人，T.Rowe Price 的經濟學家，以及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學家。

Luther Bryan CARTER 於 Georgetown University 取得學士學位，於哈佛大學取得公共管理及國際發展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主要投資於以不同貨幣計值，並在亞洲（日本除外）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的發行人的債券或其他類似有價

證券，以及這類資產的衍生性金融工具。 
子基金把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

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或 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香港(18.29%)、印尼(15.53%)、馬來西亞(7.31%)、印度(6.86%)、泰國(6.63%)、菲

律賓(6.34%)、其他(39.05%)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34.79%)、金融(16.00%)、現金及約當現金(14.23%)、能源(6.29%)、房地產(5.08%)、

公用事業(4.82%)、其他(18.8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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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22 -3.80 2.01 -6.04 年化標準差% 2.83 3.07 3.1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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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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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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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法巴百利達俄羅斯股票基金(F555)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Equity Russia - Classic USD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02/17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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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77百萬歐元(截至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Dan FREDRIKSON資深股票基金經理人  
於2002年加入法國巴黎投資的策略夥伴Alfred Berg，此前任職於Länsförsäkringar Kapitalförvaltning AB，並擔任股票及基金經理人。 
Dan擁有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經濟與企管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由在俄羅斯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或等同股票的有價證券。 
子基金把其最少 75%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 2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

券、貨幣市場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 1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以及把不多於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或 UCI。
子基金只可使用衍生性金融工具作避險用途。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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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31.42%)、原物料(19.09%)、電信服務(14.28%)、金融(12.49%)、公用事業(11.34%)、

核心消費商品(9.38%)、工業(2.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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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98 34.20 37.77 3.34 年化標準差% 11.49 14.96 16.9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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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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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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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85 頁，共 376 頁 

46. 法巴百利達美國小型股票基金(F639) 
 Parvest Equity USA Small Cap - Classic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85/12/20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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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96百萬美元(截至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PAMELA WOO 資深基金經理人 
Pamela 於 2004 年加入法國巴黎投資，之前曾任職於 Merrill Lynch，擁有豐富的資產管理經驗。 

Pam於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取得學士學位，並於哈佛大學取得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市值低於羅素 2000 指數的最大市值（於每個財政年度初時作出評估），且在美國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

活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或等同股票的有價證券。子基金把其最少 75%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

產（即最多 2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 15%的資產投

資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以及把不多於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或 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100%)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服務(23.92%)、健康護理(17.25%)、科技(15.57%)、非核心消費商品(12.44%)、原物

料及加工(10.24%)、耐用品生產商(10.00%)、能源(5.76%)、核心消費商品(2.97%)、公用

事業(1.85%)、未分類(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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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59 43.81 31.68 8.25 年化標準差% 9.64 10.70 14.6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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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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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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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86 頁，共 376 頁 

47. 法巴百利達美國中型股票基金(F556) 
Parvest Equity USA Mid Cap - Classic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01/30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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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33 百萬美元(截至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THYRA ZERHUSEN 資深基金經理人 

2003 到現在: 投資顧問 
Diplom-Ingenieu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經濟碩士 

具有32年的投資經驗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市值低於羅素中型股指數的最大市值及／或高於羅素中型股指數的最小市值（於每個財政年度初時作出評估），且在

美國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或等同股票的有價證券。 
子基金把其最少75%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2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

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及／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以及把不多於10%的資

產投資於UCITS或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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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心消費商品(35.14%)、科技(14.86%)、耐久財(14.38%)、核心消費商品(9.09%)、

能源(8.24%)、健康護理(7.84%)、金融服務(6.66%)、原物料與加工(3.82%)、未分類

(0%)、公用事業(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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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99 31.10 14.72 -4.99 年化標準差% 14.17 14.18 16.5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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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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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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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法巴百利達美國股票基金(F557) 
Parvest Equity USA - Classic Cap.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0/03/27 
股份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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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95百萬美元(截至2018/6/29)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Henri Fournier為法國巴黎投資計量團隊經理人， 2007-2012期間擔任系統投資策略團隊的計量分析師，2012年開始勝任基金經理

人職位。 加入法國巴黎投資之前，1996-2004期間其任職於法國巴黎銀行擔任計量分析師，1993-1996期間任職於法國興業銀行，

股票分析師。 
Henri Fournier1991年畢業於法國“EPITA" Engineering School，後於2001年取得法國財務分析師協會認證(SFAF Certification)。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由在美國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或等同股票的有價證券。 
子基金把其最少75%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2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

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5%的資產投資於任何種類的債務證券，以及把不多於10%的資產投

資於UCITS或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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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9%)、資訊科技(17.90%)、金融(13.62%)、非核心消費商品(12.37%)、原物料

(12.29%)、健康護理(5.06%)、能源(3.52%)、核心消費商品(2.77%)、公用事業(2.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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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49 24.28 17.73 -1.80 年化標準差% 8.81 7.93 10.6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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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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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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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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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lassic M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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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Christophe Auvity 在固定收益領域的經驗已經有 24 年了，目前他是公司債團隊主管，管理高收益和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在 2010 年到 2012 年，Christophe 為全球投資級債券之產品經理。在此之前，他管理法國巴黎資產之高收益債券以及法國巴黎資產管

理美國之抵押合成票據，法國巴黎資產管理美國是法國巴黎資產管理全球固定收益管理夥伴。Christophe 專精於歐洲固定收益和信用

基金，他在 2000 年時參與信用研究團隊的防禦投資流程。再更早之前，Christophe 為一名投資組合經理負責歐洲固定收益領域。 

Christophe 畢業於 University of Paris-La Sorbonne，擁有金融和管理科學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以美元計值，並由在美國設立註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的公司所發行的低於 Baa3 級（穆迪）或 BBB- 級（標準普

爾）債券及／或被視為等同有關債券的有價證券，以及這類資產的衍生性金融工具。若債券或有價證券不再符合評等準則，經理人

將為股東利益即時調整投資組合的成份。 
子基金把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任何其他可轉讓

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10%的資產投資於UCITS或UCI。在避險後，子基金對美元以外的

貨幣投資不得超過5%。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4.92%)、荷蘭(6.46%)、加拿大(5.04%)、英國(3.75%)、日本(1.78%)、愛爾蘭(1.55%)、
其他(6.50%) 

基金持股(依產業)：通訊(26.88%)、能源(21.69%)、周期性消費(12.09%)、非周期性消費(11.40%)、科技
(7.97%)、資本財(7.08%)、其他(12.9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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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20 9.62 8.38 -1.09 年化標準差% 2.37 3.05 4.5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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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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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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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法巴百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F733)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Bond World Emerging Local - Classic M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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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4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最高 1.40% 

基金經理人簡介 
Bryan CARTER 目前為法巴百利達全球新興市場精選債券基金經理人，也是法國巴黎投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團隊投資
長。在加入法國巴黎投資之前，其曾任職於 Acadian Asset Management 的資深經理人，T.Rowe Price 的經濟學家，以及
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學家。Luther Bryan CARTER 於 Georgetown University 取得學士學位，於哈佛大學取得公共管理
及國際發展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由新興國家（在 1994 年 1 月 1 日前被界定為非經合組織成員國家和土耳其及希臘），或在這些國家設立註
冊辦事處或進行其大部份業務活動，以便受惠於這些國家的貨幣波動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券及債務證券或其他類似有價
證券，以及這類資產的衍生性金融工具。 
子基金把其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上述之投資標的，子基金亦可把其餘資產（即最多三分之一的資產）投資於任
何其他可轉讓有價證券、貨幣市場工具、衍生性金融工具或現金，並可把不多於 10%的資產投資於 UCITS 或 UCI。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印尼(10.67%)、南非(9.72%)、俄羅斯(8.20%)、哥倫比亞(6.57%)、秘魯(6.56%)、八西
(6.10%)、其他(52.17%)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79.37%)、主權債(86.56%)、房地產(1.39%)、政府公債和超國家組織(1.12%)、公用
事業(0.81%)、石油及天然氣(0.81%)、其他(-59.0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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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11 -0.33 -2.83 -8.27 年化標準差% 10.23 10.14 11.3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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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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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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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施羅德傘型基金 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F107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Asian Asset Income Fund A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6/27/2011 
股份類別 A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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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41.86 百萬港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ulti-Asset Team 
施羅德多元資產團隊成立超過60年，擅長多元資產配置與風險管理，擁有超過60多位投資專才分佈世界各地，包括11名基金經理

長駐亞洲。 

基金目標及策略 
請詳公開說明書「投資目標及政策」。子基金的目標是主要透過投資於亞洲股票和亞洲固定收益證券，以提供收益及中期至長期

的資本增值。 
選定理由 
1. 基金主要投資亞洲高股利股票配合亞洲高收益債券，股債雙管齊下掌握亞洲經濟高成長潛力 
2. 彈性加入其他不動產證券化等多元資產，增加獲利契機 
3. 應因應市場變化動態調整股債配置，追尋收益同時控管風險 
4. 提供累積及每月配息類股等多種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22.90%)、香港(18.80%)、澳洲(15.50%)、新加坡(12.40%)、泰國(4.20%)、印度

(3.20%)、印尼(3.20%)、其他(3.90%)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45.90%)、公用事業(10.90%)、通訊(8.90%)、能源(4.70%)、循環性消費(3.70%)、

基礎原料(3.40%)、工業(3.30%)、其他(3.3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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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54 7.37 11.67 -3.96 年化標準差% 5.06 5.36 5.9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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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Level 33, Two Pacific Place, 88 Queensway, Hong Kon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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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大中華(F400) 
Schroder ISF Greater China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26/2003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115.5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盧偉良 
學歷：澳洲麥格里大學應用財務碩士；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經歷：1997年加入施羅德，1997-2007年擔任施羅德(環)中國優勢、大中華及新興亞洲等基金經理人，現為施羅德亞洲(不含日本)
股票團隊副主管暨大中華股票團隊主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和台灣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

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本

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基金可受惠中國十二五計畫的新興戰略產業。 
2. 掌握消費、潔淨能源和工業設備的投資機會。 
3. 持續聚焦以內需和消費成長為主的優質標的。 
4. 囊括中港台大中華地區經濟貿易合作題材。 
5. 基金操作彈性高選股及產業配置靈活不受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58.99%)、香港(24.03%)、台灣(13.89%)、澳洲(0.99%)、衍生性金融商品(0%)、
流動資產(2.09%)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31.73%)、金融(23.64%)、非民生必需品(15.07%)、工業(4.8%)、房地產

(4.66%)、能源(4.33%)、健康護理(4.06%)、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2.09%)、
其他(9.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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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89 56.79 33.15 0.95 年化標準差% 14.57 13.46 17.6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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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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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太地產股票基金(F291) 
Schroder ISF Asia Pacific Cities Real Estate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0/27/2006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32.6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Tom Walker 
學歷：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政治學士學位；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不動產碩士學位。 
經歷：2014年7月加入施羅德，加入施羅德之前任職於AMP擔任全球上市房地產團隊副主管，擁有15年地產投資經驗。 
 
Hugo Machin 
學歷：Durham University榮譽英語文學學士；Reading University不動產金融投資碩士；牛津大學Said商學院跨境評價文憑。 
經歷：2014年7月加入施羅德，加入施羅德之前任職於AMP擔任歐洲上市房地產團隊主管，擁有15年地產投資經驗；1990年後期

曾服務於Wellcome Trust，具有直接物業投資背景。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集中系列的亞太區房地產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並把重點放在投資於經理人相信受強

勁基建和具支持性規劃制度等因素支持，將展現持續經濟增長的城市的公司。本基金一般持有少於 50 間公司。本基金可直接投

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以將最多 10%的資產經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

於中國 A 股。本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日港星澳四大據點精選配置。 
2. 由上而下國家產業風險控管。 
3. 由下而上量化質化潛力選股。 
4. 不受參考指標*限制彈性佈局。 
5. 同時投資房產股票及 REITs(不動產證券化信託憑證)。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日本(33.83%)、香港(28.79%)、澳洲(19.54%)、中國**(8.24%)、新加坡(6.33%)、菲律

賓(2.38%)、衍生性金融商品(-0.01%)、流動資產(0.88%) 
基金持股(依產業)： 房地產(89.73%)、科技(3.63%)、工業(3.50%)、週期性消費(2.2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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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39 9.02 4.14 1.54 年化標準差% 9.76 9.13 12.2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參考指標：GPR 泛亞洲地產指數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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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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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93 頁，共 376 頁 

5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F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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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Asian Bond Total Return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5/31/2002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323.32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ulia Ho 
學歷：新加坡國立大學企業管理學士；CFA。 
經歷：2012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亞洲固定收益之投資組合經理人。加入施羅德前，曾於1989~1995年擔任大華銀行之投資組合經

理人，其後加入洛希爾資產管理公司，2003~2012年任職西方資產管理公司。 
Chow Yang Ang 
學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學士；CFA。 
經歷：2001年加入施羅德，並自2004年起加入亞洲固定收益團隊，現任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曾任職JP Morgan擔任產品控管

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定息和浮息證券、與上述證券有關的衍生工具和貨幣。該等定息和浮息證券由亞洲的政府、

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就本基金而言，亞洲包括以下西亞國家：巴林、以色列、黎巴嫩、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本基金之設計係參與正在上升的市場，並同時通過運用衍生工具儘量減低跌市時的損失。惟不保證

能減低損失。本基金可通過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制度或受監管市場投資於中國內地。本基金可將最多 50%的

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

獲評級債券而言，按施羅德的評級）。 
本基金可（在例外情況下）將其資產的 100%持有貨幣市場工具或現金。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

基金而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交換）。如本基金運用總回報交換，總回報交換的相關投資為本基金依照投資目

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具體而言，總回報交換可被用於取得定息和浮息證券的長倉和短倉。對總回報交換的總投資將不

超過資產淨值的 60%，並且預期維持在資產淨值的 0%至 30%內。在特定情況下，該比例可能更高。 
選定理由 
1. 本基金投資組合以投資等級債券為主，波動風險相對較低，且績效與其他資產相關性低，最適合作為核心資產的良選。 
2. 尋求最佳投資機會(Best idea)，靈活運用貨幣、利率與債信三大工具，多元彈性且無須釘住參考指數，可因應市場趨勢加碼亞

洲主權債、當地債、亞洲貨幣、亞洲企業債券以及中國*相關債券等具投資吸引力之標的。 
3. 本基金是以低波動參與亞洲高成長的優質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29.80%)、印度(12.96%)、香港(9.36%)、泰國(8.25%)、印尼(5.28%)、菲律賓

(3.59%)、衍生性金融商品(5.53%)、約當現金(4.17%)、現金(6.40%)、其他(14.66%) 
基金持股(依產業)： 企業債券(38.9%)、政府債券(33.32%)、基金(7.74%)、交換合約(5.08%)、可轉換債券

(2.17%)、浮動利率債券(1.24%)、資產擔保證券(0.54%)、衍生性金融商品(0.00%)、約

當現金(4.17%)、現金(6.40%)、其他(0.4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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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82 0.29 -1.65 -3.09 年化標準差% 2.48 2.28 3.1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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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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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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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F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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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Asian Bond Total Return A1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3/2003 
股份類別 A1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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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2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ulia Ho 
學歷：新加坡國立大學企業管理學士；CFA。 
經歷：2012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亞洲固定收益之投資組合經理人。加入施羅德前，曾於1989~1995年擔任大華銀行之投資組合經

理人，其後加入洛希爾資產管理公司，2003~2012年任職西方資產管理公司。 
Chow Yang Ang 
學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商學學士；CFA。 
經歷：2001年加入施羅德，並自2004年起加入亞洲固定收益團隊，現任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曾任職JP Morgan擔任產品控管

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定息和浮息證券、與上述證券有關的衍生工具和貨幣。該等定息和浮息證券由亞洲的政府、

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就本基金而言，亞洲包括以下西亞國家：巴林、以色列、黎巴嫩、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

土耳其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本基金之設計係參與正在上升的市場，並同時通過運用衍生工具儘量減低跌市時的損失。惟不保證

能減低損失。本基金可通過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制度或受監管市場投資於中國內地。本基金可將最多 50%的

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就未

獲評級債券而言，按施羅德的評級）。 
本基金可（在例外情況下）將其資產的 100%持有貨幣市場工具或現金。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

基金而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交換）。如本基金運用總回報交換，總回報交換的相關投資為本基金依照投資目

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具體而言，總回報交換可被用於取得定息和浮息證券的長倉和短倉。對總回報交換的總投資將不

超過資產淨值的 60%，並且預期維持在資產淨值的 0%至 30%內。在特定情況下，該比例可能更高。 
選定理由 
1. 本基金投資組合以投資等級債券為主，波動風險相對較低，且績效與其他資產相關性低，最適合作為核心資產的良選。 
2. 尋求最佳投資機會(Best idea)，靈活運用貨幣、利率與債信三大工具，多元彈性且無須釘住參考指數，可因應市場趨勢加碼亞

洲主權債、當地債、亞洲貨幣、亞洲企業債券以及中國*相關債券等具投資吸引力之標的。 
3. 本基金是以低波動參與亞洲高成長的優質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29.8%)、印度(12.96%)、香港(9.36%)、泰國(8.25%)、印尼(5.28%)、菲律賓(3.59%)、
衍生性金融商品(5.53%)、約當現金(4.17%)、現金(6.4%)、其他(14.66%) 

基金持股(依產業)： 企業債券(38.9%)、政府債券(33.32%)、基金(7.74%)、交換合約(5.08%)、可轉換債券

(2.17%)、浮動利率債券(1.24%)、資產擔保證券(0.54%)、衍生性金融商品(0.00%)、約

當現金(4.17%)、現金(6.40%)、其他(0.4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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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82 0.34 -1.59 -3.09 年化標準差% 2.48 2.29 3.1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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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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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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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拉丁美洲(F1446) 
Schroder ISF Latin American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5/31/2002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246.58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Tom Wilson 
學歷：紐卡索大學歷史榮譽學士，CFA。                                                                                                                
經歷：投資生涯始於2001年10月加入施羅德，2004-2007年歐非中東股票團隊分析師，現任施羅德新興市場股票團隊主管。 
Pablo Riveroll 
學歷：ITAM (Mexico)經濟學學士 
經歷：2010年加入施羅德新興市場團隊主要負責拉丁美洲股票研究。2006年8月加入瑞士信貸拉丁美洲股票研究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拉丁美洲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本基金通常持有 50 至 70 間公司。本基金可為達致投

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主要透過投資於拉丁美洲公司的股票，以追求資本增值。 
2. 兼具"計量投資模型"進行國家配置決策，以及"由下至上"個股篩選決策。 
3. 投資組合以 MSCI 拉美指數成分股為核心，並搭配其他非成分股。 
4. 國家配置較貼近參考指標(MSCI 拉丁美洲 10/40 指數)，受額外國家風險影響低，易於追蹤。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巴西(54.2%)、墨西哥(26.71%)、智利(8.8%)、祕魯(4.56%)、哥倫比亞(2.3%)、阿根廷

(1.81%)、西班牙(0.69%)、衍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0.93%)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32.22%)、原物料(16.66%)、民生必需品(11.23%)、非民生必需品(10.86%)、能源

(8.14%)、公用事業(6.53%)、工業(5.57%)、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0.93%)、
其他(7.8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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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4 15.59 1.94 -10.88 年化標準差% 23.48 20.90 23.9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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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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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金磚四國(F399) 
Schroder ISF BRIC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0/31/2005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291.27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Tom Wilson 
學歷：紐卡索大學歷史榮譽學士，CFA。                                                                                                                
經歷：投資生涯始於2001年10月加入施羅德，2004-2007年歐非中東股票團隊分析師，現任施羅德新興市場股票團隊主管。 
Waj Hashmi 
學歷：牛津大學林肯學院物理學士學位，CFA，ACA。 
經歷：投資生涯始於1993年加入Arthur Andersen，1997年加入LGT Asset Management擔任新興市場分析員，1998年加入 WestLB 
Asset Management擔任資深分析員，2000年擔任歐洲、中東和非洲團隊主管，2002年成為全球新興市場基金經理人，2005年7月加

入施羅德，目前為全球新興市場基金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一系列摩根士丹利金磚四國指數（MSCI BRIC index）內的公司的股權。本基金通常持有 25
至 50 間公司。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

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透過投資於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等國家之公司股票以期獲得資本增值。 
2. 兼具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之選股策略，投資組合建構由國家布局因素及個股選取因素決定。 
3. 投資流程兼具質化與量化分析。以計量模型與人為判斷決定國家配置，以基本面分析決定個股選取。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香港/中國*(61.06%)、印度(14.45%)、巴西(11.49%)、俄羅斯(9.1%)、南非(2.6%)、衍

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1.31%)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27.37%)、金融(25.89%)、非民生必需品(16.27%)、能源(12.78%)、民生必需

品(8.61%)、原物料(4.88%)、工業(1.29%)、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1.31%)、
其他(1.6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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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65 49.99 26.84 -0.74 年化標準差% 15.97 13.26 17.5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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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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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元債券(F045) 
Schroder ISF US Dollar Bond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11/2002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771.8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2 基金經理費 0.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Neil Sutherland 
學歷：都柏林大學碩士學位，CFA。 
經歷：2013年加入施羅德，現任美國固定收益團隊投資組合經理人。逾16年投資經驗，2008年任職於STW Fixed Income Management
擔任投資組合經理人；2001年任職AXA Investmwnt Managers擔任資深固定收益經理人；1997年任職Newton Investment Group擔任

投資組合經理人。 
Lisa Hornby 
學歷：羅格斯大學經濟學學士；CFA。 
經歷： 2010年8月加入施羅德擔任美國利率及政府債券投資組合經理助理。投資生涯始於2007年,任職於Barclays Capital擔任產品

(含證券化商品)控管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和公司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定息及浮息證券，包括資產抵押證券

和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所有信貸範圍的定息投資。本基金可以：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

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和 
- 將最多 70%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發行，信貸評級為投資級別或次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

等評級）的資產抵押證券、商業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和／或住宅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相關資產包括信用卡應收款項、個人貸

款、自動貸款、小型企業貸款、租務、商業不動產貸款和住宅不動產貸款。 
本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本基金可運用槓桿，亦可投資於貨幣

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主要透過投資於由各國政府，政府機構，跨國家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美元為貨幣單位的債券和其他固定利率及浮動利率計價

證券所組成的投資組合，以提供資本增值及收益。 
2. 除可投資於投資等級與高流動性的美國各天期政府債券與不動產抵押債券外，亦可分散投資於機構債券、投資等級企業債券以

及高收益企業債券。 
3. 核心持債之債信品質與流動性俱佳，可迅速因應債券市場變化調整，追求長期之回報為主要投資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66.52%)、開曼(8.14%)、英國(4.41%)、墨西哥(2.78%)、法國(2.7%)、加拿大(1.47%)、
南非(1.3%)、衍生性金融商品(-0.15%)、現金(3.82%)、其他(9.01%)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20.42%)、金融機構(20.24%)、房貸抵押債(17.62%)、國庫券(16.91%)、資產擔保

證券(10.53%)、地方政府債(2.62%)、主權債券(2.51%)、衍生性金融商品(-0.15%)、現

金(3.82%)、其他(5.4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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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3 -1.54 1.07 -2.74 年化標準差% 1.94 2.65 2.7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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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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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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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F048) 
Schroder ISF US Smaller Companies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8/31/2001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352.6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enny Jones 
學歷：紐約大學財務金融碩士；耶魯大學學士。 
經歷：2002年加入施羅德投資，目前擔任美國小型及中小型股票團隊主管；1996年加入摩根史坦利，擔任基金經理人，1990-1996
年任職於Oppenheimer Capital L. P，擔任小型股票價值部門主管。 
Robert Kaynor 
學歷:南衛理公會大學金融應用經濟學學士，CFA。 
經歷：2013年加入施羅德，現任施羅德美國小型及中小型股票團隊共同投資組合經理人及研究總監。1994~2013年，曾任職RCM 資
產管理、Barbary Coast Capital Management 、Ramius Capital Group及Ballast Capital Group等公司擔任分析師及投資組合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美國小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美國股票市場中市值

最少的 30%的公司。本基金投資於廣泛範圍的美國小型公司，相信此等公司在中長期來說，比較大型公司的同行能夠提供更佳的

增長前景。其投資方向集中於三種公司：經理人相信展示了強勁增長趨勢和現金水平正在提升的公司；經理人相信產生可靠收入

和利潤的公司；和經理人相信正進行正面改變但未被市場識別到的公司。這樣，經理人相信我們能夠在中長期為投資者減低整體

風險和提高回報。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

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主要透過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股票，以追求資本增值。 
2. 美國小型公司為購入時，其市值是美國市場中市值最小的 30%之美國公司。 
3. 三大投資主軸嚴選明日之星：股價錯估成長股、穩定獲利股及轉機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92.68%)、加拿大(1.66%)、印度(0.94%)、英國(0.88%)、盧森堡(0.68%)、流動資

產(3.1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服務(24.48%)、非民生必需品(17.27%)、科技(14.16%)、耐用品生產商(10.88%)、

健康護理(9.91%)、資材(8.96%)、能源(4.11%)、公用事業(1.89%)、流動資產(3.16%)、
其他(5.1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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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48 32.29 24.76 1.53 年化標準差% 8.87 10.16 12.4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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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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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香港股票(F778) 
Schroder ISF Hong Kong Equity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1/17/2010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8840.49 百萬港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Toby Hudson 
學歷：劍橋大學地理碩士，IIMR。 
經歷：1992年加入施羅德，1995-2014年擔任亞洲不含日本研究團隊主管暨亞洲不含日本股票基金經理人，現任亞洲不含日本股票

基金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香港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可為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

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由下而上」精挑細選：精選 40-70 支不同行業的股票，且其股價低於合理價值的公司做投資 
2. 長期策略，創造績效：投資在長期基本面看好的公司，維持低周轉率、低交易成本的操作 
3. 大型股為主，波動相對小：精選體質強健大型企業做投資，基金波動相對較小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香港(55.32%)、中國*(41.57%)、盧森堡(0.87%)、衍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2.24%)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41.31%)、消費服務(17.66%)、消費品(9.93%)、工業(7.73%)、科技(6.43%)、石

油天然氣(6.05%)、電訊(2.79%)、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2.24%)、其他

(5.8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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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7.86 58.69 31.78 0.66 年化標準差% 13.60 12.83 17.1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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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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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F144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Emerging Markets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11/2002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4855.9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Robert Davy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Magdalene學院歷史碩士。 
經歷：現任施羅德全球新興市場股票基金經理人暨新興市場股票團隊副主管。投資生涯始於1982年，加入Peat Marwick，並於1986
年取得特許會計師資格。1986年11月加入施羅德，擔任英國股票團隊分析員；1988年擔任美國基金經理人。於1990年協助成立施

羅德拉丁美洲辦公室及事業，為施羅德拉丁美洲團隊創始人之一，並於1990年擔任拉丁美洲基金經理人；2000年成為全球新興市

場基金經理人。 
Tom Wilson 
學歷：紐卡索大學歷史榮譽學士，CFA。                                                                                                                
經歷：投資生涯始於2001年10月加入施羅德，2004-2007年歐非中東股票團隊分析師，現任施羅德新興市場股票團隊主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

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主要透過投資於包括亞洲、拉丁美洲與新興歐洲的環球新興市場公司股票，以追求資本增值。 
2. 參與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公司的成長潛力。 
3. 透過計量程式作國家投資配置決策及透過施羅德 GRiD 系統個股分析作選股決策。 
4. 透過調整超額報酬*後之追蹤誤差與停損機制，進行投資組合風險控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香港/中國**(32.24%)、南韓(18.22%)、台灣(9.85%)、俄羅斯(6.71%)、巴西(5.86%)、
印度(5.78%)、南非(4.34%)、衍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1.96%)、其他(15.04%)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32.07%)、金融(28.11%)、能源(10.8%)、非民生必需品(9.54%)、民生必需品

(6.25%)、原物料(4.39%)、電訊服務(2.26%)、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

(1.96%)、其他(4.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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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49 36.31 19.60 -7.21 年化標準差% 13.67 11.80 15.3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所謂超額報酬，係指基金報酬率減去大盤指數。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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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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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F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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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ulti-Asset Income A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4/8/2015 
股份類別 A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584.87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Aymeric Forest 
學歷：法國Nancy 2大學財務碩士,CFA。 
經歷：2011年加入施羅德，擔任多元資產團隊經理人及施羅德全球資產配置會議成員之一。在加入施羅德之前曾任職於BBVA、

ABN AMRO Asset Management(2008年合併至Fortis Investments，後於2009年合併至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及Dexia Asset 
Management等公司。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直接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定息證券和另類資產類別，或大部份的收入

或利潤產生自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由於本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可以（特別在跌市時為減

少損失）將資產積極地分配至貨幣市場工具和貨幣。本基金可以：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按

標準普爾評級為信用評等低於投資級別，或其他信用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的證券）和未獲評級證券；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

於新興市場債務（定息和浮息）證券；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交易所交易基金、REITs 或開放式投資基金，間接投資於另類資產

類別（定義見本公開說明書附件 III）；和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本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

地管理本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交換）。如本基金運用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

約的相關投資為本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具體而言，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可被用於取得股本和股本相

關證券、定息和浮息證券及商品指數的長倉和短倉。對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的總投資將不超過資產淨值的 30%，並且預期維持

在資產淨值的 0%至 20%內。在特定情況下，該比例可能更高。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新興市場高股利股票及新興市場債券，股債雙管齊下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潛力。 
2. 因應市場變化動態調整股債配置，並搭配另類資產，掌握各方風險，追求低波動參與新興市場收益與成長契機。 
3. 提供累積及每月配息類股等多種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23.71%)、南韓(7.84%)、巴西(6.17%)、台灣(5.05%)、印度(4.79%)、南非(4.36%)、
俄羅斯(4.02%)、印尼(3.96%)、墨西哥(2.92%)、其他(37.18%) 

基金持股(依產業)： 政府(19.51%)、綜合性金融(17.78%)、資訊科技(13.73%)、能源(7.83%)、非民生必需

品(6.63%)、原物料(4.45%)、民生必需品(3.96%)、電訊服務(3.28%)、現金(11.22%)、
其他(11.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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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77 11.16 9.76 -8.28 年化標準差% 10.42 8.64 9.2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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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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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F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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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ulti-Asset Income AX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1/16/2016 
股份類別 AX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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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87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Aymeric Forest 
學歷：法國Nancy 2大學財務碩士,CFA。 
經歷：2011年加入施羅德，擔任多元資產團隊經理人及施羅德全球資產配置會議成員之一。在加入施羅德之前曾任職於BBVA、

ABN AMRO Asset Management(2008年合併至Fortis Investments，後於2009年合併至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及Dexia Asset 
Management等公司。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直接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定息證券和另類資產類別，或大部份的收入

或利潤產生自環球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由於本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可以（特別在跌市時為減

少損失）將資產積極地分配至貨幣市場工具和貨幣。本基金可以：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按

標準普爾評級為信用評等低於投資級別，或其他信用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的證券）和未獲評級證券；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

於新興市場債務（定息和浮息）證券；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交易所交易基金、REITs 或開放式投資基金，間接投資於另類資產

類別（定義見本公開說明書附件 III）；和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本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

地管理本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包括總回報交換）。如本基金運用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

約的相關投資為本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具體而言，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可被用於取得股本和股本相

關證券、定息和浮息證券及商品指數的長倉和短倉。對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的總投資將不超過資產淨值的 30%，並且預期維持

在資產淨值的 0%至 20%內。在特定情況下，該比例可能更高。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新興市場高股利股票及新興市場債券，股債雙管齊下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潛力。 
2. 因應市場變化動態調整股債配置，並搭配另類資產，掌握各方風險，追求低波動參與新興市場收益與成長契機。 
3. 提供累積及每月配息類股等多種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23.71%)、南韓(7.84%)、巴西(6.17%)、台灣(5.05%)、印度(4.79%)、南非(4.36%)、
俄羅斯(4.02%)、印尼(3.96%)、墨西哥(2.92%)、其他(37.18%) 

基金持股(依產業)： 政府(19.51%)、綜合性金融(17.78%)、資訊科技(13.73%)、能源(7.83%)、非民生必需

品(6.63%)、原物料(4.45%)、民生必需品(3.96%)、電訊服務(3.28%)、現金(11.22%)、
其他(11.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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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77 - - -8.29 年化標準差% 10.42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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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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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F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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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arkets Debt Absolute Return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8/31/2001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5073.7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2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Abdallah Guezour 
學歷：擁有法國商學院財務文憑。 
經歷：1996年加入法商Fortis資產管理公司擔任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經理人，開始踏入投資管理領域；2000年加入英商施羅德投資的

新興市場債券管理團隊，負責中東、非洲市場研究。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定息及浮息證券、貨幣及貨幣市場工具。定息及浮息證券將由政府、政府機構、

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本基金亦可持有現金。為著提供絕對回報，基金可將其最多 40%的資產持有現金及已發展市場的貨幣市場

工具。由於本基金不受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可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

評級或其他信用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 
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 
選定理由 
1. 以絕對報酬*為目標，不受市場指標限制，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但亦有彈性加碼於歐、美公債以降低風險，操作靈活彈

性，在波動劇烈的金融環境中更顯防禦特色。 
2. 卓越的風險控管實績，不需跟隨指標，以守護投資人資產為最高原則，絕對報酬策略*的下方風險相對較低，可有效平衡投資

組合風險。 
3. 提供美元、歐元、澳幣等多幣別選擇，與累計或配息之選擇彈性。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墨西哥(11.06%)、波蘭(7.87%)、捷克(6.42%)、巴西(6.41%)、美國(5.19%)、新加坡

(4.37%)、印尼(2.23%)、阿根廷(2.19%)、現金(38.81%)、其他(15.45%) 
基金持股(依產業)： 當地債(55.15%)、外債(5.19%)、美國國庫券(0.85%)、現金(38.8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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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1 0.79 5.33 -3.62 年化標準差% 5.69 4.77 5.9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絕對報酬策略係以追求任何時點進場後 1 2 個月獲得正報酬為目標，惟並不提供保本保障或保證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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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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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09 頁，共 376 頁 

6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F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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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arkets Debt Absolute Return A1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3/2003 
股份類別 A1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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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3.7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2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Abdallah Guezour 
學歷：擁有法國商學院財務文憑。 
經歷：1996年加入法商Fortis資產管理公司擔任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經理人，開始踏入投資管理領域；2000年加入英商施羅德投資的

新興市場債券管理團隊，負責中東、非洲市場研究。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的定息及浮息證券、貨幣及貨幣市場工具。定息及浮息證券將由政府、政府機構、

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本基金亦可持有現金。為著提供絕對回報，基金可將其最多 40%的資產持有現金及已發展市場的貨幣市場

工具。由於本基金不受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可將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

評級或其他信用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級別）的定息和浮息證券。 
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 
選定理由 
1. 以絕對報酬*為目標，不受市場指標限制，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但亦有彈性加碼於歐、美公債以降低風險，操作靈活彈

性，在波動劇烈的金融環境中更顯防禦特色。 
2. 卓越的風險控管實績，不需跟隨指標，以守護投資人資產為最高原則，絕對報酬策略*的下方風險相對較低，可有效平衡投資

組合風險。 
3. 提供美元、歐元、澳幣等多幣別選擇，與累計或配息之選擇彈性。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墨西哥(11.06%)、波蘭(7.87%)、捷克(6.42%)、巴西(6.41%)、美國(5.19%)、新加坡

(4.37%)、印尼(2.23%)、阿根廷(2.19%)、現金(38.81%)、其他(15.45%) 
基金持股(依產業)： 當地債(55.15%)、外債(5.19%)、美國國庫券(0.85%)、現金(38.8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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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1 0.77 5.33 -3.62 年化標準差% 5.69 4.77 5.9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絕對報酬策略係以追求任何時點進場後 1 2 個月獲得正報酬為目標，惟並不提供保本保障或保證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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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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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F049) 
Schroder ISF Emerging Asia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2004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3303.5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盧偉良 
學歷：澳洲麥格里大學應用財務碩士；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CFA)。 
經歷：1997年加入施羅德，1997-2007年擔任施羅德(環)中國優勢、大中華及新興亞洲等基金經理人，現為施羅德亞洲(不含日本)
股票團隊副主管暨大中華股票團隊主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

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可為減低

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主要透過投資於亞洲經濟開發中地區的上市公司股票，持續聚焦亞洲內需產業與消費題材，以期獲得長期投資報酬。 
2. 兼具重北輕南，重內輕外，攻守兼具三大特色，為您掌握亞洲各國輪漲契機與分散單一股市波動風險。 
3. 善用深入當地的研究資源，找出長期股東價值成長的企業來投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香港/中國*(59.14%)、印度(16.21%)、台灣(13.21%)、南韓(6.59%)、印尼(2.18%)、斯

里蘭卡(0.95%)、澳洲(0.8%)、衍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0.92%)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34.07%)、金融(22.69%)、非民生必需品(12.78%)、工業(7.61%)、能源(6.64%)、

健康護理(5.14%)、房地產(3.65%)、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0.92%)、其他

(6.5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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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40 49.29 36.06 -0.47 年化標準差% 13.36 12.74 15.8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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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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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F1452)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Corporate Bond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7/1/2002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796.78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2 基金經理費 0.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Rick Rezek 
學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學士學位；德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碩士學位；CFA。 
經歷：2013年加入施羅德，現任美國固定收益團隊投資組合經理人。逾24年投資經驗，加入施羅德之前，曾任職STW、Loomis 
Sayles、富國銀行投資管理等專業投資機構擔任投資組合經理人。 
Alix Stewart 
學歷：利茲大學經濟與數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經歷： 2012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信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1994年,於2008年至2011年擔任瑞銀環球資產管理的全球信貸

基金經理人。2006年至2008年擔任SWIP的基金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公司發行，以各種貨幣計價的定息及浮息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所有信貸範圍的定息投資。本基金可以：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

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由政府和政府機構發行的證券；和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本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本基金可以使用槓桿，亦可投資於貨

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掌握全球企業以不同貨幣計價發行的固定利率、浮動利率計價的債券投資機會。 
2. 投資操作多元且彈性，主要專注於投資等級企業債券投資，但可彈性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以順應市場趨勢，增加獲利契機。 
3. 可彈性投資於公債或現金以降低風險。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50.95%)、英國(8.12%)、德國(4.4%)、西班牙(3.62%)、法國(3.6%)、跨國組織(2.3%)、
加拿大(1.99%)、衍生性金融商品(-0.02%)、現金(8.24%)、其他(16.8%)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43.36%)、金融機構(30.76%)、機構債券(3.72%)、房貸抵押債(2.91%)、跨國組織

債券(2.3%)、國庫券(2.26%)、擔保債券(1.86%)、衍生性金融商品(-0.02%)、現金(8.24%)、
其他(4.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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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70 1.81 6.65 -2.55 年化標準差% 1.94 2.88 3.2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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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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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基金(F297)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Corporate Bond A1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19/2009 
股份類別 A1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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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78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2 基金經理費 0.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Rick Rezek 
學歷：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學士學位；德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碩士學位；CFA。 
經歷：2013年加入施羅德，現任美國固定收益團隊投資組合經理人。逾24年投資經驗，加入施羅德之前，曾任職STW、Loomis 
Sayles、富國銀行投資管理等專業投資機構擔任投資組合經理人。 
Alix Stewart 
學歷：利茲大學經濟與數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經歷： 2012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信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1994年,於2008年至2011年擔任瑞銀環球資產管理的全球信貸

基金經理人。2006年至2008年擔任SWIP的基金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公司發行，以各種貨幣計價的定息及浮息證券。 
本基金投資於所有信貸範圍的定息投資。本基金可以： 
- 將最多 40%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就具評級債券而言，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

同等級別；就未獲評級債券，按施羅德的評級）。 
- 將最多 20%的資產投資於由政府和政府機構發行的證券；和 
- 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應急可轉債。 
本基金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可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本基金可以使用槓桿，亦可投資於貨

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掌握全球企業以不同貨幣計價發行的固定利率、浮動利率計價的債券投資機會。 
2. 投資操作多元且彈性，主要專注於投資等級企業債券投資，但可彈性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以順應市場趨勢，增加獲利契機。 
3. 可彈性投資於公債或現金以降低風險。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50.95%)、英國(8.12%)、德國(4.4%)、西班牙(3.62%)、法國(3.6%)、跨國組織(2.3%)、
加拿大(1.99%)、衍生性金融商品(-0.02%)、現金(8.24%)、其他(16.8%)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43.36%)、金融機構(30.76%)、機構債券(3.72%)、房貸抵押債(2.91%)、跨國組織

債券(2.3%)、國庫券(2.26%)、擔保債券(1.86%)、衍生性金融商品(-0.02%)、現金(8.24%)、
其他(4.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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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70 1.76 6.65 -2.55 年化標準差% 1.94 2.89 3.3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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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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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股票基金(F562)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Equity Yield A1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7/29/2005 
股份類別 A1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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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78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Simon Adler 
學歷:愛丁堡大學政治學碩士，CFA。 
經歷：2008年加入施羅德，2008年迄今分別擔任分析師及基金經理人等職務。 
Nick Kirrage 
學歷:布里斯托爾大學航空工程碩士，CFA。 
經歷：2001年加入施羅德，於2001年至2013年分別擔任分析師及基金經理人，現任環球價值團隊共同主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由於本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

理。本基金將投資於一個多元化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的投資組合，而該等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的合計股息回報率較平均市場回報

率為高。如經理人認為某些派發低於平均股息回報率的股票有潛力將來派發高於平均回報率的股息，亦可將之包含在投資組合。

本基金將不會僅為回報率而管理：總回報（股息回報率加資本增值）亦同樣重要。本公司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

亦可以將最多 10%的資產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可為達

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以提供收益和資本增值。 
2. 高股息的股票通常提供穩定的收益，且具有良好的潛在獲利成長性。 
3. 不受參考指標*投資比重限制，以追求創造長期較優異表現與相對參考指標較低的波動。 
4. 2013 年起配息頻率由季配息改為月配息。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英國(35.14%)、美國(14.06%)、法國(11.91%)、義大利(6.65%)、比利時(5.16%)、澳洲

(4.89%)、日本(4.19%)、衍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2.83%)、其他(15.17%)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28.8%)、非民生必需品(17.74%)、原物料(9.85%)、能源(9.68%)、資訊科技(8.06%)、

民生必需品(6.12%)、公用事業(5.31%)、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2.83%)、
其他(11.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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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23 36.56 23.33 -0.70 年化標準差% 9.50 7.44 11.2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本基金參考指標為 MSCI World TR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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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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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F1071)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Dividend Maximiser AX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4/2/2014 
股份類別 AX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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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3.3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Value Team 
全球價值團隊合計擁有超過80年的專業投資經驗，由六位基金經理人所組成，另配有一位分析師和一位產品經理提供支援。該團

隊在英國、歐洲和全球股市的投資範圍管理股票和收益投資組合。(截至2018/4/30) 
Structured Fund Management 
結構產品管理團隊為施羅德股息系列相關產品所建立的模型與相關交易對手已運作超過10年，每年選擇權交易的名目市值超過

200億英鎊，產生3億英鎊的選擇權收益。(資料截至2018/3/31)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潛力而精選的全球股票或股權相關證券。為增加本基金的

收益，投資經理選擇性地賣出基金持有之個別證券之短期選擇權買權，透過同意賣出超出履約價格之資本增長潛力，以產生額外

收益。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

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以持有現金存款。 
選定理由 
1. 投資於全球股票，追求股利收益以及資本增值的機會。三大選股方向，挑選高品質、具成長潛力與投資價值。雙重收益來源，

包含股利和選擇權權利金收入。 
2. 股息基金所稱之股息係以股票搭配選擇權方式，產生的權利金收入作為配息類股之配息來源之一。提醒投資人配息並非固定不

變或保證獲利，配息類股除息後淨值將隨之下降，配息可能影響再投資的複利效益。當市場短線大幅上漲時，股息基金所進行的

保護性選擇權操作策略可能導致基金漲勢較同類型基金或基金指標緩慢。股息基金波動仍與其他股票型基金相同，不會因為金融

衍生性商品的操作而有所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英國(37.72%)、美國(16.95%)、法國(11.13%)、義大利(6.9%)、比利時(5.36%)、澳洲

(5.09%)、南韓(3.55%)、衍生性金融商品(-0.98%)、流動資產(0.68%)、其他(13.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30.17%)、非民生必需品(18.57%)、原物料(8.8%)、資訊科技(8.74%)、能源(8.71%)、

民生必需品(6.94%)、公用事業(6.21%)、衍生性金融商品(-0.98%)、流動資產(0.68%)、
其他(12.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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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61 27.72 17.96 -1.78 年化標準差% 8.03 6.32 9.8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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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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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F1069)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Dividend Maximiser A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7/13/2007 
股份類別 A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3883.3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Value Team 
全球價值團隊合計擁有超過80年的專業投資經驗，由六位基金經理人所組成，另配有一位分析師和一位產品經理提供支援。該團

隊在英國、歐洲和全球股市的投資範圍管理股票和收益投資組合。(截至2018/4/30) 
Structured Fund Management 
結構產品管理團隊為施羅德股息系列相關產品所建立的模型與相關交易對手已運作超過10年，每年選擇權交易的名目市值超過

200億英鎊，產生3億英鎊的選擇權收益。(資料截至2018/3/31)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現金除外）投資於按其收益和資本增長潛力而精選的全球股票或股權相關證券。為增加本基金的

收益，投資經理選擇性地賣出基金持有之個別證券之短期選擇權買權，透過同意賣出超出履約價格之資本增長潛力，以產生額外

收益。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中國 B 股和中國 H 股，亦可將最多 10%的資產透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及深港股票市場

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 A 股。本基金亦可為有效管理投資組合而投資於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以持有現金存款。 
選定理由 
1. 投資於全球股票，追求股利收益以及資本增值的機會。三大選股方向，挑選高品質、具成長潛力與投資價值。雙重收益來源，

包含股利和選擇權權利金收入。 
2. 股息基金所稱之股息係以股票搭配選擇權方式，產生的權利金收入作為配息類股之配息來源之一。提醒投資人配息並非固定不

變或保證獲利，配息類股除息後淨值將隨之下降，配息可能影響再投資的複利效益。當市場短線大幅上漲時，股息基金所進行的

保護性選擇權操作策略可能導致基金漲勢較同類型基金或基金指標緩慢。股息基金波動仍與其他股票型基金相同，不會因為金融

衍生性商品的操作而有所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英國(37.72%)、美國(16.95%)、法國(11.13%)、義大利(6.9%)、比利時(5.36%)、澳洲

(5.09%)、南韓(3.55%)、衍生性金融商品(-0.98%)、流動資產(0.68%)、其他(13.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30.17%)、非民生必需品(18.57%)、原物料(8.8%)、資訊科技(8.74%)、能源(8.71%)、

民生必需品(6.94%)、公用事業(6.21%)、衍生性金融商品(-0.98%)、流動資產(0.68%)、
其他(12.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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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96 22.43 12.50 -3.20 年化標準差% 8.17 6.44 9.8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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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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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債收息基金(F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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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roder ISF Global Multi-Asset Income A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4/18/2012 
股份類別 A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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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2.2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Aymeric Forest 
學歷：法國Nancy 2大學財務碩士,CFA。 
經歷：2011年加入施羅德，擔任多元資產團隊經理人及施羅德全球資產配置會議成員之一。在加入施羅德之前曾任職於BBVA、

ABN AMRO Asset Management(2008年合併至Fortis Investments，後於2009年合併至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及Dexia Asset 
Management等公司。 
Team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直接或間接通過衍生工具投資於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定息證券和另類資產類別。由於本基金不受

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可將最多 50%的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的證券，及未獲評級的證券。本基金可將

超過 50%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務證券。另類資產類別的投資通過本公開說明書附件 III 所述之合資格資產進行。本基金可為

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如本基金運用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總回報交

換及差價合約的相關投資為本基金依照投資目標和投資政策可以投資的工具。具體而言，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可被用於作取得

股本和股本相關證券、定息和浮息證券及商品指數的長倉和短倉。對總回報交換及差價合約的總投資將不超過資產淨值的 30%，

並且預期維持在資產淨值的 0%至 20%內。在特定情況下，該比例可能更高。本基金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於開放式投資基金。

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提供配息類股：除累積類股外，另提供每月配息類股(美元與澳幣對沖)，與季配息類股(歐元對沖)兩種選擇。 
2. 各種債券組合：一舉掌握歐美亞以及新興高收益和投資級債券資產不需自行配置。 
3. 鎖定優質股票：著重財務穩、獲利佳、品質優與股利股。 
4. 投組多元分散：超過 20 種資產 12 大產業 40 個國家掌握潛力投資機會同時分散風險。 
5. 追求低波動度：主動式風險管理，訴求低波動表現。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北美洲(54.31%)、新興市場(17.45%)、歐洲(10.24%)、英國(8.73%)、亞太(3.4%)、日

本(2.83%)、其他(3.04%) 
基金持股(依產業)： 政府(17.24%)、綜合性金融(13.9%)、能源(7.31%)、非民生必需品(6.47%)、資訊科技

(5.05%)、健康護理(4.92%)、電訊服務(4.37%)、民生必需品(4.28%)、現金(17.49%)、
其他(18.9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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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12 7.11 4.69 -2.25 年化標準差% 3.66 3.47 4.5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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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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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計量精選價值基金(F564) 
Schroder ISF QEP Global Active Value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0/29/2004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483.2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QEP Investment Team 
施羅德計量投資團隊成立於1996年，主要由29位專業人士組成(截至2016/1/31)，主要駐點於倫敦、纽約、雪黎及香港，總管理資

產規模達264億英鎊(截至2015/9/30)，客戶遍及全球，包括退休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及保險公司等。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由全球各地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組成的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由於本基金不受指數約

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集中於擁有某些「價值」特色的公司。價值是參考現金流、股息和收入等指標來評估的，

藉以物色經理人認為被市場低估了價值的證券。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

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施羅德計量股票產品之最大特點，在於有效結合系統性架構與公司基本面分析，形成一套完全不同一般之全球股票策略，其中環

球計量精選價值策略屬於： 
1. 價值選股為基礎：以股利、現金流量、盈餘、營收及資產品質為基礎之分析法尋找具潛力標的。 
2. 每日靈活動態管理，以價值評分法及篩選流程，精選潛力個股。 
3. 不受 MSCI 全球股票指數限制，在全球超過 50 個國家、15,000 檔可投資的股票中尋找投資機會，最大化市場投資範圍。 
4. 非市值加權取向，不受指數產業、市值大小限制，避免落入以市值加權布局之陷阱。 
5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41.67%)、日本(10.35%)、英國(10.27%)、法國(3.91%)、瑞士(3.04%)、澳洲(2.79%)、
中國*(2.68%)、南韓(2.47%)、流動資產(1.5%)、其他(21.32%)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20.54%)、健康護理(13.69%)、非民生必需品(11.49%)、民生必需品(10.83%)、資

訊科技(9.57%)、能源(8.07%)、工業(7.53%)、原物料(7.36%)、流動資產(1.5%)、其他

(9.4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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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54 22.04 10.77 -4.25 年化標準差% 9.07 7.86 11.4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

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 10%之規定。

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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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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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F1454) 
Schroder ISF Global Climate Change Equity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6/29/2007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431.7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Simon Webber and Team 
學歷：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物理學士，CFA。 
經歷：投資生涯始於1999年加入施羅德，擔任全球科技團隊之研究分析員；2001年擔任美國股票基金經理人，專門研究科技及工

業類股；2002年負責美國電信、媒體及軟體產業之分析；2004年9月加入全球及國際股票團隊，專門負責消費及電信服務產業；

2006年與 Matthew Franklin開發施羅德全球氣候變化股票策略，建立團隊並進行分析該領域之全球股票投資機會；目前擔任國際

股票及施羅德環球氣候變化策略基金經理人及全球產業專家，負責電信及汽車產業。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全球各地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由於本基金不受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

理。經理人相信及早承認氣候變化的威脅和面對挑戰，或成為解決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一員的公司，將最終受惠於被市場低估的

長期架構增長。我們預計當市場認同此等較強的收入增長動力，該等公司將會有超卓的表現。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

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透過投資於受惠於全球氣候變遷或適應氣候變遷之公司股票以期獲得資本增值。 
2. 鎖定五大主軸公司投資，五大主軸包括環保運輸、能源效率、低碳燃料、環境資源與清潔能源等。 
3. 為全球股票投資組合採最佳投資概念選股策略，持股數相對集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38.27%)、日本(11.01%)、德國(9.33%)、英國(5.62%)、丹麥(3.63%)、西班牙(3.51%)、
挪威(3.03%)、衍生性金融商品(0%)、流動資產(2.37%)、其他(23.23%)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36.53%)、資訊科技(20.42%)、原物料(14.31%)、非民生必需品(13.91%)、公用事

業 (4.94%)、健康護理(4.04%)、金融(1.86%)、衍生性金融商品(0.00%)、流動資產

(2.37%)、其他(1.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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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14 32.98 23.43 -2.18 年化標準差% 9.71 8.63 12.7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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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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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F567) 
Schroder ISF Global Energy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6/30/2006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459.45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Mark Lacey 
學歷：諾汀漢特倫特大學商業榮譽學士。 
經歷：2013年加入施羅德,現任環球能源基金及環球能源小型公司基金共同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1996年任職於瑞士信貨資產管理,
並曾於Mercuria Global Energy Solutions、Investec、Goldman Sachs、JP Morgan等公司負責能源產業之相關投資及研究。曾於2006
年Thompson Extel Survey中獲評為能源專家第一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可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能源產業內集中系列的公司的股權。本基金通常持有少於 50 間的公司。由於本基金不受

指數約束，故此不會參考指數來管理。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

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不受限於參考指標，追求全方位能源投資機會：除傳統能源公司外，也可投資於能源相關基礎設施公司及天然氣等低碳能源產

業。 
2. 長期加碼探勘與生產，以及設備與服務類股等，與油價敏感性高的次產業。 
3. 集中投資於看好的個股，持股數約 20-30 支個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48.77%)、英國(20.17%)、加拿大(16.04%)、義大利(7.34%)、葡萄牙(3.49%)、西

班牙(1.4%)、衍生性金融商品(0.77%)、流動資產(2.01%) 
基金持股(依產業)： 石油及天然氣開採及生產(48.62%)、綜合石油及天然氣(22.98%)、石油及天然氣設備

及服務(18.85%)、石油及天然氣儲存及運輸(4.97%)、石油與天然氣煉製和營銷(1.8%)、
衍生性金融商品(0.77%)、流動資產(2.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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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30 11.69 -15.02 11.08 年化標準差% 25.84 23.67 31.1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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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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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高收益債券(F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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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Global High Yield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4/16/2004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2326.30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M. Metcalf 
K. Leidman 
學歷：倫敦商學院MBA；CFA。 
經歷： 2012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信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2003年,任職於UBS環球資產管理公司擔任高收益投資組合經

理。 
M. Scott 
學歷：牛津大學地理學學士（榮譽）學位 
經歷： 2006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信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2005年。曾擔任信貸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定息和

浮息證券。此等證券可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各種貨幣計價。本基金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

於應急可轉債。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本基金可運用槓桿，

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至少 70%應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但其他可彈性投資於現金、公債與投資等級債券等，可因應景氣循環、靈活彈性布局。 
2. 透過嚴謹的債券篩選以及避險操作，不但追求收益，同時控制風險。 
3. 提供美金、澳幣對沖、歐元對沖以及累積、月配息等多種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56.36%)、英國(6.88%)、盧森堡(5.22%)、荷蘭(5.1%)、義大利(5%)、加拿大(3.86%)、
衍生性金融商品(-0.21%)、約當現金(1.48%)、現金(4.12%)、其他(12.19%)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75.11%)、金融機構(13.96%)、公用事業(2.39%)、機構債券(1.56%)、主權債券

(0.65%)、地方政府債(0.53%)、衍生性金融商品(-0.21%)、約當現金(1.48%)、現金

(4.12%)、其他(0.4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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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7 11.96 11.80 -1.60 年化標準差% 2.53 3.48 5.1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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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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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高收益債券(F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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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Global High Yield A1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3/27/2009 
股份類別 A1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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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30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M. Metcalf 
K. Leidman 
學歷：倫敦商學院MBA；CFA。 
經歷： 2012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信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2003年,任職於UBS環球資產管理公司擔任高收益投資組合經

理。 
M. Scott 
學歷：牛津大學地理學學士（榮譽）學位 
經歷： 2006年加入施羅德擔任信貸投資組合經理人。投資生涯始於2005年。曾擔任信貸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按標準普爾的評級或其他信貸評級機構的任何同等評級）的定息和

浮息證券。此等證券可由全球各地政府、政府機構、跨國組織和公司發行，並以各種貨幣計價。本基金可將最多 10%的資產投資

於應急可轉債。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運用長倉和短倉的衍生工具。本基金可運用槓桿，

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至少 70%應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但其他可彈性投資於現金、公債與投資等級債券等，可因應景氣循環、靈活彈性布局。 
2. 透過嚴謹的債券篩選以及避險操作，不但追求收益，同時控制風險。 
3. 提供美金、澳幣對沖、歐元對沖以及累積、月配息等多種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56.36%)、英國(6.88%)、盧森堡(5.22%)、荷蘭(5.1%)、義大利(5%)、加拿大(3.86%)、
衍生性金融商品(-0.21%)、約當現金(1.48%)、現金(4.12%)、其他(12.19%)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75.11%)、金融機構(13.96%)、公用事業(2.39%)、機構債券(1.56%)、主權債券

(0.65%)、地方政府債(0.53%)、衍生性金融商品(-0.21%)、約當現金(1.48%)、現金

(4.12%)、其他(0.4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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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7 11.98 11.84 -1.60 年化標準差% 2.53 3.49 5.1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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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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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韓國股票(F1455) 
Sc hroder ISF Korean Equity A1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9/10/2004 
股份類別 A1 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94.2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Asia Investment Team 
施羅德亞洲投資團隊，主要由10個經理人以及28個分析師組成，10個經理人主要根據地是新加坡以及香港，而28個分析師則分布

於6個主要亞洲國家(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南韓、澳洲), 在2012年中，整個投資團隊總共進行了4600次的個別公司拜訪。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韓國公司的股票和股權相關證券。本基金通常持有少於 70 間公司。本基金可為達致投資增

益、減低風險或更有效地管理本基金而運用衍生工具。本基金亦可投資於貨幣市場工具和持有現金。 
 
選定理由 
1. 主要透過投資於韓國公司的股票，以追求資本增值。 
2. 投資市值不受限，大中小型公司皆可投資。 
3. 強調由下至上的基本面選股策略，找尋股價合理且具成長潛力的公司。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南韓(97.05%)、流動資產(2.95%)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27.77%)、金融(17.49%)、非民生必需品(16.26%)、原物料(8.4%)、民生必需

品(8.07%)、工業(5.76%)、健康護理(5.27%)、能源(3.77%)、流動資產(2.95%)、其他(4.2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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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1 10.76 5.43 -10.98 年化標準差% 14.18 15.55 16.2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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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羅德投資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原名稱為施羅德投資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Europe) S.A.. 
5 rue Höhenhof L-1736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施羅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08 號 9 樓 

 電話：(02)2722-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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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23 頁，共 376 頁 

79. MFS 全盛全球資產配置基金(F740) 
MFS Meridian Funds– MFS Global Total Return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09/26 
股份類別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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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5.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適合尋求總報酬的投資者，混合投資

於已開發市場和新興市場國家境內發行人

的股票證券和債務工具，故本基金為平衡型

基金，且主要投資於已開發國家地區，故風

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0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Nevin P. Chitkara/ Steven R. Gorham/ Erik S. Weisman/ Robert D. Persons/ Pilar Gomez-Bravo/ Jonathan W. Sage / 
      Robert Spector/ Vipin Narula/ Jed Koenigsberg* /Katrina Mead* 
學歷：Nevin P. Chitkara在本行業有 25年經歷/Steven R. Gorham在本行業有 28年經歷/Erik S. Weisman在本行業有 20年經歷/ Robert 

D. Persons 在本行業有 31 年經歷/ Pilar Gomez-Bravo 在本行業有 20 年經歷/ Jonathan W. Sage 在本行業有 22 年經歷/ Robert 
Spector 在本行業有 25 年經歷/ Vipin Narula 在本行業有 27 年經歷/Jed Koenigsberg 在本行業有 19 年經歷/ Katrina Mead 在本

行業有 23 年經歷。 
      *就投資組合管理提供諮詢，交換意見，但不負責日常管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混合投資於已開達市場和新興市場國家境內發行人的股票證券和債務工具。歷史上，基金大約 60%的資產投資於股票證券，

40%的資產投資於債務工具，但此等配置的變動幅度通常是 30%至 75%的股票證券和 25%至 70%的債務工具。基金的股票投資重

點通常是基金認為估值較認知價值為低的公司（價值型公司）。本基金債務投資的重點一般是公司、政府和抵押擔保債務工具。

基金的幾乎全部債務投資都投資於投資級債務工具。基金可為避險和/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包括增加或減少對特定市場、

市場板塊或證券的曝險，管理貨幣曝險或基金的其他特點，或作為直接投資的替代性投資。基金不會廣泛或主要使用衍生性商品

來達成基金之投資目標或實現投資目的。 
選定理由 
MFS 具有將近 40 年的全球資產投資經驗，研究資源豐富，基金經理團隊穩定性佳，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股票-依區域)：美國(52.9%)、瑞士(8.0%)、日本(7.6%)、英國(7.2%)、法國(5.2%)、其他國家   
(16.6%)、現金及等價品(2.5%) 

基金持股(前五大持股)：金融服務(20.6%)、必需消費品(15.2%)、醫療保健(12.8%)、工業產品與服務(8.6%)、
科技(7.4%) 

基金持股(依投資類別) ：股票(57.6%)、債券(38.4%)、現金及現金等價品(2.5%)、其他(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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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1.58 8.14 12.14 -3.63 年化標準差% 5.69 5.36 6.6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1 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股市有波動性，並可能因發行人、市場、經濟、行業、政治、監管、地緣政治和其他情況及投資者對此等情況的看法而大幅下
降。股票的價格可因此等情況大幅下跌，而且此等情況可影響一個發行人或一類證券、廣泛市場領域內的諸多發行人、行業或地
理區域或一般市場。 
*債務工具的價格部份取決於發行人、借款人、對手或相關抵押品的信用品質，並可能因發行人、借款人、對手或相關抵押品的
財務狀況變化而下跌，或可能因具體或一般市場、經濟、行業、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倘某項投資級
債務工具評級下調，該債務工具會涉及相當大的違約風險，或可能已經違約，導致該債務工具的價值顯著下降，使基金蒙受損失。 
*一般而言，利率上升時，債務工具的價格下跌；利率下跌時，債務工具的價格上升。期限較長或不支付當期利息的工具的利率
風險通常更高。 
*大型公司股票的績效可能不如整體股市。 
*價值型公司的股價可能長期被市場壓低，不能實現其預期價值，並且比一般市場的波動更大。 
*投資於新興市場可涉及與市場、經濟、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情況相關的額外風險。此等因素可能使新興市場投資的波

幅高於已開發市場投資，流動性卻更低。與已開發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市場可能不夠發達，法律、監管和會計制度不夠完備，

和政治、社會和經濟不穩定性較大。 
*倘基金將相對較高比例的資產投資於單個區域，則基金績效可能與該區域的市場、貨幣、經濟、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

情況密切相關。 
*受提前償付和╱或延期影響的投資工具，如果該工具提前償付，可能降低其持有人的潛在收益，如果該工具的到期日延展，可

能招致損失。 
*貨幣匯率會隨市場、經濟、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情況波動。由於基金可能投資於以其基準貨幣或該類級別計值貨幣以

外的貨幣計值的工具，因此匯率變動可能影響此類工具的價值及您投資的價值。若投資者金融交易使用的主要貨幣不同於基金的

基準貨幣（美元）或級別的貨幣，則應考慮到此類貨幣匯率波動引起的潛在虧損風險。 
*本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本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之為全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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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金額。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 30 天未處理或處

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 60 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http://www.foi.org.tw。（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

說明書第 27-29 頁及「風險因素」一節）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MF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ux) S.àr.l.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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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25 頁，共 376 頁 

80. MFS 全盛基金系列-MFS 全盛全球股票基金(F1459) 
MFS Meridian Funds– MFS Global Equit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03/12 
股份類別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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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2.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適合尋求資本增值的投資者，主要投

資於已開發和新興市場國家境內公司的股

票證券，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0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yan P McAllister / Roger Morley / Ben Kottler*/ Sanjay Natarajan* / Victoria Higley*/ Chris Sunderland* 
學歷：Ryan P McAllister 在本行有 15 年資歷/ Roger Morley 在本行業有 21 年資歷。 
      Ben Kottler 在本行業有 29 年資歷/ Victoria Higley 在本行有 24 年資歷/Chris Sunderland 在本行有 27 年資歷。 
      *就投資組合管理提供諮詢，交換意見，但不負責日常管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主要（至少 70%）投資於已開發市場和新興市場國家公司的股票證券。本基金可投資於基金認為平均盈利增長潛力較其他公

司為高的公司（成長型公司），估值較認知價值為低的公司（價值型公司），或綜合投資於成長型和價值型公司。基金通常重點

投資於規模較大的公司，但可投資於任何規模的公司。基金可為避險和/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包括增加或減少對特定市場、

市場板塊或證券的曝險，管理貨幣曝險或基金的其他特點，或作為直接投資的替代性投資。基金不會廣泛或主要使用衍生性商品

來達成基金之投資目標或實現投資目的。 
選定理由 
成立時間久且經過多次金融海嘯的考驗，研究資源豐富，專業的投資團隊，經驗資歷都豐富。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3.4%)、法國(9.8%)、英國(8.2%)、瑞士(7.5%)、德國(6.8%)、其他國家(13.5%)、
現金及現金等價品(0.8%) 

基金持股(依產業)：醫療保健(18.8%)、必需消費(17.8%)、金融服務(13.7%)、工業產品與服務(8.6%)、休閒

(7.4%)、科技(6.6%)、基本材料(6.5%)、特殊產品與服務(6.4%)、運輸(6.3%)、零售(5.0%)、
能源(1.1%)、汽車和住宅(1.0%)、現金現金等價品(0.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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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3.89 24.00 20.83 -2.59 年化標準差% 8.27 7.55 10.5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1 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股市有波動性，並可能因發行人、市場、經濟、行業、政治、監管、地緣政治和其他情況及投資者對此等情況的看法而大幅下
降。股票的價格可因此等情況大幅下跌，而且此等情況可影響一個發行人或一類證券、廣泛市場領域內的諸多發行人、行業或地
理區域或一般市場。 
*投資於新興市場可能涉及與市場、經濟、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情況相關的額外風險。此等因素可能使新興市場投資的
波幅高於已開發市場投資，流動性卻更低。與已開發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的市場可能不夠發達，法律、監管和會計制度不夠完備，
和政治、社會和經濟不穩定性較大。 
*大型公司股票的績效可能不如整體股市。 
*倘基金將相對較高比例的資產投資於單個區域，則基金績效可能與該區域的市場、貨幣、經濟、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

情形密切相關。 
*貨幣匯率會隨市場、經濟、政治、監管、地緣政治或其他情況波動。由於基金可能投資的工具以其基準貨幣或該類級別計值貨

幣以外的貨幣計值，因此匯率變動可能影響此類工具的價值及您投資的價值。若投資者金融交易使用的主要貨幣不同於基金的基

準貨幣（美元）或級別的貨幣，則應考慮到此等貨幣匯率波動引起的潛在虧損風險。 
*本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本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之為全部投

資之金額。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 30 天未處理或處

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 60 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網址：http://www.foi.org.tw。（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

說明書第 20-21 頁及「風險因素」一節）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MFS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ux) S.àr.l.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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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F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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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Bridge Global Multi-Strategy High Yield Bond Fund B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8/1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陸佰伍拾億元 基金規模 313.0 億元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已開發國

家高收益債券，高收益債券為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李育昇 
學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財務碩士 
【現任】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經理人 2017.9~迄今 
【現任】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6.7~迄今 
【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協理 2018.3~迄今     
【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資深經理 2016.7~2018.2     
【曾任】宏利投信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2010.4~2016.7 
【曾任】大眾銀行金融市場處交易室襄理 2008.9~2010.4 
【曾任】安泰人壽證券投資部高級專員 2006.8~2008.9 
基金目標及策略 
目標：本基金以投資高收益債券為主，主要投資標的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之高收益債券」與「新興市場債券」。 
策略：區域配置中立比重 70%已開發國家債券+30%的新興市場債券，二者在加減 15%範圍調整，期望在風險控制下獲取更高風

險調整後的報酬。 
選定理由 

1. 為境內最早成立且經過金融海嘯考驗的全球高收益債基金。 
2. 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豐富，優異的管理能力，獲得 Smart 智富---固定收益型基金團隊研究獎*。 
*資料來源: Smart 智富月刊，2018/02。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8.55%)、土耳其(4.44%)、加拿大(4.32%)、巴西(3.78%)、阿根廷(3.6%)、盧森堡

(2.49%)、荷蘭(2.06%)、南非(2.05%)、中國(1.83%)、墨西哥(1.67%)、其他國家(20.99%)、
現金(4.22%)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16.12%)、金融(14.67%)、通訊(14.02%)、政府公債(11.00%)、原物料(10.06%)、
非循環性消費(9.29%)、工業(8.43%)、循環性消費(6.48%)、科技(3.11%)、公用事業

(2.60%)、現金(4.2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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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0.56 7.34 5.18 -2.27 年化標準差% 2.6 3.09 5.3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B 級別新台幣  
「投資風險之揭露」 
包括信用風險、利率變動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政治經濟風險等，另所投資主要標的之高收益債券其信用評等未達投資

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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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公司債其價格易受股價之波動外，亦具有債券相關風險，包括信用風險等，本基金持有此類

債券亦包括非投資級或未具信評者。本基金亦得投資於 Rule 144A 債券，此類債券亦有流動性、信用及價格風險。承作衍生自信

用相關金融商品(CDS 、CDX Index 與 Itraxx Index)無法完全規避違約造成無法還本的損失以及必須承擔屆時賣方無法履約的風

險，敬請投資人留意。有關本基金之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本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失為全

部投資之金額。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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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F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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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Bridge Global Multi-Strategy High Yield Bond Fund B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08/01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壹佰參拾億元 基金規模 313.0 億元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已開發國

家高收益債券，高收益債券為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李育昇 
學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財務碩士 
【現任】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經理人 2017.9~迄今 
【現任】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6.7~迄今 
【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協理 2018.3~迄今     
【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資深經理 2016.7~2018.2     
【曾任】宏利投信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2010.4~2016.7 
【曾任】大眾銀行金融市場處交易室襄理 2008.9~2010.4 
【曾任】安泰人壽證券投資部高級專員 2006.8~2008.9 
基金目標及策略 
目標：本基金以投資高收益債券為主，主要投資標的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之高收益債券」與「新興市場債券」。 
策略：區域配置中立比重 70%已開發國家債券+30%的新興市場債券，二者在加減 15%範圍調整，期望在風險控制下獲取更高風

險調整後的報酬。 
選定理由 
1. 為境內最早成立且經過金融海嘯考驗的全球高收益債基金。 
2. 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豐富，優異的管理能力，獲得 Smart 智富---固定收益型基金團隊研究獎*。 
*資料來源: Smart 智富月刊，2018/02。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8.55%)、土耳其(4.44%)、加拿大(4.32%)、巴西(3.78%)、阿根廷(3.6%)、盧森堡

(2.49%)、荷蘭(2.06%)、南非(2.05%)、中國(1.83%)、墨西哥(1.67%)、其他國家(20.99%)、
現金(4.22%)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16.12%)、金融(14.67%)、通訊(14.02%)、政府公債(11.00%)、原物料(10.06%)、
非循環性消費(9.29%)、工業(8.43%)、循環性消費(6.48%)、科技(3.11%)、公用事業

(2.60%)、現金(4.2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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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0.26 11.95 N/A -2.86 年化標準差% 2.49 3.29 N/A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B 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包括信用風險、利率變動風險、流動性風險、外匯管制及政治經濟風險等，另所投資主要標的之高收益債券其信用評等未達投資

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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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公司債其價格易受股價之波動外，亦具有債券相關風險，包括信用風險等，本基金持有此類

債券亦包括非投資級或未具信評者。本基金亦得投資於 Rule 144A 債券，此類債券亦有流動性、信用及價格風險。承作衍生自信

用相關金融商品(CDS 、CDX Index 與 Itraxx Index)無法完全規避違約造成無法還本的損失以及必須承擔屆時賣方無法履約的風

險，敬請投資人留意。有關本基金之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投資本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失為全

部投資之金額。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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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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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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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12.70 億元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等

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故依據「中華民

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

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風險報酬等級之分

類為 RR3，本基金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

非保守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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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4/4~迄今 
【現任】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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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目標：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投資級公司債及金融債並輔以新興市場高收益債。 
策略：目標參與龐大且繼續成長之市場及參與新興市場企業的成長，採用複合債信策略，提高資產配置組合效果。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且參與新興市場企業的成長，並採複合債信策略，提高資產配置組合效果。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17.46%)、智利(9.23%)、巴西(7.92%)、祕魯(7.79%)、俄羅斯(7.01%)、墨西哥(5.16%)、
土耳其(5.13%)、以色列(4.55%)、哈薩克(4.51%)、南非(3.59%)、其他國家(23.72%)、
現金(3.93%)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21.88%)、金融業(20.14%)、原物料(19.69%)、公共事業(12.92%)、必須消費(9.16%)、
自主消費(6.42%)、工業(3.55%)、通訊(2.31%)、現金(3.9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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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3.59 -2.21 2.14 -4.64 年化標準差% 2.25 2.82 3.2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 級別新台幣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主要投資標的為新興市場公司債及金融債券，其中新興市場風險包括在沒收、充公稅務、國有化，以及社會、政治及經濟

不穩方面存在較大風險；「新興」或「發展中」市場發行人的證券之市場目前規模較小及現時的交投量偏低或無交易量，導致缺

乏流動性及價格波動較大；缺乏監管私人或外國投資及私人財產的法律規範；缺乏市場的基本法律架構及會計、審計及申報標準

或未能提供國際上普遍應有之股東保障或投資人資訊；相對於投資在已發展國家的發行人之證券而言，「新興」或「發展中」市

場可能會經歷重大不利經濟發展，包括外幣匯率大幅貶值或外幣波動不穩、利率上升或經濟增長率下跌。另因本基金投資於高收

益債券(或非投資級/未具信評轉換公司債)，此類債券信用評等較投資等級低，甚至未經信評，證券價格亦因發行人實際與預期盈

餘、管理階層變動、併購或因政治、經濟不穩定而增加其無法償付本金及利息的信用風險，尤於經濟景氣衰退期間，稍有不利消

息，此類證券價格的波動可能較為劇烈。其他投資風險包括投資債券固有之風險(包括利率變動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

風險等)、次要投資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投資 Rule 144A 債券相關風險，包括限制轉售期間之流動性風險、缺乏公開財務資訊

進而無法定期評估公司營運及償債能力之信用風險及限制轉售期間的前後之價格風險，有關本基金之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

說明書。投資本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之為全部投資之金額。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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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柏瑞環球多元資產基金(F1457)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ineBridge Global Multi-Asset Fund B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6/03/22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壹佰億元 基金規模 17.29 億元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屬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各類

資產之子基金且於股票型子基金(含該類

ETFs)有一定比例之限制，依據「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

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風險報酬等級之分類

為 RR3，適合追求收益與中長期資產穩健

成長之投資人。 

基金經理費 1.3%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曾志峰 
學歷：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現任】【柏瑞環球多元資產基金】經理人 2016.3~迄今、【現任】【柏瑞旗艦全球成長組合基金】經理人 2010.3~迄今、 
【現任】【柏瑞旗艦全球平衡組合基金】經理人 2008.2~迄今、【現任】柏瑞投信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 2016.7~迄今、 
【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副總經理 2016.1~迄今。 
【曾任】【柏瑞全球金牌組合基金】經理人 2008.7~2016.10、【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協理 2011.4~2015.12、 
【曾任】柏瑞投信國外投資部資深經理 2008.2~2011.3、【曾任】大華投信金融商品部基金經理人 2006.5~2008.2、 
【曾任】匯豐中華投信投資管理部經理 2004.10~2006.3。 
基金目標及策略 
目標：主要投資標的為股票型基金、債券型基金與 ETF 等，經理公司以分散風險，並追求長期資本利得為目標。 
策略：基金經理以三階段決策流程，建構最適化投資組合，在調整過程中選擇合適的資產與動態調整配置，以因應市場震盪及輪

動。 
選定理由 
柏瑞多元資產配置顧問團隊為 2015 年最佳全球平衡及策略配置投資顧問團隊*。 
經理團隊經驗資歷豐富，在地管理組合基金的經驗超過 10 年。 
*來源為美國機構投資者雜誌，2015/09/30。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收益之保證。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全球平衡(25.12%)、美國股市(19.89%)、歐洲股市(5.14%)、日本股市(6.19%)、新興市

場(7.37%)、其他市場(7.18%)、固定收益(14.04％) 、無風險資產(8.34％)、現金及貨幣

型(6.73%) 
基金持股(佔基金淨資產比例)：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DC (18.83%)、POWERSHARES SENIOR 

LOAN_ETF (9.86%)、ISHARES S&P SM CAP 600 VA ETF (8.38%)、摩根環球短債基金

(8.34%)、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6.4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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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1.30 6.55 N/A -3.30 年化標準差% 5.10 4.43 N/A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B 級別新台幣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可能產生之風險包括流動性不足風險、市場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等風險，或可能因受益人大量買回，致延遲給付買回

價款，遇前述風險時，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產生波動。另本基金得投資於高收益債券基金及新興市場債券基金，該類基

金可能因投資標的之價格變動，進而使本基金之淨值發生變動。此外，本基金亦得投資 ETF 子基金，ETF 發行初期，可能因投

資人對該商品熟悉度不高導致流動性不佳，或受到整體系統性風險影響，使 ETF 市價與淨資產價值有所差異，而造成該 ETF 折

溢價，進而使本基金之淨值發生變動。另人民幣別之匯率除受市場變動因素影響外，尚會受到大陸地區法令或政策變更，或人民

幣清算服務限制，影響人民幣資金市場之供需，進而導致其匯率波動幅度可能較大，影響此類投資人之投資效益，故投資本基金

存在人民幣貨幣風險。有關本基金之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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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柏瑞環球多元資產基金(F1458)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ineBridge Global Multi-Asset Fund B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6/03/22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肆拾億元 基金規模 17.29 億元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屬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各類

資產之子基金且於股票型子基金(含該類

ETFs)有一定比例之限制，依據「中華民國

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基金風

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風險報酬等級之分類

為 RR3，適合追求收益與中長期資產穩健

成長之投資人。 

基金經理費 1.3%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曾志峰 
學歷：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現任】【柏瑞環球多元資產基金】經理人 2016.3~迄今、【現任】【柏瑞旗艦全球成長組合基金】經理人 2010.3~迄今、 
【現任】【柏瑞旗艦全球平衡組合基金】經理人 2008.2~迄今、【現任】柏瑞投信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 2016.7~迄今、 
【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副總經理 2016.1~迄今。 
【曾任】【柏瑞全球金牌組合基金】經理人 2008.7~2016.10、【曾任】柏瑞投信投資管理處協理 2011.4~2015.12、 
【曾任】柏瑞投信國外投資部資深經理 2008.2~2011.3、【曾任】大華投信金融商品部基金經理人 2006.5~2008.2、 
【曾任】匯豐中華投信投資管理部經理 2004.10~2006.3。 
基金目標及策略 
目標：主要投資標的為股票型基金、債券型基金與 ETF 等，經理公司以分散風險，並追求長期資本利得為目標。 
策略：基金經理以三階段決策流程，建構最適化投資組合，在調整過程中選擇合適的資產與動態調整配置，以因應市場震盪及輪

動。 
選定理由 
柏瑞多元資產配置顧問團隊為 2015 年最佳全球平衡及策略配置投資顧問團隊*。 
經理團隊經驗資歷豐富，在地管理組合基金的經驗超過 10 年。 
*來源為美國機構投資者雜誌，2015/09/30。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收益之保證。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全球平衡(25.12%)、美國股市(19.89%)、歐洲股市(5.14%)、日本股市(6.19%)、新興市

場(7.37%)、其他市場(7.18%)、固定收益(14.04％) 、無風險資產(8.34％)、現金及貨幣

型(6.73%) 
基金持股(佔基金淨資產比例)：柏瑞環球動態資產配置基金 ADC (18.83%)、POWERSHARES SENIOR 

LOAN_ETF (9.86%)、ISHARES S&P SM CAP 600 VA ETF (8.38%)、摩根環球短債基金

(8.34%)、富蘭克林坦伯頓科技基金(6.4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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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2.95 10.25 N/A -2.71 年化標準差% 5.41 4.75 N/A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B 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可能產生之風險包括流動性不足風險、市場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等風險，或可能因受益人大量買回，致延遲給付買回

價款，遇前述風險時，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可能因此產生波動。另本基金得投資於高收益債券基金及新興市場債券基金，該類基

金可能因投資標的之價格變動，進而使本基金之淨值發生變動。此外，本基金亦得投資 ETF 子基金，ETF 發行初期，可能因投

資人對該商品熟悉度不高導致流動性不佳，或受到整體系統性風險影響，使 ETF 市價與淨資產價值有所差異，而造成該 ETF 折

溢價，進而使本基金之淨值發生變動。另人民幣別之匯率除受市場變動因素影響外，尚會受到大陸地區法令或政策變更，或人民

幣清算服務限制，影響人民幣資金市場之供需，進而導致其匯率波動幅度可能較大，影響此類投資人之投資效益，故投資本基金

存在人民幣貨幣風險。有關本基金之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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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日本新遠景股票基金(F1460) 
PineBridge Global Funds– PineBridge Japan New Horizon Equit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12/09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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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日本公司

所發行的股票，投資區域屬於已開發國家地

區，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3%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Hiroyuki Saito / Noriko Umino 
學歷：Hiroyuki Saito 擁有學習院大學(Gakushuin University)商業管理學士學位，亦是日本證券分析師協會特許會員。 
      Noriko Umino 擁有青山學院大學商業管理學士學位，也是日本證券分析協會資格會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經理依據日本總體經濟與企業獲利成長表現，並分析各產業與景氣的趨勢，採取由下而上的選股方式，主要投資在體質良好

的大型股票，其餘的將投資在小型股票及認為具有潛力的其他類型股票，同時考量當地股票市場走勢，建構投資組合。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且本基金將透過投資於日本公司（即在日本登記成立的

公司或資產、產品或業務設於日本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為投資者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97.9%)、現金(2.1%)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19.8%)、非必需消費(18.9%)、工業(18.7%)、金融(12.1%)、必需消費(8.0%)、

原物料(6.5%)、醫療(5.5%)、電信服務(4.6%)、其他(3.6%)、現金(2.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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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12.52 30.00 19.04 -3.73 年化標準差% 11.14 9.66 12.9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 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公開說明書「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一般風險因素可能適用於本基金。鑑於子基金的投資重點，以下「風險因素」一節的分節特
別適用： 股票風險、市場波動風險、FDI 風險、投資虧損風險、國家選擇風險。 
公開說明書內所述的風險因素不應視為已詳盡無遺地列出有意投資者於投資子基金前須考慮的全部風險。其他有關本基金之投資

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風險因素說明。本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本

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之為全部投資之金額。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

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 30 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 60 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

網址：http://www.foi.org.tw。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投資愛爾蘭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Ireland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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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柏瑞環球基金-柏瑞印度股票基金(F1368) 
PineBridge Global Funds– PineBridge Japan New Horizon Equit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09/12 (A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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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5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在印度，

各股票交易所上市或與印度經濟發展有密

切關係的公司所發行之股票，因主要投資於

新興市場地區，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1.3%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Elizabeth Soon 
學歷：具備 10 年以上投資經驗，並擁有財務分析師特許狀(CFA)。*  
      *本基金由印度團隊提供選股建議，並由股票投資主管 Huzaifa Husain 統籌投資建議。 

基金目標及策略 

基金經理依據印度總體經濟與企業獲利成長表現，並分析各產業與景氣的趨勢，採取由下而上的選股方式，挑選收益表現較佳且

具持續性的股票來提高基金單位價值，並會評估該股票之潛在投資價值，同時考量當地股票市場走勢，建構投資組合。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且過去曾獲得 Lipper 理柏台灣、傑出海外基金鑽獎、《指

標 》年度基金大獎、湯森路透理柏台灣基金獎等眾多獎項的肯定。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印度(94.7%)、現金及約當現金(5.3%)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 (20.2%)、醫療(18.2%)、資訊科技(18.0%)、原物料 (15.4%)、金融(13.0%)、非必

需消費(9.8%)、現金(5.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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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 2.06 13.66 15.77 -10.04 年化標準差% 13.04 12.62 15.2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 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公開說明書「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一般風險因素可能適用於本基金。鑑於子基金的投資重點，以下「風險因素」一節的分節特
別適用： 股票風險、新興市場風險、市場波動風險、國家集中風險、印度外匯管制風險、與 PineBridge GF Mauritius Limited 有
關的印度稅務的風險、FDI 風險、投資虧損風險。 
公開說明書內所述的風險因素不應視為已詳盡無遺地列出有意投資者於投資子基金前須考慮的全部風險。其他有關本基金之投資

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之風險因素說明。本基金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投資本

基金可能發生部分或本金之損失，最大損之為全部投資之金額。就本公司所提供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所生紛爭之處理及申訴，可先

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本公司超過 30 天未處理或處理結果不滿意者，得於 60 天得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評議中心

網址：http://www.foi.org.tw。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投資愛爾蘭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Ireland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04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4 號 10 樓 
電話：(02)2516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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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美盛 QS MV 歐洲收益股票基金(F1086)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egg Mason QS MV European Equity Growth and Income Fund Class A US$ Distributing (M) (Hedged) 
Plu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09/30 
股份類別 A 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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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2 萬歐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股票型基

金，主要投資於歐洲之股票，故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3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QS Investors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提供長期資本增值，至少三分之二資產淨值投資於在歐洲上市或公司主要營業活動 
位於歐洲市場的證券，包括可投資最多 20%資產淨值於新興歐洲市場。  

 

選 定 理 由 精選較低波動的股票，目標在於降低下檔風險 
聚焦高品質的配息個股，提供債券以外的基金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28.17、德國15.12、瑞士10.59、法國9.54、瑞典7.11、芬蘭6.25、丹麥6.14、西班

牙5.52、荷蘭4.02、挪威2.78、義大利1.40、葡萄牙1.36、比利時1.11、現金及約當現金0.88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 22.96、民生必需品 13.62、工業 12.27、能源 10.25、健康護理 9.97、非民生必

需品 9.47、公用事業 7.82、電訊服務 6.25、原物料 3.09、不動產 2.70、資訊科技 0.71、
現金及約當現金 0.8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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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0 13.86 7.08 0.88 年化標準差% 5.77 6.66 9.7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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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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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美盛布蘭迪全球固定收益基金(F405) 
Legg Mason Brandwine Global Fixed Income Fund Class A Distribution(M)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12/6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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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2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

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RR1、
RR2、RR3、RR4、RR5」五個風險收益

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

全球投資等級之債券，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2。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布蘭迪全球投資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包含資本增值及利息收益之最大總報酬，至少三分之二總資產價值投資於全球以

已開發國家貨幣計價、或發行者位於已開發國家之投資等級債券。投資經理人將專注投資於價值被低

估、且具備利率下滑以及實質利率重返較低水準良好機會的市場。 

選定理由  香港「亞洲資產管理雜誌」2011 年非對沖環球債券組(3 年及 5 年)「年度最佳表現大獎」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2.28、墨西哥13.88、波蘭6.07、澳洲5.80、英國5.77、南非5.05、其他19.99、現金

及約當現金1.16 

基金持股(依產業/%)：政府主權債86.59、超國家組織9.37、政府地方機構債2.97、政府主權機構債1.46、遠期

外匯-1.54、現金1.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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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1 0.90 3.94 -2.89 年化標準差% 7.64 7.22 7.7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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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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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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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Global High Yield Fund Class A Accumulation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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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

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RR1、

RR2、RR3、RR4、RR5」五個風險收益

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基金，主要投資於全

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西方資產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主要投資目標為產生總報酬，較高的收益通常來自標準普爾評等為 BBB 或較低、或者是穆迪評

等為 Baa 或較低、或未評等而具有相當品質之證券。基金可投資最多百分之三十五之總資產價值於

新興市場國家、新興歐洲國家、及/或新興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高收益債券。 

選定理由 
 基金不限制投資於任何特定國家或區域，但預期至少會投資 10 個不同國家及最多 45%資產於高

收益新興市場國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2.90、巴西7.54、阿根廷5.76、以色列3.34、其他37.51、現金及約當現金2.95 
基金持股(依產業/%)：新興市場債-外幣公司債15.80、新興市場債-外幣主權債14.14、高收益債券– 通訊13.23、

高收益債券– 循環性消費品8.04、銀行貸款5.73、高收益債券– 能源5.64、其他34.47、現

金及約當現金2.9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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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8 12.44 9.06 -2.46 年化標準差% 2.26 3.20 6.2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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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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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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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Global High Yield Fund Class A Distribution(M)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01/30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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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市

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RR1、
RR2、RR3、RR4、RR5」五個風險收益

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基金，主要投資於全

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西方資產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主要投資目標為產生總報酬，較高的收益通常來自標準普爾評等為 BBB 或較低、或者是穆迪評

等為 Baa 或較低、或未評等而具有相當品質之證券。基金可投資最多百分之三十五之總資產價值於新

興市場國家、新興歐洲國家、及/或新興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高收益債券。 

選定理由 
 基金不限制投資於任何特定國家或區域，但預期至少會投資 10 個不同國家及最多 45%資產於高

收益新興市場國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2.90、巴西7.54、阿根廷5.76、以色列3.34、其他37.51、現金及約當現金2.95 
基金持股(依產業/%)：新興市場債-外幣公司債15.80、新興市場債-外幣主權債14.14、高收益債券– 通訊13.23、

高收益債券– 循環性消費品8.04、銀行貸款5.73、高收益債券– 能源5.64、其他34.47、現

金及約當現金2.9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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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7 12.41 9.03 -2.46 年化標準差% 2.27 3.20 6.2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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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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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37 頁，共 376 頁 

92. 美盛西方資產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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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g Mason WA Global High Yield A Dis M Plus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11/21 
股份類別 A 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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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基金，

主要投資於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故風

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西方資產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主要投資目標為產生總報酬，較高的收益通常來自標準普爾評等為 BBB 或較低、或者是穆迪評等為

Baa 或較低、或未評等而具有相當品質之證券。基金可投資最多百分之三十五之總資產價值於新興市場國

家、新興歐洲國家、及/或新興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高收益債券。 

選 定 理 由  基金不限制投資於任何特定國家或區域，但預期至少會投資 10 個不同國家及最多 45%資產於高收益新

興市場國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2.90、巴西7.54、阿根廷5.76、以色列3.34、其他37.51、現金及約當現金2.95 
基金持股(依產業/%)：新興市場債-外幣公司債 15.80、新興市場債-外幣主權債 14.14、高收益債券– 通訊

13.23、高收益債券– 循環性消費品 8.04、銀行貸款 5.73、高收益債券– 能源 5.64、其
他 34.47、現金及約當現金 2.9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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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7 12.41 9.03 -2.47 年化標準差% 2.26 3.20 6.2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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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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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F41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egg Mason Western Asset Asian Opportunities Fund Class A Distribution(M)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01/07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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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型基

金，主要投資於亞洲債券，故風險報酬

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西方資產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包含資本增值及利息收益之最大總報酬，至少 70%總資產價值投資於亞洲發行

機構所發行之債券及亞洲利率與外匯衍生性商品。基金為達成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由亞洲、新興

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債券。 

選定理由  基金為達成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由亞洲、新興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債券。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 32.99、印尼19.41、印度15.43、新加坡6.64、馬來西亞5.86、其他19.67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59.30、公司債27.75、機構債9.43、現金及外匯3.53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市場之比重為 3.29%。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之境外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每一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總
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投資人亦應注意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之特有的
政治，經濟及市場風險。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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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7 -0.55 3.16 -5.57 年化標準差% 5.31 6.61 7.4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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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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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美盛西方資產亞洲機會債券基金(F854)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egg Mason WA Asian Opportunities A Dis M Plus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11/21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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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型基

金，主要投資於亞洲債券，故風險報酬

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西方資產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包含資本增值及利息收益之最大總報酬，至少 70%總資產價值投資於亞洲發行

機構所發行之債券及亞洲利率與外匯衍生性商品。基金為達成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由亞洲、新興

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債券。 

選定理由  基金為達成其投資目標，主要投資於由亞洲、新興亞洲/太平洋國家所發行之債券。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 32.99、印尼19.41、印度15.43、新加坡6.64、馬來西亞5.86、其他19.67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59.30、公司債27.75、機構債9.43、現金及外匯3.53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市場之比重為 3.29%。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之境外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每一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總
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投資人亦應注意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之特有的
政治，經濟及市場風險。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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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7 -0.55 3.17 -5.57 年化標準差% 5.32 6.61 7.4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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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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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美盛西方資產新興市場總回報債券基金(F415)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Legg MasonWestern Asset Emerging Markets Total Return Bond Fund Class A Distribution (M)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01/03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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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債券基金，

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之債券，故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西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包含資本增值及利息收益之最大總報酬，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發行，且在債權風

險下，殖利率及資本增值潛力仍具相當吸引力的債券。至少 55%基金總資產價值投資於以美元計價

的債券；且至少 60%基金總資產價值投資於政府相關證券。 

選定理由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包含資本增值及利息收益之最大總報酬，投資於新興市場國家發行，且在債

權風險下，殖利率及資本增值潛力仍具相當吸引力的債券。至少 55%基金總資產價值投資於以美

元計價的債券；且至少 60%基金總資產價值投資於政府相關證券。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印尼10.33、阿根廷7.90、俄羅斯6.32、中國6.08、其他64.96、現金及約當現金4.4 
基金持股(依產業/%)：新興市場債-外幣公司債40.81、新興市場債-外幣主權債22.37、新興市場債- 外幣類主

權債17.12、新興市場債-當地貨幣主權債13.38、其他1.91、現金及約當現金4.4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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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6 2.84 7.36 -6.23 年化標準差% 4.11 4.83 5.83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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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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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美盛凱利美國積極成長基金(F640) 
Legg Mason ClearBridge US Aggressive Growth Fund Class A Accumulation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04/20 
股份類別 A 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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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股票型基

金，主要投資於美國股票，故風險報酬

等級為RR4。 

基金經理費 1.3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凱利投資 
美盛旗下最大的股票投資管理公司，以注重研究而聞名，投資涵蓋多樣化的風格及各種市值股票，總

部設在紐約成立於2006年5月，前身為花旗集團資產管理美國股票投資分部採取「由下而上」的選股

方法，並注重個股基本面的深度研究，投資涵蓋不同風格、各種市值與交易規則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長期資本增值，投資於次投資經理人相信公司盈餘或現金流量成長性已超越、或

有潛力超越平均水準的美國各式市值股票。 

選定理由 

 2015 晨星最佳基金獎1 –美國股票基金 

 2015 Smart台灣智富最佳基金獎(晨星技術指導)2 –北美股票基金 

 2015 理柏基金獎3 –美國股票五年期 

1. 晨星最佳基金獎2015。晨星有限公司（Morningstar,Inc.）。版權所有。2015年3月公佈。以A類股美元配

息型(A)計算績效表現至2014年12月31日。 

2. 資料來源：Smart雜誌及晨星，2015年3月公佈。按A類股美元配息型(A)，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表現計

算。 

3. 資料來源：理柏，2015年3月公佈。按A類股美元配息型(A)，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表現計算。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N/A 
基金持股(依產業/%)：健康護理 31.85、資訊科技 25.78、非民生必需品 22.06、能源 13.15、工業 4.47、原物

料 1.82、金融 0.30、電訊服務 0.25、現金及約當現金 0.3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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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77 33.38 16.76 6.98 年化標準差% 11.73 13.35 15.2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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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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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美盛銳思美國小型公司機會基金(F418) 
Legg Mason Royce US Small Cap Opportunity Fund Class A Accumulation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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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依基金投資標的風險屬性和投資地區

市場風險狀況，由低至高編制為

「RR1、RR2、RR3、RR4、RR5」五

個風險收益等級。本基金為股票型基

金，主要投資於美國股票，故風險報酬

等級為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銳思投資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長期資本增值，至少 70%總資產價值多元分散投資於美國小型與微型公司股票

(市值小於 30 億美元)。 

選定理由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長期資本增值，至少 70%總資產價值多元分散投資於美國小型與微型公司股

票(市值小於 30 億美元)。 

投資地區及標的 
基金持股(依區域)：N/A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21.82%)、資訊科技(29.79%)、金融(12.92%)、非民生必需品(13.34%)、原物料(8.6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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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64 53.69 36.30 2.77 年化標準差% 11.56 13.96 16.5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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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美盛投資(歐洲)有限公司 
Legg Mason Investments (Europe) Limited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資料來源 
美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55 樓 E 室 
(02)8722-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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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NN(L)大中華股票基金(F390) 
NN (L) Greater China Equity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 年 10 月 4 日 
股份類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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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大中

華股市，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Kannan Venkataramani 
學歷：1995年取得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 (IIM Ahmedabad) P.G.D.M.(M.B.A.)學位 
經歷：2015年至今Kannan為NN投資夥伴新興市場團隊之亞洲股票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Colin Liang 
學歷：於2005年取得英國蘭卡斯特大學之財務碩士學位 
經歷：2015年至今Colin為NN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之亞洲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Ashish Goyal 
學歷：1993年取得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 (IIM Ahmedabad) P.G.D.M.(M.B.A.)學位 
經歷：2014年至今Ashish Ashish為NN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主管 ，負責新興市場股票團隊所有之產品管理。同時他也

是全球新興市場股票策略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Dan Huang 
學歷：2006年取得蒂爾堡大學投資分析之理學碩士學位 
經歷 2017 年至今 Dan is Portfolio Manager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team at NN Investment Partners. She is responsible 
for strategies focusing on Asia Pacific ex-Japan markets.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Golden Dragon (Net)指標。 
選定理由 
靈活配置中港台，瞄準趨勢掌握最大獲利機會 
中港台各擁利基產業，靈活配置掌握市場輪動，並降低單一市場波動風險瞄準大中華趨勢主軸起漲點，中國內需增長、滬港通、

科技創新，一次買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52.11%)、香港（24.25%)、台灣（23.64%)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2.2%)、金融（26.3%)、非必需性消費品（9.5%)、公用事業（7.5%)、必需

性消費品（5.4%)、能源（4.5%)、電訊服務（3.9%)、不動產（3.2%)、現金（7.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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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0.18 37.04 17.11 -1.33 年化標準差% 3.09 3.28 4.6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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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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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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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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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NN(L)投資級公司債基金(F481)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US Credit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9 日 
股份類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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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0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投資等級之債券，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

為 RR2。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Travis King, CFA 
學歷：Travis於James Madison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以及取得Memorial 大學取得MBA學位。他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 
經歷：Travis King 為 Voya 投資管理公司之投資級債券共同主管，加入公司之前，他曾在 Reams 資產管理公司擔任資深固定收

益分析師。 
姓名：Anil Katarya, CFA 
學歷：他於印度 Kurukshetra 大學取得機械工程學學士以及喬治亞州立大學取得 MBA 學位。他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 
經歷：Anil Katarya 為 Voya 投資管理公司之投資級債券共同主管及擔任 Voya 投資管理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自 2000 年加入

Voya 以來，Anil 擔任過債券投資組合管理之主管、投資組合經理人及投資等級團隊之信用分析師。加入公司之前，Anil 於 Mirant
公司擔任財務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Bloomberg Barclays Capital US Aggregate Credit - Corporate - Investment Grade 指標。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9.79%)、英國（4.49%)、荷蘭（3.12%)、瑞士（2.47%)、加拿大（2.06%)、比

利時（1.72%)、瑞典（1.16%)、南非（0.79%)、義大利（0.70%)、其他（3.69%) 
基金持股(依產業)：銀行（23.1%)、非循環性消費（12.7%)、電子（11.0%)、能源（9.1%)、通信（9.1%)、

政府公債（8.0%)、科技（6.8%)、運輸（5.6%)、循環性消費（4.6%)、其他含現金（1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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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9 1.37 8.11 -4.06 年化標準差% 0.80 0.99 1.0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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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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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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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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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NN(L)亞洲收益基金(F1294)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Asia Income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 年 7 月 5 日 
股份類別 X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累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73.99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亞洲

股市，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Kannan Venkataramani 
學歷：1995年取得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 (IIM Ahmedabad) P.G.D.M.(M.B.A.)學位 
經歷：2015 年至今 Kannan 為 NN 投資夥伴新興市場團隊之亞洲股票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Colin Liang 
學歷：於2005年取得英國蘭卡斯特大學之財務碩士學位 
經歷：2015年至今Colin為NN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之亞洲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Ashish Goyal 
學歷：1993年取得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 (IIM Ahmedabad) P.G.D.M.(M.B.A.)學位 
經歷：2014 年至今 Ashish Ashish 為 NN 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主管 ，負責新興市場股票團隊所有之產品管理。同時

他也是全球新興市場股票策略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Dan Huang 
學歷：2006年取得蒂爾堡大學投資分析之理學碩士學位 
經歷2017年至今 Dan is Portfolio Manager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team at NN Investment Partners. She is responsible 
for strategies focusing on Asia Pacific ex-Japan markets.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的主要目標是提供投資人高程度之收益。資本增值是本基金的次要投資目標。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總報

酬之絕大部分，由投資組合所持普通股之配息及衍生性交易工具之收益產生。本基金尋求自投資組合持有之普通股配息，及出

售股票及指數選擇權所產生之權利金獲取收益，尤其但不限於 HSI 指數及 Kospi 200 指數。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34.67%)、台灣（18.10%)、香港（17.09%)、韓國（15.34%)、新加坡（6.57%)、
印尼（4.16%)、印度（4.07%)、其他（0.00%)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8.8%)資訊科技（28.3%)、公用事業（7.5%)、非必需性消費品（7.1%)、能源（7.01%)、
不動產（4.3%)、必需性消費品（4.1%)、電訊服務（3.1%)、原物料（1.8%)、其他含現

金（8.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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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33 24.38 7.72 -5.67 年化標準差% 2.32 2.67 3.9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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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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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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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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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NN(L)亞洲債券基金(F197)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Asian Debt (Hard Currency)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新興市場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6/11/27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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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7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且投資區域為亞

洲及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

等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本基金

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oep Huntjens 
學歷：於1996年取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之商業經濟學碩士 
經歷：2010 年至今 Joep 擔任 NN 投資夥伴之全球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旗下之亞洲固定收益團隊之主管，負責 NN 投資夥伴泛

亞洲投資組合及全球企業債投資組合之亞洲債券投資，同時他也負責管理亞洲固定收益團隊之信用分析師團隊。他也是亞洲債

券強勢貨幣策略及新興市場企業債券策略之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全球投資等級信用策略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JP Morgan JACI 指標。 
選定理由 
與全球機構法人同享專業代操團隊 
NN 投資夥伴亞洲債券團隊於 2008 年起即管理亞洲政府基金，管理規模穩定成長，表現深獲大型機構法人青睞。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53.98%)、印尼（11.58%)、韓國（9.23%)、澳洲（5.14%)、印度（4.97%)、香港

（4.51%)、馬來西亞（2.59%)、菲律賓（1.92%)、日本（1.91%)、其他（4.16%) 
基金持股(依產業)：債券（97.70%)、現金（2.3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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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8 1.36 7.30 -3.47 年化標準差% 0.62 0.88 0.9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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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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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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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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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NN(L)亞洲債券基金(F24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Asian Debt (Hard Currency)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10/1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34.7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且投資區域為亞

洲及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整為投資

等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本基金

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oep Huntjens 
學歷：於1996年取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之商業經濟學碩士 
經歷：2010 年至今 Joep 擔任 NN 投資夥伴之全球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旗下之亞洲固定收益團隊之主管，負責 NN 投資夥伴泛

亞洲投資組合及全球企業債投資組合之亞洲債券投資，同時他也負責管理亞洲固定收益團隊之信用分析師團隊。他也是亞洲債

券強勢貨幣策略及新興市場企業債券策略之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全球投資等級信用策略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JP Morgan JACI 指標。 
選定理由 
與全球機構法人同享專業代操團隊 
NN 投資夥伴亞洲債券團隊於 2008 年起即管理亞洲政府基金，管理規模穩定成長，表現深獲大型機構法人青睞。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53.98%)、印尼（11.58%)、韓國（9.23%)、澳洲（5.14%)、印度（4.97%)、香港

（4.51%)、馬來西亞（2.59%)、菲律賓（1.92%)、日本（1.91%)、其他（4.16%) 
基金持股(依產業)：債券（97.70%)、現金（2.3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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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9 1.35 7.27 -3.47 年化標準差% 0.62 0.88 0.9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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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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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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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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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NN(L)拉丁美洲股票基金(F1463) 
NN (L) Latin America Equity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新興市場股票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7/4 
股份類別 X 股美元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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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 百萬美元 

( / / )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拉丁

美洲股市，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Ivo Luiten, 
學歷：於2001年取得法國馬斯垂克大學商業經濟(財務)之碩士學位 
經歷：2013 年至今 Ivo 為 NN 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其擔任拉丁美洲股票策略之首席投資組

合經理人及全球和歐洲新興市場股票以及俄羅斯股票策略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2010 年至 2013 年擔任 ING 投資管理新興市場股票之資深投資分析師，負責金融業。 
姓名：Renat Nadyukov 
學歷：2006年取得荷蘭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學之企業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2011 年至今 Renat 擔任 NN 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之投資組合經理人，其為俄羅斯股票策略之首席投資組合經

理人，並擔任歐洲新興市場策略及拉丁美洲股票策略之投資組合經理人。 
2007 年至 2011 年擔任 ING 投資管理之績效分析師，負責股票及結構式產品 
姓名：Ashish Goyal 
學歷：1993年取得印度管理學院阿默達巴德分校 (IIM Ahmedabad) P.G.D.M.(M.B.A.)學位 
經歷：2014 年至今 Ashish Ashish 為 NN 投資夥伴新興市場股票投資團隊主管 ，負責新興市場股票團隊所有之產品管理。同時

他也是全球新興市場股票策略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至少三分之二）投資於由設立、上市或交易於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海）之公司所發行之股票和/或可轉讓有價證

券（可轉讓有價證券認購權證及可轉換債券，前者最高可達子基金淨資產之 10%）所組成的多元化投資組合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EM Latin America 10/40 (Net)指標。 
選定理由 
鎖定拉美市場，緊抓獲利契機-主要投資於拉丁美洲國家之股票，鎖定股價可望在未來五年成長一倍的標的，緊抓拉美獲利契機。 
尋找價值倍增機會，靈活操作大、中、小型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巴西 50.14%)、墨西哥（31.49%)、智利（9.39%)、祕魯（3.56%)、哥倫比亞（2.31%)、
加拿大（1.91%)、阿根廷（1.19%)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8.4%)、原物料（19.6%)、必需性消費品（13.3%)、電訊服務（7.5%)、工業（7.4%)、
公用事業（6.4%)、能源（5.2%)、不動產（3.4%)、醫療保健（2.8%)、其他含現金（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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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7.16 2.50 -6.98 -14.83 年化標準差% 6.58 5.77 6.8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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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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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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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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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F245)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US High Dividend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3/31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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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2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Moudy El Khodr 
學歷：歐洲認證註冊金融分析師(CEFA )。比利時魯汶大學榮譽經濟學位。盧森堡銀行培訓機構之銀行學文憑。 
經歷：2014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97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姓名：Bruno Springael 
學歷：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ULB) 心理學碩士學位。布魯塞爾大學管理學位 
經歷：1987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87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姓名：Nicolas Simar 
學歷：天主教魯汶大學之土木工程學位。法國巴黎石油研究院之企業管理學位 
經歷：1996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96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S&P 500 (Net)指標。 
選定理由 
NN 投資夥伴高股息產品線完整，投資經歷長達 14 年 
提供台灣投資人 4 檔以高股息為主要投資標的境外基金選擇(外幣計價在台灣核准銷售及募集基金之支數合計。)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94.93%)、加拿大（5.07%)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4.2%)、金融（15.3%)、醫療保健（14.7%)、必需性消費品（11.7%)、能源

8.8%)、非必需性消費品（7.8%)、工業（3.7%)、原物料（3.4%)、公用事業（3.0%)、
其他含現金（7.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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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66 25.05 22.38 -0.10 年化標準差% 2.20 2.21 3.2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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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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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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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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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NN(L)美國高股息基金(F246)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US High Dividend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1/4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04.2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Moudy El Khodr 
學歷：歐洲認證註冊金融分析師(CEFA )。比利時魯汶大學榮譽經濟學位。盧森堡銀行培訓機構之銀行學文憑。 
經歷：2014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97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姓名：Bruno Springael 
學歷：布魯塞爾自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ULB) 心理學碩士學位。布魯塞爾大學管理學位 
經歷：1987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87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姓名：Nicolas Simar 
學歷：天主教魯汶大學之土木工程學位。法國巴黎石油研究院之企業管理學位 
經歷：1996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96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S&P 500 (Net)指標。 
選定理由 
NN 投資夥伴高股息產品線完整，投資經歷長達 14 年-提供台灣投資人 4 檔以高股息為主要投資標的境外基金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94.93%)、加拿大（5.07%)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4.2%)、金融（15.3%)、醫療保健（14.7%)、必需性消費品（11.7%)、能源

（8.8%)、非必需性消費品（7.8%)、工業（3.7%)、原物料（3.4%)、公用事業（3.0%)、
其他含現金（7.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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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67 25.05 22.38 -0.10 年化標準差% 2.20 2.21 3.2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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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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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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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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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NN(L)食品飲料基金(F489)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Food & Beverages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6/8/27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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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非週期性消費品及服務類股，故本基金

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eff Meys 
學歷：1991年取得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商業經濟碩士學位 
經歷：2007 年加入 ING 投資管理，自 1993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姓名：Rob Radelaar 
學歷：1990年取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之經濟碩士學位 
經歷：2007 年加入 ING 投資管理，自 1990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Consumer Staples (Net)指標。 
聚焦 30 至 40 檔*穩定成長的必需消費類股，採由下而上的選股策略，嚴選成本低、市場滲透高、品牌優勢及創新企業，兼顧績

效與風險，因此市場波動漸增時、基金表現更可奪得先機。 
選定理由 
NN 投資夥伴為產業基金的投資專家 
NN 投資夥伴自 1995 年起陸續發行 10 大產業相關基金，攻守兼備、產品線完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7.83%)、荷蘭（11.92%)、英國（9.90%)、日本（8.58%)、瑞士（7.38%)、瑞典

（3.67%)、挪威（3.41%)、加拿大（2.71%)、澳洲（2.52%)、其他（2.09%) 
基金持股(依產業)：食物製品（23.8%)、飲料（23.4%)、煙草（16.2%)、食品與主要零售用品（15.2%)、個

人產品（12..8%)、居家用品（8.1%)、現金（0.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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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06 -3.38 9.41 -5.83 年化標準差% 2.09 2.40 2.6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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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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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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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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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NN(L)食品飲料基金(F1464)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Food & Beverages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6 年 9 月 7 日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53.3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非週期性消費品及服務類股，故本基金

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eff Meys 
學歷：1991年取得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商業經濟碩士學位 
經歷：2007 年加入 ING 投資管理，自 1993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姓名：Rob Radelaar 
學歷：1990年取得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之經濟碩士學位 
經歷：2007 年加入 ING 投資管理，自 1990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Consumer Staples (Net)指標。 
聚焦 30 至 40 檔*穩定成長的必需消費類股，採由下而上的選股策略，嚴選成本低、市場滲透高、品牌優勢及創新企業，兼顧績

效與風險，因此市場波動漸增時、基金表現更可奪得先機。 
選定理由 
NN 投資夥伴為產業基金的投資專家 
NN 投資夥伴自 1995 年起陸續發行 10 大產業相關基金，攻守兼備、產品線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7.83%)、荷蘭（11.92%)、英國（9.90%)、日本（8.58%)、瑞士（7.38%)、瑞典

（3.67%)、挪威（3.41%)、加拿大（2.71%)、澳洲（2.52%)、其他（2.09%) 
基金持股(依產業)：食物製品（23.8%)、飲料（23.4%)、煙草（16.2%)、食品與主要零售用品（15.2%)、個

人產品（12..8%)、居家用品（8.1%)、現金（0.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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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07 
  

-5.83 年化標準差% 2.0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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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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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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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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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NN(L)原物料基金(F391) 
NN (L) Materials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 年 12 月 1 日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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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原物料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ieter Schop 
學歷：於1994年取得荷蘭Groningen State University 之經濟學碩士 
經歷：2015 年至今 Pieter 為 NN 投資夥伴股票專業部門旗下最適化投資組合策略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管理歐元區

股票及能源、科技及原物料等產業型基金。 
2005 年至 2015 年擔任 NN 投資夥伴全球股票投資組合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1996 年至 2005 年擔任 ING 投資管理股票團隊在海牙的數個職位，負責多項產業及國家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Materials (Net)指標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30.57%)、澳洲（15.81%)、日本（11.90%)、德國（9.25%)、加拿大（6.34%)、
荷蘭（6.06%)、芬蘭（3.21%)、英國（3.04%)、瑞典（2.26%)、其他（11.56%) 

基金持股(依產業)：化學（52%)、金屬及礦業（32.5%)、紙類及林木商品（6.7%)、容器及包裝業（4.5%)、
建材（2.5%)、現金（1.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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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78 38.77 21.56 -3.83 年化標準差% 3.35 3.07 4.7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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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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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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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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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NN(L)能源基金(F1339) 
NN (L) Energy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12/1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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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能源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ieter Schop 
學歷：於1994年取得荷蘭Groningen State University 之經濟學碩士 
經歷：2015年至今Pieter為NN投資夥伴股票專業部門旗下最適化投資組合策略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管理歐元區股票

及能源、科技及原物料等產業型基金。 
2005年至2015年擔任NN投資夥伴全球股票投資組合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1996 年至 2005 年擔任 ING 投資管理股票團隊在海牙的數個職位，負責多項產業及國家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Energy 10/40 (Net)指標。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5.83%)、加拿大（10.99%)、荷蘭（9.10%)、法國（8.68%)、英國（4.74%)、挪

威（3.68%)、澳洲（2.90%)、奧地利（2.36%)、西班牙（1.12%)、其他（0.60%) 
基金持股(依產業)：天然氣及消費用燃料（93.4%)、能源設備及服務（5.4%)、現金（1.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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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4.31 22.77 13.53 7.03 年化標準差% 4.71 3.91 4.8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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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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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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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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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NN(L)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48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Emerging Markets Debt (Hard Currency)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新興市場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1/6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718.5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且主要投資區域

為新興市場及主要投資標的係動態調

整為投資級債券或非投資等級債券，故

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Marcelo Assalin 
學歷：取得巴西聖保羅大學經濟及會計學士學位 
經歷：2015年至今Marcelo 為NN投資夥伴新興市場債券部門主管，同時他也是EMD Blended Strategies/ EMD Opportunities Fund
之首席投資組合經理. 
姓名：Marco Ruijer 
學歷：於1999年取得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財務經濟之碩士學位 
經歷：2013年至今Marco為NN投資夥伴新興市場債券部門旗下新興市場債券之強勢貨幣團隊之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新興

市場債強勢貨幣投資組合 
姓名：Leo Hu 
學歷：於2007年取得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財務碩士學位 
經歷：2013 年至今 Leo 為 NN 投資夥伴新興市場債券部門旗下新興市場債券之強勢貨幣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管

理新興市場債強勢貨幣投資組合.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指標－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選定理由 
歷史悠久，投資新興市場債經驗豐富 NN 投資夥伴為新興市場債投資的領航者，投資實績逾 20 年，領先掌握新興市場長期成長

趨勢。專業在地投資團隊全球三大主要在地投資中心：海牙、亞特蘭大、新加坡，投資清算區域涵蓋全球不同時區：倫敦、紐

約、亞洲，為投資人提供最及時的在地資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土耳其（5.37%)、阿根廷（5.29%)、中國（5.12%)、埃及（3.77%)、墨西哥（3.38%)、
俄羅斯聯邦（3.29%)、黎巴嫩（3.20%)、烏克蘭（3.12%)、印尼（2.92%)、其他（64.55%)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券（67.9%)、類主權債券（19.4%)、公司債（7.9%)、現金及其他（4.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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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11 3.82 12.24 -6.58 年化標準差% 1.24 1.60 1.8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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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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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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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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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美元對沖)(F1338)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First Class Multi Asset - X Cap USD (hedged i)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8/12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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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7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且主要投資為投

資級債券、約當現金及短期債券，故本

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Ewout van Schaick 
學歷：1997年取得荷蘭馬斯垂克大學之經濟學碩士學位 
經歷：2017 年至今 Ewout 擔任 NN 投資夥伴之多重資產部門主管，負責總經及投資策略研究和設計戰略型資產配置(TAA)及多

重資產基金之管理以及全權委託。多重資產部門管理多重資產系列基金及全權委託，包括指標及絕對報酬策略。 
姓名：Mark Robertson 
學歷：於2006年取得澳洲麥覺理大學之應用金融碩士 
經歷：2017 年至今 Mark 為 NN 投資夥伴之多重資產部門旗下之多重資產投資組合團隊主管，負責多重資產及絕對報酬投資組

合之每日管理。 
姓名：Niels de Visser 
學歷：於1996年取得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之經濟學碩士學位 
經歷：2011 年至今 Niels 為 NN 投資夥伴多重資產投資組合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多重資產策略每日之管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運用彈性投資模式來因應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對高評級的固定收益投資、貨幣市場工具以及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投資，將佔淨

資產至少 50%。本基金旨在提供正投資報酬，並在嚴格界定之風險預算控制及降低下檔風險前提下，於完整之市場景氣循環期

間，追求超越 EURIBOR 1-month benchmark 之回報。 
選定理由 
首創風險預算(Risk Budget)機制，力抗市場高波動至少 50%配置於安全性資產，面對升息時代高波動的最佳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9.13%)、荷蘭（8.52%)、奧地利（4.79%)、加拿大（4.51%)、澳洲（4.36%)、美

國（11.07%)、日本（1.61%)、英國（0.95%)、法國（0.75%)、中國（0.74%)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4.0%)、金融（3.7%)、非必需消費（2.6%)、醫療保健（2.3%)、工業（2.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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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5 4.63  -0.54 年化標準差% 0.64 0.6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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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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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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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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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NN(L)旗艦多元資產基金(美元對沖)(F1304)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First Class Multi Asset - X Dis(M) USD (hedged i)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8/12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927.7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且主要投資為投

資級債券、約當現金及短期債券，故本

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Ewout van Schaick 
學歷：1997年取得荷蘭馬斯垂克大學之經濟學碩士學位 
經歷：2017年至今Ewout擔任NN投資夥伴之多重資產部門主管，負責總經及投資策略研究和設計戰略型資產配置(TAA)及多重資

產基金之管理以及全權委託。多重資產部門管理多重資產系列基金及全權委託，包括指標及絕對報酬策略。 
姓名：Mark Robertson 
學歷：於2006年取得澳洲麥覺理大學之應用金融碩士 
經歷：2017年至今Mark為NN投資夥伴之多重資產部門旗下之多重資產投資組合團隊主管，負責多重資產及絕對報酬投資組合之

每日管理。 
姓名：Niels de Visser 
學歷：於1996年取得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之經濟學碩士學位 
經歷：2011 年至今 Niels 為 NN 投資夥伴多重資產投資組合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多重資產策略每日之管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運用彈性投資模式來因應快速變動的市場環境。對高評級的固定收益投資、貨幣市場工具以及現金或約當現金之投資，將佔淨

資產至少 50%。本基金旨在提供正投資報酬，並在嚴格界定之風險預算控制及降低下檔風險前提下，於完整之市場景氣循環期

間，追求超越 EURIBOR 1-month benchmark 之回報。 
選定理由 
首創風險預算(Risk Budget)機制，力抗市場高波動-至少 50%配置於安全性資產，面對升息時代高波動的最佳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9.13%)、荷蘭（8.52%)、奧地利（4.79%)、加拿大（4.51%)、澳洲（4.36%)、美

國（11.07%)、日本（1.61%)、英國（0.95%)、法國（0.75%)、中國（0.74%)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4.0%)、金融（3.7%)、非必需消費（2.6%)、醫療保健（2.3%)、工業（2.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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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4 4.70  -0.51 年化標準差% 0.64 0.6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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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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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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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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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NN(L)銀行及保險基金(F1292) 
NN (L) Banking & Insurance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9/4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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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8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金融類股，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Vrouwes 
學歷：1983年取得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業經濟碩士學位 
經歷：1996 年加入為 NN 投資夥伴，自 1990 年從事資產管理領域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Financials (Net)指標。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4.94%)、加拿大（8.84%)、英國（6.41%)、日本（5.56%)、澳洲（4.85%)、義

大利（4.65%)、荷蘭（4.28%)、新加坡（3.61%)、法國（2.62%)、其他（14.26%) 
基金持股(依產業)：銀行（51.8%)、保險（22.9%)、資本市場（13.6%)、消費者金融（5.2%)、金融服務（3.1%)、

不動產投資信託（1.6%)、現金（1.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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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1 34.53 19.36 -7.86 年化標準差% 2.90 2.69 3.6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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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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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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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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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NN(L)環球高收益基金(F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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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L) Global High Yield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7/9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904.05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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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jors Haverkamp 
學歷：註冊於荷蘭證券協會(Dutch Securities Institute) 
經歷：2016 年至今 Sjors 為全球高收益之主管、全球及歐洲高收益策略之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其為高收益的全球主管，領導

18 位之高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分析師。. 
2008 年至 2016 年擔任歐洲高收益主管，並擔任歐洲高收益之首席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全球高收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1998 年至 2008 年擔任 NN IP 之歐洲高收益團隊之資深投資分析師，負責歐洲產業的發展和實施、信用發行分析流程、以及為

NN 投資夥伴之全球和歐洲高收益投資組合提供投資建議。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指標－70%之 Bloomberg Barclays US High Yield、30%之 Bloomberg Barclays 
Pan-European High Yield，以及發行人 2%限制(不包含金融次級債) (2% issuers capped ex financial subordinates)。 
選定理由 
債券投資專家、掌握投資先機-NN 投資夥伴為全方位債券專家，基金由對高收益債券平均資歷達 13 年的專家進行全球投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2.77%)、義大利（4.87%)、荷蘭（4.06%)、德國（3.13%)、盧森堡（3.04%)、
英國（2.85%)、加拿大（1.90%)、中國（1.72%)、法國（1.33%)、其他（4.33%) 

基金持股(依產業)：通信（21.4%)能源（13.2%)循環性消費（13.1%)非循環性消費（12.4%)資本財（9.6%)
基礎工業（7.9%)科技（6.3%)信用違約交換（2.5%)保險（2.4%)其他含現金（11.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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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7 12.20 11.06 -1.65 年化標準差% 1.03 1.15 1.9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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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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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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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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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F249)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Global High Dividend - X Cap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4/17 
股份類別 X 股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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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5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已開發市場，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Bruno Springael 
學歷：於1986年取得布魯塞爾大學之管理學位。 
經歷：2011 年至今 Bruno 為 NN 投資夥伴價值型股票投資團隊環球高股息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Moudy El Khodr 
學歷：於2010年取得Ichec風險管理學位. 
經歷：2014 年至今 Moudy 為 NN 投資夥伴價值型股票投資團隊美國高股息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Tongai Derek Kunorubwe 
學歷：於2007年取得倫敦商學院之MBA(財務)(私募股權)學位 
經歷：2017 年至今 Tongai 為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並且擔任環球高股息基金的協管經理人。自 2017 年 8 月加入價值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Net)指標。 
NN 投資夥伴高股息優勢策略：股息+成長「高品質」 + 「高股息」 + 「高投資價值」，不僅著重高股息，同時兼顧股息成長

及股價成長。 
選定理由 
NN 投資夥伴高股息產品線完整，投資經歷長達 14 年提供台灣投資人 4 檔以高股息為主要投資標的境外基金選擇(外幣計價在台

灣核准銷售及募集基金之支數合計。)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54.15%)、法國（13.29%)、英國（8.07%)、日本（6.45%)、瑞士（4.74%)、義大

利（2.69%)、加拿大（2.58%)、西班牙（2.17%)、荷蘭（1.78%)、其他（4.09%)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16.9%)、資訊科技（16.0%)、醫療保健（13.4%)、非必需性消費品（9.3%)、必

需性消費品（9.2%)、能源（8.7%)、工業（6.7%)、電訊服務（5.7%)、公用事業（4.0%)、
其他含現金（9.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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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34 19.36 9.08 -4.71 年化標準差% 2.50 2.05 3.1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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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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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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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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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NN(L)環球高股息基金(F251)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N (L) Global High Dividend - X Dis(M)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1/4 
股份類別 X 股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706.5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已開發市場，故本基金風險報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Bruno Springael 
學歷：於1986年取得布魯塞爾大學之管理學位。 
經歷：2011 年至今 Bruno 為 NN 投資夥伴價值型股票投資團隊環球高股息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Moudy El Khodr 
學歷：於2010年取得Ichec風險管理學位. 
經歷：2014 年至今 Moudy 為 NN 投資夥伴價值型股票投資團隊美國高股息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姓名：Tongai Derek Kunorubwe 
學歷：於2007年取得倫敦商學院之MBA(財務)(私募股權)學位 
經歷：2017 年至今 Tongai 為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並且擔任環球高股息基金的協管經理人。自 2017 年 8 月加入價值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為，於數年之期間內績效優於 MSCI World (Net)指標。 
選定理由 
NN 投資夥伴高股息產品線完整，投資經歷長達 14 年-提供台灣投資人 4 檔以高股息為主要投資標的境外基金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4.15%)、法國（13.29%)、英國（8.07%)、日本（6.45%)、瑞士（4.74%)、義大

利（2.69%)、加拿大（2.58%)、西班牙（2.17%)、荷蘭（1.78%)、其他（4.09%)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16.9%)、資訊科技（16.0%)、醫療保健（13.4%)、非必需性消費品（9.3%)、必

需性消費品（9.2%)、能源（8.7%)、工業（6.7%)、電訊服務（5.7%)、公用事業（4.0%)、
其他含現金（9.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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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31 19.33 9.04 -4.71 年化標準差% 2.50 2.06 3.1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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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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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於特定地理區域將比投資於不同地理區域更為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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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Investment Partners Luxembourg S.A. 
3, rue Jean Piret, L-2350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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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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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Strategy Fund - Emerging Markets Corporate Debt Fund Class C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新興市場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4/15 
股份類別 C 累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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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4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本基金旨在主要

透過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公司借貸人發

行的債務證券及可提供參與該等債務

證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多元投資組

合，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何薇德(Victoria Harling),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 
經歷：何薇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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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sUniver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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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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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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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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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品的多元投資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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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的投資流程，管理風險並追求低波動的債券組合。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巴西(14.1%)、香港(11.7%)、墨西哥(10.0%)、土耳其(8.7%)、阿根廷(5.6%)、南非(5.3%)、俄羅

斯(4.2%)、巴拿馬(4.1%)、其他(33.2%)、現金與近似現金(3.1%) 
行業分布：金融(24.4%)、石油及天然氣(15.5%)、科技、媒體及電訊(11.7%)、公用事業(9.0%)、消費品(8.2%)、

工業(7.0%)、金屬與採礦(5.8%)、房地產(5.7%)、其他(9.7%)、現金(3.0%) 
信評分布：AA(0.8%)、A(8.4%)、BBB (38.5%)、BB(31.7%)、B(17.5%)、現金與近似現金(3.1%) 
貨幣配置：美元(100.1%)、歐元(0.1%)、加幣(-0.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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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4 3.58 6.96 -5.79 年化標準差% 1.00 1.32 1.6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應急可轉債或「Cocos」 
2. 信用風險 
3. 衍生性商品風險 
4. 新興市場風險 
5  高收益債券風險 
6. 收益優先風險、利率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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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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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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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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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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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163 頁，共 376 頁 

118. 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F16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Emerging Markets Local Currency Debt Fund Class C Inc-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新興市場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11/30 
股份類別 C 收益-2 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月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22 億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

由新興市場借貸人發行的債務證券及

可提供參與該等債務證券的衍生性金

融商品的多元投資組合，。故本基金風

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Antoon de Klerk , 包偉格 (Werner Gey van Pittius) 
經歷：包偉格是天達資產管理新興市場研究團隊主管。他與文彼得(Peter Eerdmans)共同負責所有新興市場債券的投資策略。他也

與團隊一起負責獨立國家國協(CIS)、中東、非洲市場。由開普敦轉調到倫敦之前，包偉格負責固定收益的計量分析並管理天達資

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包偉格擁有比勒陀利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Pretoria)保險科學商學學士學位，斯泰倫博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金融經濟榮譽商學學位，以及牛津大學應用統計碩士。此外，包偉格 2006 年獲得技術協會的分析師執

照，並榮獲由 CFA 協會頒發的 CFA 證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由新興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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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性金融商品的多元投資組合，以提供收益及長期本增值。 
選定理由 
靈活區域佈局，掌握輪動契機：適當布局公司債，增加獲利來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印尼(10.1%)、巴西(9.7%)、哥倫比亞(9.6%)、俄羅斯(8.6%)、墨西哥(8.3%)、波蘭(6.3%)、土耳

其(6.3%)、馬來西亞(6.1%)、其他(33.7%)、現金與近似現金(1.3%) 
資產分布：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89.7%)、投資等級公司債(2.6%)、新興市場指數連動(2.5%)、新興市場

強勢貨幣債券(2.1%)、成熟市場主權債(1.0%)、高收益公司債(0.8%)、外匯(-1.9%)、現金(3.2%) 
信評分布：AAA(1.8%)、AA(3.0%)、A(21.8%)、BBB (42.6%)、BB(19.2%)、B(10.3%)、現金與近似現金(1.3%) 
貨幣配置：泰銖(12.4%)、墨西哥比索(12.2%)、哥倫比亞比索(11.8%)、巴西雷亞爾(9.3%)、波蘭茲羅提(9.0)、

印尼盾(8.9%)、俄羅斯盧布(8.0%)、馬來西亞林吉特(7.6%)、捷克克朗(6.8%)、其他(1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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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99 0.65 -2.55 -7.83 年化標準差% 3.11 2.99 3.4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中國銀行同業債券市場直接投資風險 
2. 信用風險 
3. 衍生性商品風險 
4. 新興市場風險 
5  高收益債券風險 
6. 收益優先風險、利率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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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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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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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森堡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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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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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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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Endurance Equity Fund Class C Inc-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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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785.1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主要透過

投資於世界各地公司的股票，，故本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韓力祖(Nigel Hankin) , 貝姬詩(Christine Baalham)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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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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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姬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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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姬詩畢業於劍橋大學，畢業

後前幾年並獲得劍橋大學自然科學第一優等榮譽。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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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

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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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高波動個股，掌握高股息之成長動能。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48.9%)、歐洲(不包括英國) (16.4%)、日本(8.3%)、遠東(不包含日本) (8.2%)、新興市場

(7.6%)、英國(6.3%)、現金(4.3%) 
行業分布：金融(22.0%)、工業(17.4%)、資訊科技(17.3%)、健康護理(10.1%)、必需性消費品(7.5%)、非必

需性消費品(5.5%)、公用事業(4.8%)、能源(3.9%)、其他(7.2%)、現金(4.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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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50 19.21 13.82 -1.39 年化標準差% 1.93 1.82 2.5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中國 A 股風險 
2. 中國稅務風險 
3. 衍生性商品風險 
4. 股票投資風險 
5. 投資中國的風險 
6. 人民幣貨幣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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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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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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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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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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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天達環球動力基金(F165)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Dynamic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12/29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629.14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以全球股

票投資為主，旨在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羅志高 (Jacob Robbins) , 傅亦安(Ian Vose) 
經歷：羅志高是全球服務業領域之專家，在天達資產管理獨創之四大動力選股模型的全球股票團隊中，也是負責這方面之研究與

分析。在加入天達資產管理之前，他曾在 Insight Investment 擔任國際股票部門的副主管，主要負責分析全球股票，並協助管理日

本基金。更早之前，羅志高曾在 Rothschild Asset Management 協助管理英國股票約 2 年之久，接下來一年則在 Flemings Securities 
擔任 CountryFunds 類型之股票分析師一職。羅志高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並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已經通過 IMC(美國管理諮詢

學會)專業培訓，並也已通過 CFA(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證照之 Level 1 與 Level 2 測驗。傅亦安現職為天達基金經理人，同時也是

天達「四大動力」團隊的一員。傅亦安加入天達資產管理之前，任職於 Scottish Widows Investment Partnership (SWIP)，並擔任已

開發國家股票市場主管。他也曾任職於德盛安聯(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RCM))，主管國際股票投資，也曾擔任德盛英國董事、

為歐洲研究的共同主管。傅亦安畢業於牛津大學皇后學院，擁有生化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以全球股票投資為主，其中最少三分之二的資金會投資在股票巿場。本子基金在建構投資組合時，公司的選擇將不會受規

模、行業或地區限制。本子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以全球股票投資為主，旨

在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四大動力」精選標的，不受參考指標限制：精選百檔以內個股，精緻布局。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57.2%)、遠東(不包含日本) (9.3%)、新興市場(8.2%)、歐洲(不包括英國) (8.2%)、日本 
(7.8%)、英國(6.0%)、現金(3.3%) 

行業分布：資訊科技(21.1%)、非必需性消費品(18.5%)、金融(15.6%)、工業(15.5%)、原物料(9.2%)、、能

源(6.6%)、健康護理(5.9%)、必需性消費品(2.5%)、房地產(1.8%)、現金(3.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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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91 27.97 11.72 -0.67 年化標準差% 2.72 2.17 2.9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中國 A 股風險 
2. 中國稅務風險 
3. 衍生性商品風險 
4. 股票投資風險 
5. 投資中國的風險 
6. 人民幣貨幣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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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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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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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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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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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天達環球策略股票基金(F166)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Strategic Equity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6/30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810.4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旨在主要

透過在全球投資於相信可提供高於平

均的資本回報機會的公司股票，以達致

長期資本增值，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貝德鳴 (Mark Breedon) 
經歷：貝德鳴於 2003 年加入天達，現為天達資產管理「四大動力」股票團隊主管，並同時擔任天達環球策略股票基金之基金經

理人。貝德鳴曾於大聯資產管理(A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參與新興市場的投資工作。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最少三分之二的投資會用於相信是高品質(即較其資本成本提供高回報潛力的公司)或可提供良好的價值（即在市場中價值

被低估），或預期可受惠於盈利預測上調，或現時或未來的投資者需求增加的公司。本子基金亦會尋求投資於預期盈利長遠可受

惠於營運及結構改善的公司。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在全球

投資於相信可提供高於平均的資本回報機會的公司股票，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選定理由 
「四大動力」精選標的，不受參考指標限制：聚焦「改革」題材，發掘全球潛力個股：得獎紀錄豐碩，操作備受肯定。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55.0%)、新興市場(13.6%)、歐洲(不包括英國) (13.6%)、日本 (8.1%)、英國(6.1%)、遠東(不
包含日本) (0.8%)、中東(0.7%)、現金(2.1%) 

行業分布：資訊科技(20.8%)、金融(17.9%)、非必需性消費品(14.8%)、健康護理(11.8%)、工業(11.1%)、原

物料(8.1%)、必需性消費品(7.6%)、能源(5.3%)、房地產(0.5%)、現金(2.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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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79 37.03 18.19 -0.97 年化標準差% 2.70 2.23 3.2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中國 A 股風險 
2. 中國稅務風險 
3. 衍生性商品風險 
4. 股票投資風險 
5. 投資中國的風險 
6. 人民幣貨幣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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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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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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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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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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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亞洲股票基金(F648)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Asian Equity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6/30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5,318.5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旨在主要

透過投資於亞洲 (不包括日本 )成立及

在亞洲 (不包括日本 )認可交易所上市

的公司股票，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故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顧諾祈(Greg Kuhnert) 
經歷：顧諾祈是亞太(不包括日本)及亞洲(不包括日本)投資策略的經理人。他亦為「四大動力」的一員。顧諾祈於 1999 年加入天

達資產管理，擔任研究亞洲及環球股票的分析員，在此之前，他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5 年，專注於採礦及金

融企業的稽核及顧問工作，並於 1997 年取得特許會計師的資格。顧諾祈於 1994 年畢業於約翰尼斯堡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大學，並以一級成績取得會計系學士學位。此外，顧諾祈亦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的資格。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台灣、南韓、菲律賓、印尼、中國及印度市場，但亦可投資於區內的其他

市場，例如澳洲和紐西蘭。選股程序將以研究為基礎，及同時考慮宏觀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影響個別公司的因素。長期而言，國家

和經濟因素及選股可能是帶動基金表現的重要因素。本基金將最少把 2/3 的資產投資於上述股票。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

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亞洲 (不包括日本 )成立及在亞洲 (不包括日本 )認可交易所

上市的公司股票，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四大動力」精選標的，不受參考指標限制：多元持股，打造亞洲除日本外股票核心組合：榮獲多項大獎肯定。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中國(43.4%)、香港(14.2%)、印度(12.0%)、台灣(9.4%)、南韓(9.2%)、馬來西亞(2.6%)、新加坡

(2.6%)、泰國(1.6%)、其他(2.6%)、現金(2.4%) 
行業分布：資訊科技(34.1%)、金融(27.6%)、非必需性消費品(11.4%)、必需性消費品(7.0%)、房地產(4.6%)、

能源(4.1%)、原物料(3.9%)、健康護理(1.9%)、其他(3.0%)、現金(2.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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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38 44.71 21.99 -3.24 年化標準差% 3.83 3.61 4.8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中國 A 股風險 
2. 中國稅務風險 
3. 衍生性商品風險 
4. 新興市場風險 
5. 股票投資風險 
6. 投資中國的風險 
7. 人民幣貨幣風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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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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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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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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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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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美國股票基金(F1467)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American Franchise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6/30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1.94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旨在透過

主要投資在美國上市及 /或註冊的公

司，或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創立但其大部

份業務於美國進行的公司，以取得長線

資本增值，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Michael Hayward 
學歷：Michael 擁有南非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之保險精算學學士學位，為英國精算學會之成員 ，同時擁有 CFA
分析師證照。 
經歷：Michael 擔任美國股票基金之投資經理人，且為優質選股策略團隊之一員。此外，Michael 也著重於股票之分析及選股，且

持續檢視環球優質選股策略，包含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系列之旗艦基金-環球特許品牌基金。 
加入天達資產管理前，Michael 於 Momentum 資產管理擔任股票研究分析三年，且於 Deloitte Actuarial and Insurance Solutions 擔
任保險分析員一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的公司選擇，將不受規模及行業限制。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

透過主要投資在美國上市及/或註冊的公司，或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創立但其大部份業務於美國進行的公司，以取得長線資本增值。 
選定理由 
採取逆勢操作與價值投資策略：由下而上選股，創造長線資本增值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行業分布：資訊科技(39.6%)、健康護理(15.5%)、金融(13.7%)、必需性消費品(12.1%)、非必需性消費品

(11.1%)、工業(0.8%)、現金(7.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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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28 44.51 40.51 7.01 年化標準差% 2.19 2.51 3.0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衍生性商品風險 
2. 股票投資風險 
3. 行業及 /或地理風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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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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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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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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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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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F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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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European High Yield Bond Fund Class C Inc-2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8/16 
股份類別 C 收益-2 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月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49.9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本基金旨在提供

長遠超出主要歐洲高收益債券指數的

收入及資本回報，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龐智賦(Jeff Boswell), 韓嘉倫(Garland Hansmann) 
經歷：龐智賦管理與發展天達資產管理的成熟國家信用市場平台，並於天達債券系列基金中扮演基金經理人的角色。在加入天達

資產管理之前，龐智賦曾於 ICG 集團債券基金管理部門擔任投資主管，同時也是債信基金管理投資委員會成員；他亦曾於天達銀

行擔任併購財務主管，建立併購財務平台與開發第三方資產管理擔保債務平台。在此之前，龐智賦於北歐投資銀行（倫敦）、英

格蘭商人銀行（南非）負責結構性與槓桿融資操作。龐智賦畢業於南非大學，取得商業學士榮譽學位，同時持有南非特許會計師

與特許金融分析師（CFA）證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以歐元及英鎊計價，並由環球發行人在歐洲債券、英鎊當地及歐元當地市場發行的

高息之固定利率證券（包含投資評級及非投資評級債務證券）及提供投資於該等證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組成。本基金旨在提供長

遠超出主要歐洲高收益債券指數的收入及資本回報。 
選定理由 
多元化布局，嚴控下檔風險：提供多元幣別的全方位投資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美國(25.2%)、英國(15.9%)、法國(9.6%)、荷蘭(8.3%)、德國(6.0%)、西班牙(4.6%)、愛爾蘭(3.2%)、
盧森堡(2.8%)、其他(21.6%)、現金與近似現金(2.8%) 

資產分布：高收益公司債(93.5%)、投資等級公司債(3.7%)、現金(2.8%) 
信評分布：BBB (3.6%)、BB(45.1%)、B(42.1%)、CCC(6.4%)、現金與近似現金(2.8%) 
貨幣配置：歐元(100.05%)、南非蘭特(0.2%)、英鎊(-0.3%)、美元(-0.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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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07 11.96 12.91 -6.19 年化標準差% 2.47 2.48 2.6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應急可轉債或「Cocos」 
2. 信用違約遠期及其他合成證券風險 
3. 信用風險 
4. 衍生性商品風險 
5  高收益債券風險 
6. 收益優先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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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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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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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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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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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歐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美元避險)(F1030)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基金之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European High Yield Bond Fund Class C Inc-2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4/8 
股份類別 C 收益-2 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月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49.9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本基金旨在提供

長遠超出主要歐洲高收益債券指數的

收入及資本回報，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龐智賦(Jeff Boswell), 韓嘉倫(Garland Hansmann) 
經歷：龐智賦管理與發展天達資產管理的成熟國家信用市場平台，並於天達債券系列基金中扮演基金經理人的角色。在加入天達

資產管理之前，龐智賦曾於 ICG 集團債券基金管理部門擔任投資主管，同時也是債信基金管理投資委員會成員；他亦曾於天達銀

行擔任併購財務主管，建立併購財務平台與開發第三方資產管理擔保債務平台。在此之前，龐智賦於北歐投資銀行（倫敦）、英

格蘭商人銀行（南非）負責結構性與槓桿融資操作。龐智賦畢業於南非大學，取得商業學士榮譽學位，同時持有南非特許會計師

與特許金融分析師（CFA）證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以歐元及英鎊計價，並由環球發行人在歐洲債券、英鎊當地及歐元當地市場發行的

高息之固定利率證券（包含投資評級及非投資評級債務證券）及提供投資於該等證券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組成。本基金旨在提供長

遠超出主要歐洲高收益債券指數的收入及資本回報。 
選定理由 
多元化布局，嚴控下檔風險：提供多元幣別的全方位投資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美國(25.2%)、英國(15.9%)、法國(9.6%)、荷蘭(8.3%)、德國(6.0%)、西班牙(4.6%)、愛爾蘭(3.2%)、
盧森堡(2.8%)、其他(21.6%)、現金與近似現金(2.8%) 

資產分布：高收益公司債(93.5%)、投資等級公司債(3.7%)、現金(2.8%) 
信評分布：BBB (3.6%)、BB(45.1%)、B(42.1%)、CCC(6.4%)、現金與近似現金(2.8%) 
貨幣配置：歐元(100.05%)、南非蘭特(0.2%)、英鎊(-0.3%)、美元(-0.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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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18 10.44 13.05 -2.24 年化標準差% 0.68 1.08 1.3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應急可轉債或「Cocos」 
2. 信用違約遠期及其他合成證券風險 
3. 信用風險 
4. 衍生性商品風險 
5  高收益債券風險 
6. 收益優先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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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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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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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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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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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天然資源基金(F167)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Natural Resources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1/31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99.7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

全球預期將受惠於商品及天然資源的

長期價格提升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故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夏喬治(George Cheveley) , 倪唐(Tom Nelson) 
經歷：夏喬治於 2007 年加入天達資產管理，擔任商品及資源團隊的投資組合經理及金屬與礦業專家。在加入天達之前，他於全

球最大的採礦公司必和必拓位於海牙及新加坡的辦事處工作 3 年，任職市場分析員。他於 2004 年由 CRU(Commodities 
ResearchUnit，一間位於倫敦的獨立金屬/化學品相關研究公司)轉職到必和必拓。他曾於 CRU 的碳鋼團隊任職 3 年，及後轉任銅

研究部主管並工作 5 年，負責為產業、銀行及避險基金提供深入的研究及預測。夏喬治在 1990 年於 British Steel Strip Products 開
展其事業，在鍍錫部門任職 3 年。他在 1989 年畢業於牛津大學，並以極優異成績取得古典文學學系學位，並在 1995 年於華威大

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倪唐是天達資產管理環球商品暨天然資源團隊主管，加入天達資產管理之前，曾服務於 Guinness Asset 
Management 長達 7 年，擔任能源基金的共同組合投資經理。倪唐畢業於牛津大學，取得現代語言(法語及德語)碩士學位，並持

有英國投資專業人士協會(UKSIP) Level 3 的證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最少三分之二所投資的公司將涉及採礦、提煉、生產、加工或運輸天然資源或商品，或為該類公司提供服務。本基金可因

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亞洲 (不包括日本 )成立及在亞洲 (不包

括日本 )認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以提供長線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透過完善與紀律的投資流程，精選投資個股：積極管理，不受參考指標限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45.9%)、英國(16.0%)、遠東(不包含日本) (15.4%)、歐洲(不包括英國)(11.2%)、新興市場

(5.8%)、中東(1.8%)、現金(3.9%) 
行業分布：綜合金屬及採礦(17.4%)、綜合石油及天然氣(16.1%)、肥料與農用化學品(8.1%)、黃金(7.5%)、

鋼鐵(6.3%)、石油及天然氣探勘及生產(5.9%)、石油及天然氣提煉及銷售(5.4%)、石油及天然

氣設備及服務(3.9%)、其他(25.7%)、現金(3.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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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29 26.42 13.80 -0.92 年化標準差% 3.76 3.80 5.5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信用違約遠期及其他合成證券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新興市場風險 
4. 股票投資風險 
5. 行業及/或地理風險 
6. 較小型公司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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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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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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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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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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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股票入息基金(F1470)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Quality Equity Income Fund Class C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7/16 
股份類別 C 累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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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6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主要透過

投資於全球公司的股票，旨在提供收益

及達致長線資本增值，故本基金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羅克穎(Clyde Rossouw) , 韓學勤(Blake Hutchins) , 潘德龍(Abrie Pretorius)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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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負責固收益資產分析及投資組合管理工作。羅克穎在 1991 
年畢業於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T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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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將專注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具高質素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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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公司

的股票，旨在提供收益及達致長線資本增值。 
選定理由 
鎖定高品質股票，建構優質環球收益投資組合：與市場連動低，創造長期優渥總回報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43.9%)、英國(30.3%)、歐洲(不包括英國) (18.3%)、日本 (3.0%)、遠東(不包含日本) (2.9%)、
現金(1.6%) 

行業分布：必需性消費品(35.1%)、資訊科技(22.0%)、健康護理(18.1%)、工業(10.1%)、非必需性消費品

(9.7%)、金融(2.1%)、房地產(1.3%)、現金(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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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6 8.39 - -2.45 年化標準差% 2.48 2.48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集中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股票投資風險 
4. 收益優先風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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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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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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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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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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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能源基金(F164)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Energy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2/2/22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558.25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主要透過

投資於全球各地的能源公司以達致長

期資本增值的目標，故本基金風險報酬

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倪唐(Tom Nelson) , Graeme Baker 
經歷：倪唐是天達資產管理環球商品暨天然資源團隊主管，加入天達資產管理之前，曾服務於 Guinness Asset Management 長達 7 
年，擔任能源基金的共同組合投資經理。倪唐畢業於牛津大學，取得現代語言(法語及德語)碩士學位，並持有英國投資專業人士

協會(UKSIP) Level 3 的證照。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在世界各地參與勘探、生產或經銷石油、天然氣體及其他能源的上市公司。此外亦可能投資於為能源工業服務

的公司。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各地的能源公司以達

致長期資本增值的目標。 
選定理由 
涵蓋上中下游產業：依產業趨勢調整持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美國(36.7%)、英國(16.0%)、加拿大(13.4%)、法國(11.6%)、香港(6.5%)、葡萄牙(2.9%)、瑞典(2.4%)、
俄羅斯(2.3%)、其他(7.5%)、現金(0.7%) 

行業分布：綜合石油及天然氣(34.3%)、石油及天然氣探勘及生產(20.0%)、石油及天然氣設備及服務

(13.0%)、石油及天然氣提煉及銷售(12.4%)、石油與天然氣儲藏及運輸(6.5%)、電氣部件與設

備(2.0%)、重型電器設備(1.6%)、建築產物(1.2%)、其他(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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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13.62 3.20 -13.36 0.64 年化標準差% 4.98 4.43 5.8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衍生性商品風險 
2. 股票投資風險 
3. 行業及/或地理風險 
4. 較小型公司風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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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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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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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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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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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策略管理基金(F147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Strategic Managed Fund Class C Inc-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2/20 
股份類別 C 收益-2 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006.6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本基金旨在透過

積極管理的多元投資組合(包括全球的

現金票據、固定利率證券、可換股證

券、股票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同

投資組合)，提供長線收益及資本增長，

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蘇達輝 (Philip Saunders) , 鄺毅文 (Iain Cunningham) 
經歷：蘇達輝目前擔任天達資產管理之基金經理人職務，以及多元資產策略團隊聯席主管，負責統合全球多元資產投資業務。1987
年，蘇達輝曾任健輝環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董事及創辦人(健輝於 1998 年被天達收購)，並領導環球固定收益投資團隊。蘇達輝

並於 1984 年任職於 Guinness Mahon & Co Limited 負責管理貨幣基金。他在 1980 年畢業於劍橋大學。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般情況下，股票投資最多佔本基金 75%。本基金可利用股票選擇權及市場指數期貨來控制投資風險，以達致有效的組合管理。

本子基金可持有其他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現或近似衍生 性金融商品 、本基金可將累計最多 30%的資產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s 的單位或股份，詳情載於公開說明書一般部份第 10.1C(a)(12)節內。本基金可因應有效投資組合管理、避險及/或投資

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透過積極管理的多元投資組合(包括全球的現金票據、固定利率證券、可換股證券、股票證

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同投資組合)，提供長線收益及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成長導向之全球平衡型基金：涵蓋另類資產投資，拓展收益來源：資產團隊管理經驗超過 20 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資產分布：成長型(59.8%)、防禦型(40.2%)、 
債券市場： 美國(3.2%)、加拿大(0.5%)、英國(0.2%)、澳洲(0.1%)、瑞典(0.1%)、瑞士(0.1%)、紐西蘭(0.1%)、

德國(0.1%) 
股票市場：北美(31.6%)、日本(3.6%)、遠東(5.0%)、英國(4.9%)、新興市場(4.8%)、歐洲(3.4%) 
貨幣配置：北美(37.5%)、日本(28.6%)、歐洲(17.5%)、英國(7.3%)、遠東(4.9%)、新興市場(4.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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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41 17.06 10.54 -3.39 年化標準差% 1.86 1.68 2.2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信用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折價/議價風險 
4. 新興市場風險 
5. 利率風險 
6. 多元資產投資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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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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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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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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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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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天達環球策略基金-環球黃金基金※(F064)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Gold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4/12/23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38.5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本基金旨在主要

透過投資於全球開採黃金的公司所發

行的股票，達致長期資本增長，故本基

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夏喬治(George Cheveley)  
經歷：夏喬治於 2007 年加入天達資產管理，擔任商品及資源團隊的投資組合經理及金屬與礦業專家。在加入天達之前，他於全

球最大的採礦公司必和必拓位於海牙及新加坡的辦事處工作 3 年，任職市場分析員。他於 2004 年由 CRU(Commodities 
ResearchUnit，一間位於倫敦的獨立金屬/化學品相關研究公司)轉職到必和必拓。他曾於 CRU 的碳鋼團隊任職 3 年，及後轉任銅

研究部主管並工作 5 年，負責為產業、銀行及避險基金提供深入的研究及預測。夏喬治在 1990 年於 British Steel Strip Products 開
展其事業，在鍍錫部門任職 3 年。他在 1989 年畢業於牛津大學，並以極優異成績取得古典文學學系學位，並在 1995 年於華威大

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全球開採黃金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亦可投資於世界各地涉及開採其他貴重金屬、其他礦物以及金屬的公司，比重

可達三分之一。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全球開採黃金

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達致長期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多元布局，掌握貴金屬脈動：靈活投資，投資不受限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加拿大(67.4%)、澳洲(12.7%)、美國(10.3%)、英國(5.2%)、南非(3.5%)、現金(0.9%) 
行業分布：黃金生產商(93.7%)、銀(4.2%)、鉑金(0.7%)、黃金(0.5%)、現金(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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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84 -20.15 27.23 -3.86 年化標準差% 5.36 7.19 10.6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信用違約遠期及其他合成證券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新興市場風險 
4. 股票投資風險 
5. 行業及/或地理風險 
6. 較小型公司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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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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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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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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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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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天達環球策略管理基金(F52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Strategic Managed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6/30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006.6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本基金旨在透過

積極管理的多元投資組合(包括全球的

現金票據、固定利率證券、可換股證

券、股票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同

投資組合)，提供長線收益及資本增長，

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2.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蘇達輝 (Philip Saunders) , 鄺毅文 (Iain Cunningham) 
經歷：蘇達輝目前擔任天達資產管理之基金經理人職務，以及多元資產策略團隊聯席主管，負責統合全球多元資產投資業務。1987
年，蘇達輝曾任健輝環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董事及創辦人(健輝於 1998 年被天達收購)，並領導環球固定收益投資團隊。蘇達輝

並於 1984 年任職於 Guinness Mahon & Co Limited 負責管理貨幣基金。他在 1980 年畢業於劍橋大學。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般情況下，股票投資最多佔本基金 75%。本基金可利用股票選擇權及市場指數期貨來控制投資風險，以達致有效的組合管理。

本子基金可持有其他轉讓證券、貨幣市場工具現或近似衍生 性金融商品 、本基金可將累計最多 30%的資產投資於其他 UCITS
或其他 UCIs 的單位或股份，詳情載於公開說明書一般部份第 10.1C(a)(12)節內。本基金可因應有效投資組合管理、避險及/或投資

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本基金旨在透過積極管理的多元投資組合(包括全球的現金票據、固定利率證券、可換股證券、股票證

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不同投資組合)，提供長線收益及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成長導向之全球平衡型基金：涵蓋另類資產投資，拓展收益來源：資產團隊管理經驗超過 20 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資產分布：成長型(59.8%)、防禦型(40.2%)、 
債券市場： 美國(3.2%)、加拿大(0.5%)、英國(0.2%)、澳洲(0.1%)、瑞典(0.1%)、瑞士(0.1%)、紐西蘭(0.1%)、

德國(0.1%) 
股票市場：北美(31.6%)、日本(3.6%)、遠東(5.0%)、英國(4.9%)、新興市場(4.8%)、歐洲(3.4%) 
貨幣配置：北美(37.5%)、日本(28.6%)、歐洲(17.5%)、英國(7.3%)、遠東(4.9%)、新興市場(4.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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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42 17.04 10.56 -3.38 年化標準差% 1.85 1.68 2.2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信用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折價/議價風險 
4. 新興市場風險 
5. 利率風險 
6. 多元資產投資風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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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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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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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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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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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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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Franchise Fund Class C Inc-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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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942.94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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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羅克穎(Clyde Rossouw)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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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負責固收益資產分析及投資組合管理工作。羅克穎在 1991 
年畢業於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T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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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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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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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持股且長期投資，降低波動並獲取長線報酬機會：多元貨幣月配息級別，選

擇更多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62.5%)、歐洲(不包括英國)(15.6%)、英國(12.0%)、新興市場(2.9%)、中東(2.8%)、日本 
(2.2%)、現金(2.0%) 

行業分布：資訊科技(33.6%)、必需性消費品(27.5%)、健康護理(13.3%)、金融(11.9%)、非必需性消費品

(9.8%)、工業(1.9%)、現金(2.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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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93 18.11 27.05 1.10 年化標準差% 1.93 2.25 2.8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集中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股票投資風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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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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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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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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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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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天達環球策略-環球特許品牌基金(F635)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tec Global Strategy Fund - Global Franchise Fund Class C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9/9/30 
股份類別 C 收益股份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年決定是否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942.94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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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羅克穎(Clyde Rossouw)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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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負責固收益資產分析及投資組合管理工作。羅克穎在 1991 
年畢業於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T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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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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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可因應避險及/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的目的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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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持股且長期投資，降低波動並獲取長線報酬機會：多元貨幣月配息級別，選

擇更多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國家配置：北美(62.5%)、歐洲(不包括英國)(15.6%)、英國(12.0%)、新興市場(2.9%)、中東(2.8%)、日本 
(2.2%)、現金(2.0%) 

行業分布：資訊科技(33.6%)、必需性消費品(27.5%)、健康護理(13.3%)、金融(11.9%)、非必需性消費品

(9.8%)、工業(1.9%)、現金(2.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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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93 18.09 27.01 1.07 年化標準差% 1.93 2.25 2.8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集中風險 
2. 衍生性商品風險 
3. 股票投資風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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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基金投資可能產生的最大損失為全部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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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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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達資產管理盧森堡有限公司 
(Investec Asset Management Luxembourg S.A.) 
盧 森 堡 大 公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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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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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野村多元收益平衡基金(F1337)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omura Multi Income Balanced Fund Dividend pay-Monthly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6/6/29 
股份類別 月配型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新台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20.66 億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國家及地區，採取彈性調整股債配置，

並將依景氣循環所處階段，調整股債配

置，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7%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黃家珍 
學歷：威斯康辛州立大學麥迪遜校區，MBA。 
經歷：曾任摩根富林明投顧投資研究部副理、摩根富林明投信投資研究部副理、德盛安聯投顧企劃研究部研究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多元資產收益策略兼具多元資產佈局以及彈性資產配置，可靈活配置股票與債券部位，亦可透過承做指數選擇權達到增

進收益來源，並積極主動控制下跌風險達到追求總體報酬的目標。投資策略主要目標有：(1)透過股息、債息以及權利金收入達到

穩定的收益來源，(2)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創造最佳總報酬。 
選定理由 
雙強聯手，打造優勢多元收益策略-投資顧問 Mellon Capital 自 1983 年開始，專注於以基本面為基礎之系統化投資，為全球頂尖金

融服務機構之一紐約梅隆銀行*(BNY Mellon)旗下一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實體部位)：美國股票(29.5%)、美國高收益債券(26.93%)、環球股票(5.22%)、美國投資級債券

(32.32%)、美國公債(0%) 
基金持股(衍生性商品部位)：股票保護性選擇權(-23.12%)、美國股票指數期貨(5.92%)、美國公債指數期貨

(17.1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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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78 4.75 - -3.15 年化標準差% 1.50 1.31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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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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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 
7.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債券市場風險、投資次順位公司債/次順位金融債風險、投資商品 ETF 之風險…等 
8.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9. 基金匯率避險交易之風險 
10. 其他投資風險：貨幣避險風險(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匯率變動風險、結匯成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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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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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詳細風險敘述請參見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壹、 基金概況 五、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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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F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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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Asia Pacific High Yield Bond Fund pay-Monthly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3/1 
股份類別 月配型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計價：新台幣 150 億元。 
外幣計價：等值新台幣 100 億元。 

基金規模 101.31 億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基金，本基金主

要以投資亞太區域債券及高收益債券

為主，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范鈺琦 
學歷：台灣大學財金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MBA 
經歷：大華銀資產管理、惠譽信評信用分析協理、香港交易所、施羅德投資管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其主要投資目標著重在中長期的投資契機，尋求基金長期穩定的成長，操作上將結合亞太地區共 264 位投資專家之研究資源，隨

時觀察全球總體經濟情勢、匯率及利率走勢，再經由研究團隊篩選具投資價值及成長動能的產業與債券類型，作為追蹤及投資判

斷依據。本基金將考量全球利率環境、投資地區經濟成長與通貨膨漲等因素，動態調整債券部位之加權平均存續期間，原則上其

區間將大致落在約 1 至 8 年的區間。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32.8%)、印尼(17.4%)、澳洲(7.5%)、印度(4.6%)、蒙古(3.2%)、新加坡(2.8%)、香

港(2.6%)、巴基斯坦(2.5%)、其他(17.9%)、流動資產(8.7%) 
基金持股(依產業)：中國房地產(18.3%)、銀行/保險(12.8%)、主權和類主權(12.7%)、循環性消費(12.2%)、

其他亞洲房地產(9.0%)、原物料(6.3%)、非循環性消費(5.6%)、能源(5.2%)、其他(9.3%)、
流動資產 (8.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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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18 - - -6.31 年化標準差% 1.17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利率風險 
2. 流動性風險 
3. 國外匯率/貨幣及外匯管制風險 
4.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5. 商品交易對手風險 
6.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如高收益債券、轉換公司債…等 
7.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8. 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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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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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詳細風險敘述請參見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壹、 基金概況 五、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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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野村美利堅高收益債基金(F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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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mura US Premiun High Yield Bond Fund -pay-Monthly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11/9 
股份類別 月配型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每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等值新台幣 200 億元。 基金規模 17.08 億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基金，本基金主

要以投美國高收益債券為主，故本基金

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7%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郭臻臻 
學歷：美國南加大碩士學位，主修經濟、副修財務。 
經歷：曾任富鼎投信全球固定收益組合基金經理人。該基金曾在2010年與2011年連續兩年榮獲傑出基金金鑽獎三年期第一名的肯

定。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聚焦於美國高收益債券投資機會，部份分散於其他成熟國家高收益債券，投資範圍以美國高收益公司債為主，以掌握

美國高收益債券市場市值較大、流動性較佳及可選擇標的較多的優勢，同時分散投資於歐元區及其他區域企業發行之美元高收益

債券，藉以參與歐元區等成熟國家及其他地區經濟復甦及企業獲利好轉之契機，掌握美歐全球兩大經濟體雙重投資優勢。 
選定理由 
堅強團隊，野村高收益債團隊經歷多空、投資經驗豐富。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2.8%)、加拿大(4.3%)、盧森堡(2.5%)、法國(1.1%)、英國(0.8%)、荷蘭(0.8%)、
牙買加(0.7%)、阿拉伯聯合大公國(0.4%)、流動資產(6.0%)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18.3%)、通訊/媒體(16.3%)、循環性消費(15.4%)、非循環性消費(11.4%)、金融

(9.4%)、工業(8.9%)、科技(7.2%)、原物料(4.3%)、其他(2.7%)、流動資產(6.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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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71 10.89  - 0.13 年化標準差% 0.63 0.80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產業景氣循環的風險 
2. 流動性風險 
3. 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4.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5. 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 
6. 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投資於高收益債券風險、債券市場風險、投資次順位公司債/次順位金融債風險…等 
7. 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風險 
8. 基金匯率避險交易之風險 
9. 其他投資風險：貨幣避險風險、人民幣計價受益權單位之匯率變動風險、結匯成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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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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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詳細風險敘述請參見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壹、 基金概況 五、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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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野村貨幣市場基金(F017) 
Nomura Taiwan Money Market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貨幣市場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5/10/21 
股份類別 累積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 400 億元。 基金規模 114.6 億新台幣(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貨幣市場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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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1。 

基金經理費 0.04%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林詩孟 
學歷：東吳大學國際貿易所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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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以追求穩定收益為目標，主要投資於債券市場及短期貨幣市場工具，如：短期票券、銀行定存，以追求國內貨幣市場收益

以及保持高流動性為原則。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投資國內 
基金持股(依產業)：定期存款(60.9%)、公司債附買回(17.7%)、短期票券(10.9%)、活期存款(3.4%)、公債附

買回(1.3%)其他(5.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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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0 0.71 1.13 0.21 年化標準差% 0.00 0.00 0.0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流動性風險 
2. 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3. 商品交易對手之信用風險 
4. 利率風險 
5. 投資次順位債券（公司債、金融債券）之風險 
6. 投資無擔保公司債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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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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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風險敘述請參見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壹、 基金概況 五、 投資風險揭露)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野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Nomura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t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0 樓（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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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富達基金-中國聚焦基金(F098) 

Fidelity Funds - China Focus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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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7.14(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Jing Ning 
學歷：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企管碩士 
經歷： 寧靜(Jing Ning)擁有14年投資經驗，管理中國股票型基金長達9年。寧靜於1999至2007期間在AIG 
Investments 任職，並從2004年起於上海擔任中國股票主管一職，管理兩檔中國A股基金; 2008年加入貝萊

德，轉注管理中國股票型基金。寧靜在中國和美國接受教育，在北京清華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以及於美國

羅徹斯特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 (CFA) 資格。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將投資於中國和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的證券以及在中國開展大量經營活動的非中國公司的證券，主

要集中於中國市場。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選定理由 
3大動態結構性題材：(1)消費潛力，特別是源自於生活方式的改變；(2)產業加速升級與產業整併；(3)從沿

岸到內陸的動態經濟差異，都能發掘潛力投資標的，就中長期角度來看，拉回都是進場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93.1%),香港(1.0%)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26.1%),資訊科技(16.4%),能源(11.0%),非核心消費(9.7%),工業(6.9%),不動產

(5.8%),通訊服務(5.3%),原物料(5.2%),核心消費(4.9%),健康護理(2.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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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56 49.55 18.99 -1.16 年化標準差% 18.60 14.87 19.6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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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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富達基金-太平洋基金(F115) 

Fidelity Funds - Pacific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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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62(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Dale Nicholls 
學歷：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商學士 
經歷： Dale Nicholls於1996年以分析師的身分加入富達日本，研究領域相當廣泛，包括：其他金融、保險、

地區銀行、化學、消費、科技與紡織服飾，2003年元月接管富達太平洋基金迄今。加入富達前，曾服務於

日本新力公司市場/商業分析師、日本Bankers Trust Asia Securities。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亞太地區積極管理之股票組合，亞太地區包括但不限於日本、澳洲、中國、香港、印度、印尼、

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台灣與泰國。本基金可直接將其淨資產投資於中國A 股和B 股。 

選定理由 

投資組合從成熟亞洲的復興與大中華、東協、印度的成長契機，窺見亞太地區企業的投資機會無限。囊括

日本金融、精密儀器等或是受惠於智慧型手機的網路商機;澳洲高股息概念;東協基建、貿易整合與日本至泰

國、印尼設廠題材;南韓與台灣的資訊科技以及印度消費及製藥等優勢產業。 
偏好中小型股，兼顧結構性加永續成長，以及成熟市場價值型企業。精選具長期競爭優勢、資本密集，進

入障礙高、管理階層專注提升股東價值的公司。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日本(24.9%),中國(23.9%),澳洲(13.2%),香港(8.7%),台灣(6.8%),南韓(5.3%),印尼

(3.8%),印度(2.9%),菲律賓(2.2%),新加坡(1.8%)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25.4%),非核心消費(19.5%),金融(17.9%),工業(11.7%),健康護理(8.4%),核

心消費(4.1%),原物料(3.9%),通訊服務(3.6%),能源(3.2%),不動產(2.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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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64 33.04 22.09 -2.89 年化標準差% 10.80 10.34 14.32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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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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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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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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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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英國(18.3%),日本(7.8%),荷蘭(7.7%),瑞士(6.6%),法國(6.4%),德國

(6.1%),西班牙(3.9%),台灣(3.1%),中國(1.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20.0%),資訊科技(15.0%),健康護理(14.7%),工業(13.7%),核心消費(13.5%),公

用事業(6.0%),通訊服務(5.1%),能源(4.1%),非核心消費(2.0%),不動產(1.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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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40 11.32 18.21 -2.24 年化標準差% 6.23 7.12 9.17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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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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F525)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idelity Funds - Global Dividend Fund A-MINCOME(G)-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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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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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英國(18.3%),日本(7.8%),荷蘭(7.7%),瑞士(6.6%),法國(6.4%),德國

(6.1%),西班牙(3.9%),台灣(3.1%),中國(1.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20.0%),資訊科技(15.0%),健康護理(14.7%),工業(13.7%),核心消費(13.5%),公

用事業(6.0%),通訊服務(5.1%),能源(4.1%),非核心消費(2.0%),不動產(1.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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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47 11.38 18.19 -2.23 年化標準差% 6.19 7.06 9.11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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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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F574) 

Fidelity Funds - Growth & Income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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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5(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Eugene Philalithis 
George Efstathopoulos 
學歷： 倫敦帝國學院MBA 
經歷： 於2007年加入富達擔任富達投資組合經理人暨富達固定收益&多元投資策略研究團隊主管至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採取更審慎的方法進行管理，旨在主要透過投資於股票及債券，尋求高流動收益及資本增長。基金將

吸引尋求定期收益及溫和資本增長，但偏向承受風險水平較一般股票投資為低的投資者。 

選定理由 
透過富達自有分析資源與計量模型，以保守且審慎的策略將資產配置於股票與債券，追求流動收益與長期

資本利得。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24.3%),英國(17.7%),日本(8.3%),德國(8.1%),法國(6.9%),中國(6.8%),瑞士

(4.4%),西班牙(3.5%),荷蘭(3.5%),澳洲(2.3%) 

基金持股(依產業)： 非政府(信貸及其他)(29.0%),政府(國庫券及機構)(21.8%),金融(11.5%),資訊科技

(4.8%),健康護理(4.4%),工業(4.2%),核心消費(3.5%),能源(2.4%),非核心消費(1.7%),

公用事業(1.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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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9 14.13 12.68 -1.74 年化標準差% 3.71 3.65 5.6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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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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富達基金-印尼基金(F424) 

Fidelity Funds - Indonesia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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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98(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Madeleine Kuang 
學歷： 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士 
經歷： Madeleine Kuang 於2010年加入富達倫敦，擔任歐洲金屬及礦業投資分析師。2012年調任富達新加

坡，專研東協交通交通與集團產業，2015年研究範圍涵蓋所有東協的中小型企業，2018年6月1日起接管富

達東協基金、富達新加坡基金、富達印尼基金、富達泰國基金及富達馬來西亞基金。Madeleine在加入富達

之前，曾在倫敦Eton Park Capital 任職投資分析師、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副理。Madeleine 為倫敦經濟學院

經濟學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是一個多元化的股票組合，透過投資於印尼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以達致長線資本增值的目標。

基金亦可能投資於非上市印尼公司證券，以及在印尼從事大部份業務的非印尼上市公司。 

選定理由 
掌握東協自由貿易商機，精心挑選基本面良好、政策作多與內需消費相關類股以及受惠於外國人直接投資

所帶動的基礎建設與製造業復甦契機。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印尼(89.0%),新加坡(4.9%)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31.5%),核心消費(15.4%),通訊服務(12.8%),非核心消費(12.0%),不動產(7.6%),

能源(6.2%),工業(4.0%),健康護理(3.9%),公用事業(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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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10 -4.71 3.26 -17.76 年化標準差% 13.30 14.46 19.3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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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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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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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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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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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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盧森堡(3.3%),英國(2.8%),加拿大(2.8%),荷蘭(2.7%),法國(1.2%),巴西

(1.2%),愛爾蘭(1.2%),尚比亞(0.9%),千里達及托巴哥(0.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通訊(17.3%),非循環性消費(16.8%),能源(15.6%),循環性消費(9.3%),基礎工業

(8.3%),銀行與證券(8.1%),公用事業(6.8%),資本財(4.8%),科技(4.6%),其他金融

(2.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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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01 15.57 15.01 -0.03 年化標準差% 2.25 3.25 5.2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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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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F121)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idelity Funds - US High Yield Fund A-MDIST-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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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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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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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盧森堡(3.3%),英國(2.8%),加拿大(2.8%),荷蘭(2.7%),法國(1.2%),巴西

(1.2%),愛爾蘭(1.2%),尚比亞(0.9%),千里達及托巴哥(0.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通訊(17.3%),非循環性消費(16.8%),能源(15.6%),循環性消費(9.3%),基礎工業

(8.3%),銀行與證券(8.1%),公用事業(6.8%),資本財(4.8%),科技(4.6%),其他金融

(2.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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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02 15.61 15.03 -0.05 年化標準差% 2.37 2.90 5.2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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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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F119)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idelity Funds - US High Yield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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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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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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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盧森堡(3.3%),英國(2.8%),加拿大(2.8%),荷蘭(2.7%),法國(1.2%),巴西

(1.2%),愛爾蘭(1.2%),尚比亞(0.9%),千里達及托巴哥(0.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通訊(17.3%),非循環性消費(16.8%),能源(15.6%),循環性消費(9.3%),基礎工業

(8.3%),銀行與證券(8.1%),公用事業(6.8%),資本財(4.8%),科技(4.6%),其他金融

(2.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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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00 15.56 15.01 0.00 年化標準差% 2.28 3.27 5.27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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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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穩定)(F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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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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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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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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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盧森堡(3.3%),英國(2.8%),加拿大(2.8%),荷蘭(2.7%),法國(1.2%),巴西

(1.2%),愛爾蘭(1.2%),尚比亞(0.9%),千里達及托巴哥(0.6%) 

基金持股(依產業)： 通訊(17.3%),非循環性消費(16.8%),能源(15.6%),循環性消費(9.3%),基礎工業

(8.3%),銀行與證券(8.1%),公用事業(6.8%),資本財(4.8%),科技(4.6%),其他金融

(2.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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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96 15.57 15.02 -0.06 年化標準差% 2.29 3.26 5.2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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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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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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30 
基金種類 貨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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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24(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1 基金經理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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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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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15.9%),德國(15.7%),比利時(10.1%),英國(8.4%),瑞士(8.3%),法國(7.6%),澳洲

(6.6%),荷蘭(5.0%),奧地利(3.6%),瑞典(2.5%) 

基金持股(依產業)： 商業本票(56.2%),定存單(26.7%),定存(5.9%),機動利率定存單(3.8%),機動率計息之

定存(3.4%),浮動利率債券(2.5%),浮動利率商業本票(1.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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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05 1.35 1.40 0.67 年化標準差% 0.10 0.14 0.1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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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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富達基金-美國成長基金(F428) 

Fidelity Funds - American Growth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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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69(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Aditya Khowala 
學歷：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企管榮譽碩士 
經歷： Aditya Khowala 為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企管碩士，也是印度瓦拉納西理工學院(IIT)電腦工

程碩士。於2006年元月加入富達擔任分析師一職，2012年12月接管富達美國成長基金迄今。在加入富達之

前，曾在亞洲與澳洲擔任顧問一職，也曾任職於印度創投公司。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基金旨在透過首要投資於總公司設於美國，或在美國經營主要業務的企業的集中組合，以提供長線資本增

長。 

選定理由 專注於美國的大型優質企業，藉由富達特有的研究資源，追求企業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95.2%),加拿大(1.3%),以色列(1.1%)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33.4%),健康護理(14.2%),工業(14.1%),非核心消費(12.9%),能源(6.6%),原

物料(4.9%),金融(4.0%),核心消費(3.2%),不動產(1.9%),通訊服務(1.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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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8.38 36.67 28.83 7.09 年化標準差% 7.72 7.30 11.1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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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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富達基金-美國基金(F035) 

Fidelity Funds - America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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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14(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Angel Agudo 
學歷：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企管碩士學歷，ICAI機械工程學士 
經歷： Angel Agudo於2005年加入富達國際投資擔任分析師，2011~2012年升任富達全球工業基金投資組合

經理，2014年6月起擔任富達美國基金經理人至今。Agudo擁有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企管碩士學歷，ICAI
機械工程學士，早期曾於LVMH等機構擔任工程師，於投資領域已有9年資歷。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首要投資於美國股票證券。 

選定理由 

鎖定5大投資概念股 - (1)結構性改善 - 包括媒體、遊戲軟體、新藥發明；(2)景氣循環概念股：如房市、住

宅與就業消費概念；(3)營收成長：例如市調、醫療補助保險等企業；(4)獲利提升：例如家用防毒、網路安

全和防間諜程式產品與3D列印的企業、藥房福利管理等企業；(5)策略變革：例如洲際交易所、金融保險等，

都在選股行列中。 
基金經理人看好美股，加碼中小型股、側重生技醫療保健、消費與資訊科技(軟體)類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89.9%),加拿大(4.8%),以色列(1.9%),荷蘭(1.7%),瑞典(1.3%)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26.2%),金融(25.2%),健康護理(16.2%),核心消費(5.9%),能源(5.5%),原物

料(5.5%),非核心消費(4.6%),工業(3.9%),通訊服務(3.3%),公用事業(2.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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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52 17.87 17.55 -0.56 年化標準差% 8.52 8.28 11.0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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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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富達基金-國際基金(F577) 

Fidelity Funds - International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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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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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k Peters 
學歷： 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英國艾斯特大學經濟及統計學士 
經歷： 於2012年加入富達，之前曾於Barclays Wealth, BAE System Pension Fund 及Henderson Investors擔任

基金經理人。Nick擁有特許會計師執照及超過20年的資產管理經驗，目前也擔任富達股票研究團隊的主管

一職，駐地於倫敦。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全球股票，包括主要市場和小型新興市場，以達致資本增值的目標。 

選定理由 
專注於已開發國家，輔以新興市場，主要針對科技、金融、消費與醫療照護等四大領域切入，掌握全球經

濟復甦契機，為投資人追求長期資本增值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58.8%),日本(8.7%),英國(8.1%),加拿大(4.7%),法國(3.5%),德國(3.4%),荷蘭

(2.2%),西班牙(1.4%),瑞士(1.3%),中國(0.9%) 

基金持股(依產業)： 資訊科技(18.8%),金融(16.2%),健康護理(11.8%),工業(10.0%),非核心消費(7.9%),能

源(5.6%),核心消費(4.9%),原物料(3.7%),公用事業(2.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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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58 25.46 18.95 -0.57 年化標準差% 7.87 6.66 
 

6.66 10.2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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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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金(F351) 

Fidelity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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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8(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Nick Price 
學歷： 南非 University of Natal 商業及會計學學士 
經歷： 尼克‧普萊斯(Nick Price)於1998年以研究員的身份加入富達，他於2007年6月起開始負責富達新興

歐非中東基金。2009年7月1日起接任富達新興市場基金經理人。目前並在富達國際全球股票團隊中擔任全

球新興市場(GEM) 研究團隊的主管。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首要投資於經濟增長迅速的地區，包括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和中東等國家。基

金可把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中國A股及B股。 

選定理由 

結合富達新興市場研究報告、技術分析及計量模型團隊資源，積極參與新興市場經濟的快速成長。選股特

性在於精選友善對待股東、獲利持續成長且能創造盈餘及現金流量，以及無論就絕對或是相對歷史價值而

言，配發股利且有合理投資價值的企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中國(24.3%),南非(10.2%),印度(10.1%),香港(9.1%),俄羅斯(9.1%),南韓(8.2%),台灣

(6.7%),英國(3.2%),印尼(2.2%),墨西哥(2.1%) 

基金持股(依產業)： 金融(34.5%),非核心消費(20.3%),資訊科技(17.7%),核心消費(6.9%),原物料(6.4%),

健康護理(2.4%),能源(2.0%),工業(2.0%),通訊服務(0.1%),公用事業(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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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42 29.00 16.52 -7.60 年化標準差% 13.15 12.08 14.50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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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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1 穩定月配息)(F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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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erging Market Debt Fund A-MINCOME(G)-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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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42(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Steve Ellis 
Eric Wong 
學歷：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經濟學榮譽學位 
經歷： Steve Ellis在業界投資經驗長達19年。加入富達之前，在2006到2012年間，於高盛資產管理公司擔

任當地貨幣計價之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基金經理。而在1993-2006年間亦曾擔任雷曼兄弟新興市場債券(當
地貨幣計價)全球研究部主管、ING霸菱全球固定收益策略分析師與NatWest 經濟學家等職務。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即至少70%之資產)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之債務證券，以達到獲取收入及資本增值。本

基金亦投資於其他類別之證券，包括本地市場債務工具、固定收益、新興市場發行公司發行之權益證券及

公司債券、以及低質素債務證券。投資均可於（雖不限於）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

及中東內進行。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選定理由 

採取質量並重、「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熱圖 (heat map) 與計分卡 (score card) 等多重管理策略，

透過各國成長率、通膨率、財政收支狀況、銀行體質、信用和政治等變數的匯率、利率、存續期間、殖利

率曲線和精選產業的最適交易架構，發掘超額報酬 (Alpha) 的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16.5%),墨西哥(5.8%),土耳其(5.7%),阿根廷(5.2%),尼日利亞(4.8%),巴西

(4.2%),厄瓜多爾(4.0%),中國(3.7%),斯里蘭卡(3.6%),南非(3.3%) 

基金持股(依產業)： 類主權債/跨國/機構債(55.5%),公債(8.3%),基礎工業(4.5%),能源(4.0%),公用事業

(3.9%),通訊(3.1%),非循環性消費(2.8%),銀行與證券(2.8%),交通(1.4%),外匯/衍生

工具損益(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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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2 3.91 11.46 -3.97 年化標準差% 2.82 4.54 5.4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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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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431)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idelity Funds - Emerging Market Debt A-MDIST-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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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42(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Steve Ellis 
Eric Wong 
學歷：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經濟學榮譽學位 
經歷： Steve Ellis在業界投資經驗長達19年。加入富達之前，在2006到2012年間，於高盛資產管理公司擔

任當地貨幣計價之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基金經理。而在1993-2006年間亦曾擔任雷曼兄弟新興市場債券(當
地貨幣計價)全球研究部主管、ING霸菱全球固定收益策略分析師與NatWest 經濟學家等職務。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即至少70%之資產)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之債務證券，以達到獲取收入及資本增值。本

基金亦投資於其他類別之證券，包括本地市場債務工具、固定收益、新興市場發行公司發行之權益證券及

公司債券、以及低質素債務證券。投資均可於（雖不限於）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

及中東內進行。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選定理由 

採取質量並重、「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熱圖 (heat map) 與計分卡 (score card) 等多重管理策略，

透過各國成長率、通膨率、財政收支狀況、銀行體質、信用和政治等變數的匯率、利率、存續期間、殖利

率曲線和精選產業的最適交易架構，發掘超額報酬 (Alpha) 的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16.5%),墨西哥(5.8%),土耳其(5.7%),阿根廷(5.2%),尼日利亞(4.8%),巴西

(4.2%),厄瓜多爾(4.0%),中國(3.7%),斯里蘭卡(3.6%),南非(3.3%) 

基金持股(依產業)： 類主權債/跨國/機構債(55.5%),公債(8.3%),基礎工業(4.5%),能源(4.0%),公用事業

(3.9%),通訊(3.1%),非循環性消費(2.8%),銀行與證券(2.8%),交通(1.4%),外匯/衍生

工具損益(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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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9 3.85 11.38 -3.99 年化標準差% 2.87 4.57 5.52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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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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503)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Fidelity Funds - Emerging Market Debt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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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42(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Steve Ellis 
Eric Wong 
學歷：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經濟學榮譽學位 
經歷： Steve Ellis在業界投資經驗長達19年。加入富達之前，在2006到2012年間，於高盛資產管理公司擔

任當地貨幣計價之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基金經理。而在1993-2006年間亦曾擔任雷曼兄弟新興市場債券(當
地貨幣計價)全球研究部主管、ING霸菱全球固定收益策略分析師與NatWest 經濟學家等職務。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旨在透過主要(即至少70%之資產)投資於環球新興市場之債務證券，以達到獲取收入及資本增值。本

基金亦投資於其他類別之證券，包括本地市場債務工具、固定收益、新興市場發行公司發行之權益證券及

公司債券、以及低質素債務證券。投資均可於（雖不限於）拉丁美洲、東南亞、非洲、東歐（包括俄羅斯）

及中東內進行。本基金可將其淨資產直接投資於在中國認可市場掛牌上市或交易的中國境內固定收益證券。 

選定理由 

採取質量並重、「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熱圖 (heat map) 與計分卡 (score card) 等多重管理策略，

透過各國成長率、通膨率、財政收支狀況、銀行體質、信用和政治等變數的匯率、利率、存續期間、殖利

率曲線和精選產業的最適交易架構，發掘超額報酬 (Alpha) 的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美國(16.5%),墨西哥(5.8%),土耳其(5.7%),阿根廷(5.2%),尼日利亞(4.8%),巴西

(4.2%),厄瓜多爾(4.0%),中國(3.7%),斯里蘭卡(3.6%),南非(3.3%) 

基金持股(依產業)： 類主權債/跨國/機構債(55.5%),公債(8.3%),基礎工業(4.5%),能源(4.0%),公用事業

(3.9%),通訊(3.1%),非循環性消費(2.8%),銀行與證券(2.8%),交通(1.4%),外匯/衍生

工具損益(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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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2 3.90 11.39 -4.02 年化標準差% 2.84 4.52 5.4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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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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美元避險)(F1098) 

Fidelity Funds - Germany Fund (hedged)A-ACC-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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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2(佰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Christian von Engelbrechten 
學歷： 德國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商學碩士 
經歷： 於2005年加入富達，擔任研究德國、奧地利及瑞士公司的分析師。2011年接任富達德國基金經理人

一職，負責研究德國市場的小型公司。加入富達前任職於West LB Asset Management。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是一個多元化的股票組合，主要透過投資於德國股票，以達致長線資本增值的目標。本基金乃根據

個別公司而非行業前景精選股票。因此，基金的行業投資比重可能與基準指數有顯著的差別。 

選定理由 結合基本面與總體面分析，精挑德國體質強健與穩定成長的中大型企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 德國(85.9%),法國(8.7%),奧地利(2.0%),美國(0.8%),英國(0.6%) 

基金持股(依產業)： 工業(24.3%),健康護理(15.8%),非核心消費(14.7%),資訊科技(13.1%),原物料

(12.6%),金融(7.8%),不動產(3.7%),公用事業(3.2%),核心消費(1.7%),通訊服務

(1.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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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35 33.91 21.60 1.23 年化標準差% 9.33 11.63 14.3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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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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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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Accu.-USD-A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06/28 (2013 年 10 月 21 日為該級別首次銷售日) 
股份類別 A累積型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400 億台幣、30 億外幣計價之台幣額度 基金規模 110 億 4 仟 8 佰萬台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8% 
基金經理人簡介 
謝佳伶 
學 歷：University of Reading Master i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經 歷：  
‧ 富蘭克林華美退休傘型基金之目標2027組合基金經理人  
‧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經理人  
‧ 柏瑞投信 國外投資部協理  
‧ 德盛安聯投信 PIMCO Business 經理  
‧ 復華投信投資 研究處基金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1.經理公司結合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所屬集團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固定收益團隊投資平台的研究資源與投資經驗，以

發掘具長期投資潛力的高收益債券為投資主軸，對高收益債基金做最適切配置。 
2.為求基金淨值波動的有效控制，基金投資將依據市場狀兄，機動調整本基金投資之區域別與國家別比重。 
3.本基金之投資策略首重價值面分析，在兼顧風險與報酬的前提下，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投資方式來選擇投資標的並建

構投資組合，透過量化分析即時監控發債企業的財務基本面與市場交易面的整體風險。 
選定理由 
1.堅強的投資團隊：結合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之專業債券投資經驗，發掘全球高收益債市的獨特投資機會。 
2.多元的產業佈局：聚焦於市場規模較大、流動性較佳的已開發國家公司債，透過嚴謹的投資流程，挑選具成長性之優質標的。 
3.兼顧風險與報酬：以歐美與其他地區高收益公司債為主要投資範疇，藉以網羅企業獲利增長、債信升等所創造的資本利得潛力

與高殖利率收益機會；同時因應不同的經濟與利率週期環境，靈活調整投資組合，透過產業與國別的分散佈局，期以達成報酬

與管控風險之雙重目標。 
4.彈性的避險策略：本基金為新臺幣、美元、澳幣、人民幣及南非幣等幣別計價基金，以期滿足不同投資人需求。 
5.雙重的收益選擇：各計價幣別分別提供累積型與分配型兩種受益權單位，提供投資人更多的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5.93%)、盧森堡(6.34%)、加拿大(5.26%)、荷蘭(3.16%)、英國(2.37%)、其他(6.94%) 
持股標的前十大：HCA HLDGS INC 5% BDS(美國,醫療保健)、DISH DBS CORP 5.875%(美國,媒體)、CSC 

HOLDINGS INC 6.7(美國,媒體)、SPRINT CORPORATION 7(美國,電信)、CENTENE 
CORP 4.75% B(美國,醫療保健)、GANNETT CO INC 5.125(美國,媒體)、NRG YIELD 
OPERATI. 5(美國,發電)、INFOR (US) INC. 5.75(美國,軟體)、REYNOLDS GROUP ISS 
5(美國,包裝容器)、CALPINE CORP 5.375%(美國,發電)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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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25 10.98 2.57 -1.81 年化標準差% 2.22 3.39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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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本基金以新臺幣、美元、澳幣、人民幣及南非幣計價，如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

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買價與

賣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報價而定，此外，投資人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

可能高於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亦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因受款行作業時間而遞延。此外，本基金設有人民幣計價

之受益權單位，鑒於人民幣匯兌仍受管制，大陸地區之外匯管制及資金調度限制均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流動性，投資人應審慎

評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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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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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即信用違約交換即信用違約交換 CDS、CDX、LCDX 與 iTraxx）僅得為受信用保護

的買方，固然可利用信用違約商品來避險，但無法完全規避違約造成無法還本的損失以及必須承擔屆時賣方無法履約的風

險，敬請投資人留意。 
四、投資美國 Rule 144A 債券的主要風險：由於美國 Rule 144A 債券並非針對一般投資大眾所設計，它的交易對象僅限於風險

承擔能力較佳且具專業判斷能力之特定規模的機構投資者，因而被歸類為私募商品。債券發行機構之財務與營運資訊揭露相

對較不透明，且需符合合格投資機構（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QIB）資格者才能進行交易，故債券流動性相對受限。本

基金雖依現行法規投資 Rule 144A 債券，然市場波動劇烈時，本基金仍可能面臨前述流動性風險而產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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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基金投資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之有價證券，商品風險含有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利率變動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

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信用衍生性金融

商品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與市場風險、其他投資風險等。 
六、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87號12樓 

 電話：(02)2781-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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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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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Dist.-USD-B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高收益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06/28 (2013 年 10 月 21 日為該級別首次銷售日) 
股份類別 B配息型-預定每月配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400 億台幣、30 億外幣計價之台幣額度 基金規模 110 億 4 仟 8 佰萬台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8% 
基金經理人簡介 
謝佳伶 
學 歷：University of Reading Master i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經 歷：  
‧ 富蘭克林華美退休傘型基金之目標2027組合基金經理人  
‧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經理人  
‧ 柏瑞投信 國外投資部協理  
‧ 德盛安聯投信 PIMCO Business 經理  
‧ 復華投信投資 研究處基金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1.經理公司結合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所屬集團之富蘭克林坦伯頓固定收益團隊投資平台的研究資源與投資經驗，以

發掘具長期投資潛力的高收益債券為投資主軸，對高收益債基金做最適切配置。 
2.為求基金淨值波動的有效控制，基金投資將依據市場狀兄，機動調整本基金投資之區域別與國家別比重。 
3.本基金之投資策略首重價值面分析，在兼顧風險與報酬的前提下，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投資方式來選擇投資標的並建

構投資組合，透過量化分析即時監控發債企業的財務基本面與市場交易面的整體風險。 
選定理由 
1.堅強的投資團隊：結合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之專業債券投資經驗，發掘全球高收益債市的獨特投資機會。 
2.多元的產業佈局：聚焦於市場規模較大、流動性較佳的已開發國家公司債，透過嚴謹的投資流程，挑選具成長性之優質標的。 
3.兼顧風險與報酬：以歐美與其他地區高收益公司債為主要投資範疇，藉以網羅企業獲利增長、債信升等所創造的資本利得潛力

與高殖利率收益機會；同時因應不同的經濟與利率週期環境，靈活調整投資組合，透過產業與國別的分散佈局，期以達成報酬

與管控風險之雙重目標。 
4.彈性的避險策略：本基金為新臺幣、美元、澳幣、人民幣及南非幣等幣別計價基金，以期滿足不同投資人需求。 
5.雙重的收益選擇：各計價幣別分別提供累積型與分配型兩種受益權單位，提供投資人更多的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5.93%)、盧森堡(6.34%)、加拿大(5.26%)、荷蘭(3.16%)、英國(2.37%)、其他(6.94%) 
持股標的前十大：HCA HLDGS INC 5% BDS(美國,醫療保健)、DISH DBS CORP 5.875%(美國,媒體)、CSC 

HOLDINGS INC 6.7(美國,媒體)、SPRINT CORPORATION 7(美國,電信)、CENTENE 
CORP 4.75% B(美國,醫療保健)、GANNETT CO INC 5.125(美國,媒體)、NRG YIELD 
OPERATI. 5(美國,發電)、INFOR (US) INC. 5.75(美國,軟體)、REYNOLDS GROUP ISS 
5(美國,包裝容器)、CALPINE CORP 5.375%(美國,發電)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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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25 10.98 2.59 -1.81 年化標準差% 2.22 3.39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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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本基金以新臺幣、美元、澳幣、人民幣及南非幣計價，如投資人以其他非本基金計價幣別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

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當本基金計價幣別相對其他貨幣貶值時，將產生匯兌損失，因投資人與銀行進行外匯交易有買價與

賣價之差異，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差，此價差依各報價而定，此外，投資人尚須承擔匯款費用，且外幣匯款費用

可能高於新臺幣匯款費用，投資人亦須留意外幣匯款到達時點可能因受款行作業時間而遞延。此外，本基金設有人民幣計價

之受益權單位，鑒於人民幣匯兌仍受管制，大陸地區之外匯管制及資金調度限制均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流動性，投資人應審慎

評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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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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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基金承作衍生自信用相關金融商品（即信用違約交換即信用違約交換 CDS、CDX、LCDX 與 iTraxx）僅得為受信用保護

的買方，固然可利用信用違約商品來避險，但無法完全規避違約造成無法還本的損失以及必須承擔屆時賣方無法履約的風

險，敬請投資人留意。 
四、投資美國 Rule 144A 債券的主要風險：由於美國 Rule 144A 債券並非針對一般投資大眾所設計，它的交易對象僅限於風險

承擔能力較佳且具專業判斷能力之特定規模的機構投資者，因而被歸類為私募商品。債券發行機構之財務與營運資訊揭露相

對較不透明，且需符合合格投資機構（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QIB）資格者才能進行交易，故債券流動性相對受限。本

基金雖依現行法規投資 Rule 144A 債券，然市場波動劇烈時，本基金仍可能面臨前述流動性風險而產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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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基金投資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之有價證券，商品風險含有債券發行人違約之信用風險、利率變動之風險、流動性風險、外

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商品交易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信用衍生性金融

商品的交易對手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與市場風險、其他投資風險等。 
六、有關本基金之其他投資風險，請詳閱本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富蘭克林華美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總公司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87號12樓 

 電話：(02)2781-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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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天然資源基金(F126)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 -Franklin Natural Resources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07/12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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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億 5 仟 2 佰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費德里 
學歷：取得加州聖塔巴巴拉大學商業經濟學士學位後，於1992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投資公司。 擁有財務分析師執照(CFA)，且

為舊金山證券分析師協會(SASF)的會員。 
經歷：現任富蘭克林全球顧問公司副總裁、基金經理人及資深分析師。擅長於綜合石油與油田服務公司的股票研究分析，為富蘭

克林黃金基金資產經理團隊成員。於建材、工程營造、環保服務、電子設備、媒體以及娛樂產業分析皆有豐富經驗。 
姓名：史蒂芬‧蘭德 
學歷：於加州大學達維斯分校取得管理經濟學士學位。擁有財務分析師執照(CFA)，且為舊金山證券分析師協會(SASF)的會員 
經歷：現任富蘭克林顧問公司副總裁、基金經理人及分析師。擅長於金屬、礦業、原油及天然氣開採生產、設計與建造工業公司

的股票研究分析，目前為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共同經理人。於1997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經理團隊培訓計劃。 
姓名：馬修‧亞當斯 
學歷：亞當斯先生取得康乃爾大學的經濟學士、與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財會管理學碩士學位，且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證照。 
經歷：亞當斯先生為富蘭克林投資顧問公司副總裁及富蘭克林天然資源基金的共同經理人之一，研究領域包含油氣探勘與生產類

股、煤礦與精煉、及農業類股。於2005年加入富蘭克林，之前曾於Smith Barney、貝爾斯登及Robertson Stephens擔任股票分析師，

過去的研究範圍包含軟體、網路及運輸產業。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將資產至少 2/3 投資於投資於下列公司的股權證券以及存託憑證：（i）公司業務中 
的主要部分是在天然資源產業、（ii）控股公司有主要部分參與於（i）所述及之公司，包括中小型公 
司。基於本基金的投資目標，天然資源產業包含擁有、製造、更新、處理、運輸與行銷天然資源、以 
及提供相關服務的公司。舉例而言，該產業可能包含以下工業：油品加工、石油及天然氣之探勘與製 
造、能源服務與科技、替代性能源與環保服務、林業產品、農業產品、紙業產品、化學品等。本基金 
得投資於任何種類的美國或非美國發行公司之股權或債券證券。相較於任何其他單一國家，本基金預 
期將其較多的淨資產投資於美國證券。證券借貸交易期望曝險水準低於或等於基金之淨資產的 5%， 
最高可不超過 50%。 
二、投資策略：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在於追求資本增值與當期收益。 
選定理由 
● 以美國市場為主 
美國能源蘊藏豐富，目前為全球原油產量第二大國家，且能源技術居全球之冠。 
● 側重上游能源公司 
加碼直接受惠油價多頭循環且股價具爆發力的能源生產及油田服務等能源上游產業。 
● 採取 70/30 配置策略 
30%小型且具成長潛力的公司+70%中大型業績穩定增長的公司。 
● 歐元/美元雙幣計價 
提供彈性選擇(註 1)。 
● 榮獲基金獎 
榮獲 2018 年英國、荷蘭、北歐理柏基金獎「能源類股基金」十年期獎項、2013 年台灣、奧地利、瑞士、西班牙、德國和香港理

柏基金獎「天然資源股票」五年期獎項、2012 年美國理柏基金獎「天然資源基金」三年期和五年期獎項，以及西班牙理柏基金獎

「天然資源基金」三年期獎項。(資料來源：理柏，統計至 2018/3/15，獎項評選期間截至頒獎年度之前一年年底)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65.51%)加拿大 (12.51%)英國( 10.58%)澳洲 (2.03%)瑞士 (1.83%)法國  
(0.94%)尚比亞 (0.73%)德國( 0.53%)其他 (1.35%)現金及約當現金 (3.98%) 
基金持股(依投資類別)：能源探勘及生產( 29.43%) 煉油及行銷 (3.21%)能源設備及服務 (18.21%) 特殊 
化學品 (1.13%)綜合能源 (14.23%) 多元化學品 (1.06%)油氣運輸及儲存 (7.71%) 建材 (0.45%)金屬及 
礦業 (7.40%) 貿易及經銷( 0.37%)黃金 (5.41%) 紙包裝 (0.36%)銅 (3.82%) 現金及約當現金 (3.98%) 
能源鑽探( 3 2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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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65 14.02 0.00 4.47 年化標準差% 19.13 16.66 22.6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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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特有風險包括股份等級避險風險、交易對手風險、新興市場風險、股權風險、外幣風險、成長型股票風險、流動性風險、

市場風險、天然資源產業風險以及中小型公司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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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請詳細閱讀本基金公開說明

書中譯本『主要風險』章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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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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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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F135) 
Franklin Biotechnology Discover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04/03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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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億 8 仟 5 佰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依凡‧麥可羅 

學歷： 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舉得經濟學士，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並擔任舊金山證券分析師協會(SASF)會員。  
  

經歷：現任富蘭克林投資顧問公司副總裁、基金經理人及分析師。 現任富蘭克林坦伯頓生技領航基金主要經理人，也是健康醫療

產業研究團隊的主管 。 專精於新興製藥與生技公司的研究分析，特別專注在傳染病、眼科、肺病、心血管疾病、腸胃病學、以

及中樞神經系統等治療方法上，先前研究領域涵蓋製藥、醫療科技與健康醫療服務產業。1992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擁有會計師執照以及特許財務分析師執照。 為舊金山證券分析師及特許財務分析師協會的會員。 
姓名：史蒂夫‧康 
學歷： 於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取得企管碩士學位，於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取得學士學位，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執照。 
  

經歷：史蒂夫‧康為富蘭克林股票團隊副總裁及分析師 。 於2001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專精於製藥產業研究分析，

於製藥產業的研究資歷達九年，在此之前負責石油、化學、農業及環境服務產業研究。史蒂夫‧康曾擔任富蘭克林旗下多檔基金

的主要經理人及共同經理人。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資產至少2/3投資位於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生物科技公司以及發現研究公司（包括 小型至中型公司）之股

權證券，以及小部份延伸投資位於全球各地公司所發行的各種債權證券。所謂 生物科技公司是指公司最近會計年度至少50%的盈

餘來自於生物科技活動成果，或是至少50%的淨資產 投注於生物科技活動。本基金延伸投資於債權證券，所購買的證券通常被評

比為投資等級或是未經評 比但經判定為品質等級相當的證券。本基金可能超過50%的淨資產投資是在非美國證券上，但本基金 在
美國的淨資產投資比重將超過任何其他單一國家。證券借貸交易期望曝險水準低於或等於基金之淨 資產的10%，最高可不超過

50%。  
二、投資策略：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在於資本增值。 
選定理由 

● 以美國為主 
美國生技廠商具產品及技術領先優勢且美國為全球最大藥品市場，本基金目前在美國投資比重超過九成 (2018/3 月底)。 
● 掌握生技技術領導產業 
大型藥廠與生技公司間進行購併及技術合作的趨勢明確，具研發利基的公司將因而受惠。 
● 兼具成長與價值的投資策略 
採取由下而上的方式，選擇具發展潛力、技術領先且臨床數據及市場發展策略良好的個股進行投資。 
● 地利之便，掌握生技產業脈動 
富蘭克林研究團隊位居加州，緊鄰舊金山生技園區，地利之便能夠掌握生技產業最新脈動。 
●    基金得獎 
榮獲 2017 年第二十屆傑出基金金鑽獎「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十年期獎」，2016 年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生物科技產業股票

基金類別」最佳表現基金大獎 - 傑出表現獎、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 同級最佳獎，自 2012 年以來在台累積獲獎數達七座。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94.32%) 瑞士 (1.20%) 荷蘭 (1.17%) 丹麥 (0.80%) 加拿大 (0.63%) 德國  
(0.62%) 英國 (0.39%) 以色列 (0.15%) 現金及約當現金 (0.72%) 
基金持股(依投資類別)：生物科技 (80.70%) 藥物 (13.48%) 生命科學工具與服務 (5.09%) 現金及約當現 
金 (0.7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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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21 28.39 -12.91 2.78 年化標準差% 14.35 19.23 24.4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特有風險包括生物科技、通訊與科技產業風險、交易對手風險、股權風險、外幣風險、成長型股 票風險、流動性風險、

市場風險、證券借貸風險以及中小型公司風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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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請詳細閱讀本基金公開

說明書中譯本『主要風險』章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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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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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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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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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Templeton Global Total Return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08/29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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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億 7 仟 1 佰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0.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麥可‧哈森泰博 
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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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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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桑娜．德賽 
學歷： 德賽博士先後於新德里取得德里大學(榮譽)學士，於美國西北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為尋求達成其投資目標，本基金資產至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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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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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8 連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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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座(A 股股份得獎，截至

2018/4/17) 。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墨西哥 (19.20%) 阿根廷( 8.43%)巴西 (13.86%) 迦納( 5.18%)印度 (11.50%) 哥倫比 
亞 (5.17%)南韓 (10.80%) 短期現金及約當現金( 5.34%)印尼(10.59%)其他國家( 9.92%) 
基金持股(依投資類別)：政府公債/機構債：投資級(當地貨幣) (58.72%)政府公債/機構債：非投資級(當地 
貨幣) (29.94%)主權債： 非投資級（非當地貨幣）( 1.33%)超國際債券 (0.14%)公司債：非投資級 (0.01%) 
現金及約當現金( 9.83%) 其他(註)( 0.0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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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58 8.51 1.00 -3.20 年化標準差% 4.96 6.04 7.2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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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換及混合證券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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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請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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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主要風險』章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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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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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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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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04/03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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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億 8 仟 2 佰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葛蘭‧包爾 

學歷： 葛蘭.包爾於加洲大學達維斯(Davis)分校取得經濟學士學位。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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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莎拉‧阿瑞吉 
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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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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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資產至少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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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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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借貸交易期望曝險水準低於或等於基金之淨 資產的5%，最高可不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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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佈局側重科技類股(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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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94.03%) 中國(涵蓋大陸、香港 (紅籌股及 H 股)等地區證券市場掛 牌上市的 
中國相關股票，其中大陸地區證券市場掛牌上 市有價證券總金額並不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  
(1.54%) 荷蘭 (1.01%) 現金及約當現金 (3.42%) 
基金持股(依投資類別)：科技 (46.10%) 消費性耐久財 (14.38%) 工業 (10.73%) 健康醫療 (9.10%) 金融  
(6.63%) 民生消費 (4.15%) 不動產 (3.43%) 能源 (1.08%) 原物料 (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3.4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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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3.10 48.50 34.61 11.67 年化標準差% 9.75 8.95 12.5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特有風險包括股份等級避險風險、可轉換及混合證券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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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請詳細閱

讀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主要風險』章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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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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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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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F12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Franklin Income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07/01 
股份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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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億 7 仟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0.8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愛德華．波克 
學歷： 愛德華‧波克於耶魯大學取得政治經濟學士，目前是舊金山證券分析師協會(SASF)與特許財務分析師協會的會員，具有財

務分析師執照(CFA)。 
  

經歷：愛德華．波克(Edward Perks)先生現任富蘭克林全球顧問公司之資深總裁與核心/混合投資組合管理董事。愛德華．波克身

兼富蘭克林坦伯頓穩定月收益基金經理人。於1992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擅長於電腦硬體、特殊金融、整合性石油、

石油與天然氣探勘，油田服務與設備、化學與食品消費類股的產業分析。  
 姓名：馬修．昆蘭 
學歷：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取得歷史文學學士，並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商學院(The Anderson School at UCLA)
取得財務管理碩士。 
  

經歷： 現任富蘭克林全球顧問公司副總裁及分析師，並為核心/混合投資組合團隊成員之一。 負責研究零售與消費產品產業。  
2005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過去曾於花旗集團投資銀行部門任職，主要研究範圍涵蓋零售與消費產品產業、以及私募

股權公司。  
 姓名：陶德‧布萊頓 

學歷：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取得工商管理碩士，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證照。 
  

經歷： 現任富蘭克林股票團隊副總裁、基金經理人、以及分析師。 2000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   
 姓名：許查理 
學歷：於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取得學士及碩士文憑。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證照，也是舊金山證券分析師協會(SASF)
與特許財務分析師協會的一員。 
  

經歷： 現任富蘭克林坦伯頓固定收益團隊副總裁、基金經理人、以及研究分析師；同時也是固定收益政策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於1996年加入富蘭克林坦伯頓基金集團，並於1997年參與富蘭克林浮動利率團隊的設立，協助交易、行銷、法務審核等流程架構

的設立。 加入浮動利率債券團隊之前，隸屬於富蘭克林高收益公司債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投資於多樣化的可轉讓證券投資組合：包含股權證券以及長短期債權證券。為尋求 績效成長的機會，本

基金投資於多種產業，例如：公用事業、石油、瓦斯、不動產以及消費產品業的 公司普通股。本基金藉由投資在公司債、外國

公司債或美國國庫券以及具有誘人配息收益的股票，以 尋求收益。本基金可能會投資非投資等級的債權證券。本基金將不超過

淨投資資產的25%投資於非美國 證券。本基金得為避險、效率投資組合管理以及/或是投資目的而採輔助基礎方式運用金融衍生

性商 品。證券借貸交易期望曝險水準低於或等於基金之淨資產的5%，最高可不超過50%。  
二、投資策略：本基金之投資目標在於維持資本增值的前提下追求收益極大化。 
選定理由 
● 股債靈活配置 
靈活調整持股以適應景氣變化，並分散配置股票、債券、可轉換證券，目前本基金配置股高於債，多元分享美國景氣復甦及企業

獲利。(2018/3 月底，不含現金)。 
● 股市佈局攻守兼備 
目前佈局以防禦(公用事業、醫療)與循環(能源、科技、金融)題材並重，期以建立攻守兼備的投資組合。 
● 債券聚焦高收益機會 
現階段約三成比重投資於美國高收益債市，網羅收益與評價回升機會。 
● 每月配息 
2017 年年配息率為 4.58%。(詳見「單年報酬率(含息)」與「單年配息率」表格內容)(註 1)。 
● 本基金有 25%的空間可投資於非美國資產，提高投資的彈性與廣度。 
●    榮獲獎項 
本基金榮獲 2014 年傑出基金金鑽獎平衡型基金五年獎、2012 年 Smart 智富晨星技術指導台灣「全球平衡基金獎」、第十五屆傑出

基金金鑽獎環球平衡型基金三年期獎項(資料來源:晨星暨 Smart 智富、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統計至 2014/3/21，獎項評選期

間截至獲獎前一年度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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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85.63%) 英國(4.69%) 德國(2.45%) 法國 (0.90%) 加拿大 (0.81%) 比利時  
(0.75%) 瑞士 (0.55%) 墨西哥 (0.55%) 其他國家 (0.97%) 現金及約當現金 (2.71%) 
基金持股(依投資類別)：固定收益(47.69%) 股票 (41.97%) 可轉換證券( 7.64%)現金及約當現金 (2.71%) 
基金持股(依投資產業)：能源 (6.99%) 金融 (6.97%) 公用事業 (6.43%) 健康醫療 (5.65%) 消費性耐久 
財 (5.50%) 科技 (4.73%) 民生消費 (3.95%) 原物料 (3.46%) 工業 (3.34%) 其他產業 (2.5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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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37 14.91 10.83 -1.08 年化標準差% 5.28 4.80 7.7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特有風險包括股份等級避險風險、可轉換及混合證券風險、交易對手風險、信用風險、衍生性金融 商品風險、配息政策

風險、股權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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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場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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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請詳細閱讀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主要風險』章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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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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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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景順大中華基金(F170) 
Invesco Greater China Equity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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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1.19十億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蕭光一 
經歷：於 2002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2 年進入投資界，畢業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經濟系，於 Drexel University 取得理學碩士 
姓名：郭韶瑜 
經歷：於 2011 年 9 月加入景順集團，主要負責大中華區投資的基金經理，取得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

際關係碩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乃透過投資於大中華地區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就投資目標及政策而言，大中華地區乃指中國大

陸、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以下公司所發行的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i)註冊辦事處設於大中華地區的公司及其他機構、大中

華地區政府或其各自的任何機構或地方政府；(ii)設於大中華地區以外但其業務主要（以收入、利潤、資產或生產的 50%或以上衡

量）在大中華地區經營的公司及其他機構；或(iii)控股公司，其收益主要來自於投資在註冊辦事處設於大中華地區的附屬公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機構所發行的股票及股

票相關工具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選定理由 
 理由一 錢潮人潮加持，大中華市場牛勢奔騰 
 理由二 消費才是大中華區王道 
 理由三 美國經濟持續好轉，台灣資訊科技業受惠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61.2%),台灣(27.9%),香港(11.2%),現金(-0.3%)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9.7%),非消費必需品(14.2%),原物料(12.7%),消費必需品(12.1%),健康護理 

( 7.1%),工業( 6.5%),通訊服務( 5.0%),公用事業( 3.1%),現金(-0.3%) 
*本處之國家別係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註冊地為分類基準，其中中國部分係指符合投資目標的公司所發行之可轉讓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上市之有價證券)，而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 
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目前本基金投資於中國(A 股+B 股)之比率為 2.4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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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97 45.24 31.38 0.94 年化標準差% 12.51 11.24 16.1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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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本基金係投資於在中國大陸擁有重要業務公司的有價證券，包括但不限於在中國、香港等地交易之有價證券。本基金並非完全
直接投資於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
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大部分中國公司仍未採用國際會計、審核及財政申報準則，故
中國在會計及資訊揭露方面的慣例仍存在顯著分歧。中國的中央政府奉行社會主義，本基金資產價值亦可能會受到不確定性所
影響，不確定性包括政府政策、稅項、貨幣匯回限制以及其他中國及本基金擬投資之其他地區的法律或規定的發展。中國直至
最近才推行綜合公司法，然而外國投資者所關注的某些重大事項（如無力償債、董事職責及疏忽或欺詐）卻未獲妥善處理，或
僅某些國家及地方的法規有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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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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景順中國基金(F358) 
Invesco PRC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5/10/26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858.59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阮偉國 
經歷：於 2004 年加入景順，於 1999 年進入投資界，獲澳洲雪梨大學頒發商業碩士學位及經濟學士學位， 
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姓名：蕭光一 Mike Shao 
經歷：於 2002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2 年進入投資界，畢業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經濟系，於 Drexel University 取得理學碩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在中國大陸擁有重要業務的公司的可轉讓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由於本基金所投資的行業涉及高於一般程度的風險，而投資的巿場價值已/或可能被預期為會有高於平均水平的波動度，故此本基

金的投資可被視為具有投機性質。 
投資標的：基金經理會將本基金資產淨值最少 70%（經扣除附屬流動資產後）投資於該等公司的股票或與股票有關的可轉讓證券，

力求實現其投資目標。以下公司將被視作在中國大陸擁有重要業務：(i)註冊辦事處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司；(ii) 註冊辦事處

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其絕大部份權益乃投資於註冊辦事

處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司。本基金可將合計不超過本基金資產淨值 30%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由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

其他機構所發行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行機構所發行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選定理由 
在地深耕歷經時空焠鍊-景順集團擁有超過40年投資亞洲的經驗，透過投資價值、獲利成長、企業管理以及流動性四大指標，精選

具成長潛力的公司。一網打盡中國市場投資商機:由於人口結構有利和民眾收入上升，刺激消費支出，相信私人消費將繼續帶來主

要成長動力。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89.2%),香港( 9.8%),現金( 1.0%)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7.0%),非消費必需品(21.0%),金融(20.9%),消費必需品( 6.6%),通訊服務 

( 6.1%),工業( 6.1%),健康護理( 4.1%),能源( 2.1%),其他( 5.1%),現金( 1.0%) 
*本處之國家別係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註冊地為分類基準，其中中國部分係指符合投資目標的公司所發行之可轉讓證 
券( 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上市之有價證券)，而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 
且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目前本基金投資於中國(A 股+B 股) 之比率為 
0.00%、香港 H 股+ 紅籌股比率為 69.3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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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69 52.90 23.13 -7.06 年化標準差% 16.18 13.74 20.0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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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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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基金係投資於在中國大陸擁有重要業務公司的有價證券，包括但不限於在中國、香港等地交易之有價證券。本基金並非完全

直接投資於大陸地區之有價證券，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
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大部分中國公司仍未採用國際會計、審核及財政申報準則，故
中國在會計及資訊揭露方面的慣例仍存在顯著分歧。中國的中央政府奉行社會主義，本基金資產價值亦可能會受到不確定性所
影響，不確定性包括政府政策、稅項、貨幣匯回限制以及其他中國及本基金擬投資之其他地區的法律或規定的發展。中國直至
最近才推行綜合公司法，然而外國投資者所關注的某些重大事項（如無力償債、董事職責及疏忽或欺詐）卻未獲妥善處理，或
僅某些國家及地方的法規有所規定。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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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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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218 頁，共 376 頁 

166.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F1356) 
Invesco Global Real Estate Securities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8/11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51.70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3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oe Rodriguez 
經歷：於 1990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83 年進入投資界，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Economists 成員，美國房地產協會成員，

註冊財務策劃師成員，經濟及金融學士學位，於 Baylor University 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姓名：James Cowen 
經歷：2000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8 年進入投資界，擁有曼徹斯特大學學士與劍橋大學哲學碩士學位；是英國投資專業人士協

會(UK Society of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英國證券與投資協會(UK Securities & Investment Institute)會員，也是英國金融服務管理

局(FSA)認可的專業人士。 
姓名：Paul Curbo 
經歷：於1998 年進入景順集團，於1993年進入投資界，擁有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企管學士學位，主修財務，並已完成德州大學

達拉斯分校經濟學理論與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所課程。 
姓名：Ping-Ying Wang 
經歷：於 1997 年進入景順集團，於 1996 年進入投資界，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北京市）與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取得國際金

融學士學位與博士學位。特許金融分析師。 
Invesco Real Estate Global Securities team.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在達致長期資本增值以及獲得收入。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一項多元化的環球股票（包括房地產投

資信託「REITs」））、優先股及債務證券投資組合以達致其目標。 
投資標的：：發行該等股票及債務證券的公司及其他實體的收入乃來自房地產相關業務。本基金投資於美國房地產投資信託（主

要將為美國商用房地產）。債務證券將有所涉及或將由抵押品或類似工具作擔保，且將獲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機構評為投資級別

或以上的信貸評級。本基金可將最高達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不符合上文規定但卻由有重大投資於房地產市場的公司及其他實體

所發行的股本或債務證券，或其獲得標準普爾或同等評級機構 AAA 信貸評級的政府債券。  
選定理由 
 基金布局著重於經濟復甦引領全球的美國(51.9%) 
 多數全球地產評價具吸引力 
 基金經理人具備32年投資經驗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1.9%),日本(11.6%),香港(7.9%),德國(6.2%),澳洲(4.8%),英國(4.7%),法國 (3.4%),
加拿大(2.2%),新加坡(2.2%),其他(4.0%) 

基金持股(依產業)：多元化(26.7%),零售(18.0%),住宅(17.5%),辦公室(13.3%),工業( 8.8%),健康護理( 5.5%),
個人倉庫(5.0%),住宿/度假村(4.1%),現金(1.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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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15 4.05 11.46 -0.18 年化標準差% 7.88 9.14 10.7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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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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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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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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景順太平洋基金(F1244) 
Invesco Pacific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2/09/02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236.17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tuart Parks 
經歷：於 1994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83 年進入投資界，負責亞洲股票市場，於 Oxford University 取得文學碩士 
姓名：Tony Roberts 
經歷：於 2000 年加入景順，於 1995 年進入投資界，英國 CFA 協會會員，於 Southampton University 取得數學學位 
姓名:William Lam 
經歷：於 2006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5 年進入投資界，取得牛津大學心理學和哲學碩士及紐約大學音樂科技碩士學位，特許財

務分析師(CFA)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在亞洲各地的公司（尤其是以亞太區為基地的公司）的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基金經理已就本基金而將亞太區界定為：東南亞（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及菲律賓）；東亞（包括台灣、南北韓、

香港及日本）；中國、澳洲及紐西蘭。  
投資標的：本基金最少 70%的總資產（經扣除附屬流動資產後）將會投資於以下公司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i)註冊辦事處

設於亞太區的公司；(ii) 註冊辦事處設於亞太區境外但其業務絕大部份在亞太區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其權益乃絕大部份

投資於註冊辦事處設於亞太區的公司。本基金可將合計不超過 30%的資產資產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由不符合上述規定但可受

惠於其業務與亞太區以外的亞洲國家有關連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亞洲地區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

轉換債券）。本基金於區內各市場的投資比重將視基金經理對當時的市況及前景的看法而不時轉變。  
選定理由 
 由下而上選股策略 
 重視風險，分散投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41.2%),中國(14.9%),韓國(11.5%),台灣( 7.0%),澳洲(6.9%),印度(4.7%),香港 (3.6%),
南非(1.6%),其他( 5.4%),現金( 3.3%)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1.3%),金融(20.7%),非消費必需品(16.2%),工業(11.5%),原物料( 6.8%),能源 
(6.7%),消費必需品(4.7%),房地產(4.2%),其他(4.7%),現金(3.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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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69 40.39 26.91 -5.08 年化標準差% 11.09 9.74 14.57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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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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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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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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F863) 
Invesco Nippon Small/Mid Cap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1/01/02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日圓22.45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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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amu Tokuno 
經歷: 於 2000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88 年進入投資界，於 Ehime University 取得學士學位，日本證券分析協會成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日本中小型公司，並在較低程度上投資於日本大型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日本中小型公司的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就此而言，日本公司指(i)註冊辦事處設於日本的公司；

(ii)註冊辦事處設於日本以外地區但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日本經營的公司；或(iii)控股公司，而其所持權益絕大部份投資於在日本設

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就此而言，中小型公司指其市值不超過日本總市值中最低 50%的公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

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實體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工具，或任何規模的日

本公司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選定理由 
 由下而上之選股策略 
 有紀律的投資流程 
 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95.1%)，現金(4.9%) 
基金持股(依產業)：媒體(13.0%),半導體產品與設備(10.3%),科技硬體與設備(10.0%),商業與專業服務

( 9.0%),資本貨物( 8.7%),零售業( 8.3%),軟體與服務(6.3%),製藥、生物科技與生命科學

( 5.8%),其他(23.5%),現金(4.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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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1.47 35.53 83.53 7.78 年化標準差% 14.25 17.68 20.0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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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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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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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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F580) 
Invesco Japanese Equity Core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4/12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日圓25.41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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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hesson 
經歷：於 1993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0 年進入投資界，於牛津大學取得法理學學士學位，AIIMR 
姓名：Tony Roberts 
經歷：於 2000 年加入景順，於 1995 年進入投資界，英國 CFA 協會會員，於 Southampton University 取得數學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是透過投資日本達到資本增值的目標。 
投資標的：基金經理將主要投資於根據日本法律成立的公司的股份，惟倘基金經理認為適當，亦可包括在其他地區成立但其收入

源自日本或在當地擁有重大權益的公司的股份。本基金將投資於在認可市場上市或買賣的證券。 
選定理由 
 理由一 日股新幹線續航力強 
 理由二 日圓貶值，推升出口類股表現 
 理由三 新公司治理準則上路，預料帶動日股評價提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97.5%),新加坡(1.1%),現金(1.3%) 
基金持股(依產業)：銀行(17.5%),汽車(16.1%),機械製造(11.5%),房地產管理與開發(8.1%),油氣與消費用燃料

(7.9%),金屬與採礦 (6.7%),保險 (5.9%),酒店、餐館與休閒 ( 3.3%),其他 (21.6%),現金 
( 1.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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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26 18.86 9.77 -8.45 年化標準差% 12.23 9.18 11.5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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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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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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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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美元對沖)(F641) 
Invesco Japanese Equity Core Fund A(USD Hg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4/12 
股份類別 A(美元對沖)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日圓25.41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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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hesson 
經歷：於 1993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0 年進入投資界，於牛津大學取得法理學學士學位，AIIMR 
姓名：Tony Roberts 
經歷：於 2000 年加入景順，於 1995 年進入投資界，英國 CFA 協會會員，於 Southampton University 取得數學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是透過投資日本達到資本增值的目標。 
投資標的：基金經理將主要投資於根據日本法律成立的公司的股份，惟倘基金經理認為適當，亦可包括在其他地區成立但其收入

源自日本或在當地擁有重大權益的公司的股份。本基金將投資於在認可市場上市或買賣的證券。 
選定理由 
 理由一 日股新幹線續航力強 
 理由二 日圓貶值，推升出口類股表現 
 理由三 新公司治理準則上路，預料帶動日股評價提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97.5%),新加坡(1.1%),現金(1.3%) 
基金持股(依產業)：銀行(17.5%),汽車(16.1%),機械製造(11.5%),房地產管理與開發(8.1%),油氣與消費用燃料

(7.9%),金屬與採礦 (6.7%),保險 (5.9%),酒店、餐館與休閒 ( 3.3%),其他 (21.6%),現金 
( 1.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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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64 30.17 -0.32 -9.16 年化標準差% 13.16 11.51 15.52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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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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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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F865) 
Invesco Pan European Small Cap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1/01/02 
股份類別 A-年配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歐元121.78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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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Brown 
經歷於 2000 年加入景順，於 1997 年進入投資界，取得 UMIST 學士學位 
姓名：Adrian Bignell 
經歷：2003 年 12 月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3 年 10 月進入投資界，證券學院文憑，於 St Andrews University 取得法文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主要透過一項由歐洲股票市場小型公司組成的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可偶爾就特別

情況（例如轉機股、收購事項）作出投資，並會（在適當時候）投資東歐新興市場。 
投資標的：本基金主要透過投資於歐洲小型公司的股本證券，採取由下而上的選股方法篩選出合適標的，因此所投資公司的種類

較一般投資組合廣泛以限制其中的風險。 
選定理由 
  小型股爆發力較大型股強 
  結合總經與個股策略，分散投資風險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32.3%),挪威(10.0%),德國( 9.4%),法國( 8.4%),荷蘭(6.8%),瑞典(5.7%),比利時(3.3%),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3.0%),其他(16.5%),現金( 4.6%)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25.4%),非消費必需品(13.9%),工業(11.6%),健康護理(11.6%),資訊科技(9.7%),原物

料(7.6%),金融(7.5%),房地產(4.9%),其他(3.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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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59 34.16 15.44 -3.32 年化標準差% 11.47 10.48 13.2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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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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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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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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F502)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Asia Balanced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31 日(本基金之前身為 2003 
年 9 月 22 日成立於香港之 INVESCO 
Asia Balanced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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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501.30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胡嘉林  
經歷：胡先生於 2014 年 4 月加入景順，擔任亞太區固定收益首席投資總監，負責監督固定收益投資產品和投資流程。胡先生於

投資界的資歷超過 18 年。從 2011 年 1 月至就任景順之前，他擔任中銀香港資產管理固定收益投資總監。在此之前，他曾任中

銀集團人壽保險投資總監，並於滙豐私人銀行固定收益部擔任董事。他亦曾服務於首域投資及豐收投資管理，主導投資管理業務。

胡先生擁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工商管理學學士，及香港科技大學財務學碩士學

位。胡先生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與註冊會計師(CPA)執照。 
姓名：蕭光一 
經歷：於 2002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2 年進入投資界，畢業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經濟系，於 Drexel University 取得理學碩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及債務證券以賺取收入。本基金並以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為目標。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一項多元化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及債務證券組合。股票與債務證券之間的分配比例可按投

資經理酌情決定及因應市況而改變。亞太區（不包括日本）上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亦在此範疇之內。本基金可將

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機構所發行的股票、股票相關

證券或債務證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6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

／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本基金在國家配置上採取靈活的方法，涵蓋亞太地區（包括印度次大陸及大洋洲，但不

包括日本）的投資。  
選定理由 
 理由一 亞股+亞債，創造較高收益率 
 理由二 聚焦高股息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48.1%),台灣(20.3%),香港(10.0%),新加坡( 5.0%),印度( 3.7%),印尼(3.3%),韓國 
(2.2%),泰國(2.1%),其他( 3.5%),現金( 1.8%)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13.4%),工業(13.3%),金融(11.1%),通訊(10.4%),非消費必需品( 9.6%),消費必需

品( 9.5%),原物料( 8.4%),公用事業( 7.5%),其他(14.9%),現金( 1.8%) 
*本處之國家別係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註冊地為分類基準，其中中國部分係指符合投資目標的公司所發行之可轉讓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上市之有價證券)，而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 
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目前本基金投資於中國(A 股+B 股) 之比率為

0 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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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7 9.01 4.14 -3.79 年化標準差% 5.86 5.42 7.0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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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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F71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Asia Balanced Fund A-M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31 日(本基金之前身為 2003 
年 9 月 22 日成立於香港之 INVESCO 
Asia Balanced Fund) 

股份類別 A-月配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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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501.30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胡嘉林  
經歷：胡先生於 2014 年 4 月加入景順，擔任亞太區固定收益首席投資總監，負責監督固定收益投資產品和投資流程。胡先生於

投資界的資歷超過 18 年。從 2011 年 1 月至就任景順之前，他擔任中銀香港資產管理固定收益投資總監。在此之前，他曾任中

銀集團人壽保險投資總監，並於滙豐私人銀行固定收益部擔任董事。他亦曾服務於首域投資及豐收投資管理，主導投資管理業務。

胡先生擁有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工商管理學學士，及香港科技大學財務學碩士學

位。胡先生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與註冊會計師(CPA)執照。 
姓名：蕭光一 
經歷：於 2002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2 年進入投資界，畢業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經濟系，於 Drexel University 取得理學碩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主要目標，是透過投資於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及債務證券以賺取收入。本基金並以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為目標。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一項多元化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及債務證券組合。股票與債務證券之間的分配比例可按投

資經理酌情決定及因應市況而改變。亞太區（不包括日本）上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亦在此範疇之內。本基金可將

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機構所發行的股票、股票相關

證券或債務證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或有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6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未評級及

／或信用評級未達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本基金在國家配置上採取靈活的方法，涵蓋亞太地區（包括印度次大陸及大洋洲，但不

包括日本）的投資。  
選定理由 
 理由一 亞股+亞債，創造較高收益率 
 理由二 聚焦高股息股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48.1%),台灣(20.3%),香港(10.0%),新加坡( 5.0%),印度( 3.7%),印尼(3.3%),韓國 
(2.2%),泰國(2.1%),其他( 3.5%),現金( 1.8%)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13.4%),工業(13.3%),金融(11.1%),通訊(10.4%),非消費必需品( 9.6%),消費必需

品( 9.5%),原物料( 8.4%),公用事業( 7.5%),其他(14.9%),現金( 1.8%) 
*本處之國家別係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註冊地為分類基準，其中中國部分係指符合投資目標的公司所發行之可轉讓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上市之有價證券)，而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 
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0%。目前本基金投資於中國(A 股+B 股) 之比率為

0.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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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7 9.05 4.15 -3.84 年化標準差% 5.95 5.48 7.05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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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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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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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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F582) 
Invesco Asia Consumer Demand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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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588.43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hekhar Sambhshivan 
經歷：於 2006 年 5 月加入景順，負責印度市場之投資事務，於 1992 年進入投資界，取得印度孟買大學理學士(科技) 學位，取得

Insurance Institute of India 的執照  
姓名:阮偉國 
經歷：於 2004 年加入景順，於 1999 年進入投資界，獲澳洲雪梨大學頒發商業碩士學位及經濟學士學位，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

格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主要投資於預計可受惠於亞洲國家（不包括日本）內部消費增長或與內部消費增長有關連的亞

洲公司的股本證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標的：本基金可投資於：(i) 註冊辦事處設於亞洲國家的公司；(ii) 設於或位於亞洲以外國家但其業務絕大部份在亞洲經營的

公司；或(iii)控股公司，其收益絕大部份來自於投資在註冊辦事處設於亞洲國家的公司的股票。其業務可受惠於內部消費增長或

與內部消費增長有關連的亞洲公司包括（但不限於）： 
- 其絕大部份業務為消費者非耐用品或耐用品，例如：食品、飲料、家庭用品、成衣、化妝品、煙草、消費電子產品與電器及汽

車的生產、經銷、推廣或零售的公司以及資訊科技行業公司，該等公司被視作可受惠於內部消費增加的趨勢。 
- 主要從事物業（包括（但不限於）住宅物業、酒店、渡假村及商場）發展和管理的公司。本基金可直接投資於己上市的封閉式

REITs。 
- 可受惠於可支配收入增加及消費相關服務（例如旅遊、媒體、健康護理、公用事業和電訊）需求上升的公司，以及保險公司和

金融服務相關公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機構所發行的股票

及股票相關證券或世界各地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  
選定理由 
  亞洲消費包羅萬象 
  人口紅利帶動消費市場改善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44.6%),印度(16.2%),韓國(12.2%),香港(10.4%),台灣(10.2%),印尼(3.3%),新加坡

(2.4%),現金(0.8%)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8.6%),非消費必需品(23.0%),消費必需品(17.2%),金融(15.2%),健康護理

(5.2%),通訊服務(3.9%),工業(3.8%),房地產(1.1%),其他(1.0%),現金(0.8%) 
*本處之國家別係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註冊地為分類基準，其中中國部分係指符合投資目標的公司所發行之可轉讓證券( 包括但不限於

中國上市之有價證券)，而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該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10%。目前本基金投資於中國(A 股+B 股) 之比率為0.0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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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82 41.65 24.47 -4.85 年化標準差% 11.39 11.74 14.1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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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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F1476) 
Invesco Asia Opportunities Equity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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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148.73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蕭光一 
經歷：於 2002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2 年進入投資界，畢業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經濟系，於 Drexel University 取得理學碩士 
姓名：鄭榮澤   
經歷：於 2006年 5月加入景順集團，於 1987年進入投資界，於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取得經濟學士學位，於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取得商業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一項以具備增長潛力的亞洲公司為對象的多元化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包括投資於

市值低於 10 億美元的中小型公司。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註冊辦事處設於亞洲國家或其註冊辦事處設於亞洲以外地區但其絕大部份業務乃在亞洲經營又或

控股公司，而其收益絕大部份來自於投資在亞洲設立註冊辦事處的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本基金可將合計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機構所發行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或

世界各地發行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在國家配置上採取靈活的方法，涵蓋亞洲地區（包括印度次大

陸，但不包括日本及大洋洲）的投資。本基金對投資項目的地區分佈並無規定。投資者不應假設本基金的資產於任何時候均會包

括在每個亞洲地區國家的投資。 
選定理由 
 高度重視由下而上投資機會，投資流程嚴謹 
 精選可持續性領導地位與競爭優勢的公司 
 投資策略無市值限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48.3%),台灣(20.0%),韓國(11.2%),印度(10.8%),香港(7.4%),新加坡(1.2%),現金 
(1.1%)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3.3%),非消費必需品(13.9%),消費必需品(11.4%),原物料(11.4%),工業(10.4%),
金融(7.1%),健康護理(6.0%),通訊服務(3.4%),其他(2.0%) 

*本處之國家別係以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註冊地為分類基準，其中中國部分係指符合投資目標的公司所發行之可轉讓證 
券(包括但不限於中國上市之有價證券)，而本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 
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境外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0%。目前本基金投資於中國(A 股+B 股) 之比率為 0.7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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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16 36.39 25.39 -0.64 年化標準差% 10.87 11.15 13.9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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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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景順東協基金(F169) 
Invesco ASEAN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2/09/02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108.53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alil Rasheed 
經歷：於 2013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2003 年進入投資界，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UK)取得會計與財務之學士學位 
姓名：Wei Liang 
經歷：於2013年加入景順集團，擁有超過11年的投資經驗。他在新加坡管理大學取得會計學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東協國家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標的：為方便進行投資，基金經理已將東協國家界定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成員國，目前為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

汶萊、菲律賓、越南、柬埔寨、寮國和緬甸。基金經理現擬投資於上述若干或所有國家。投資時較注重地域資產分配，但對於本

基金可能投資於某個國家的資金比例則並無限制。因此，各國所佔的投資比重會不時變動。為達致投資目標，基金經理將側重投

資於在東協國家經營或可因其於該地區的業務及與該地區相關而得益的公司的上市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包括認股權證及可換股

證券，惟認股權證所佔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比例不得超過 10%）。 
選定理由 
 操作靈活，投資標的不受基準指標限制，投資國別及產業具彈性 
 持股時間長，投資組合週轉率較低 
 歷史悠久-景順集團深耕東協，並擁有超過40年投資亞洲經驗，能充分掌握東協市場脈動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新加坡(32.0%),馬來西亞(20.7%),泰國(20.6%),印尼(17.0%),菲律賓(8.7%),現金 (1.1%)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36.2%),消費必需品(16.2%),工業(12.1%),通訊服務(11.7%),能源( 6.0%),房地產

(5.7%),非消費必需品(5.7%),公用事業(3.3%),其他(2.1%),現金(1.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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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15 4.22 -1.11 -7.82 年化標準差% 12.21 11.22 13.01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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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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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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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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F1477) 
Invesco US Value Equit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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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80.46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4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Kevin Holt  
職稱：於 2010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University of Iowa 取得學士學位，於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取得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特許財務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提供以美元計算的合理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將尋求投資經理認為於購買時相對於當時股票市

場一般市況而言價值被低估的股本證券，作為投資對象。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設於美國的公司的普通股或優先股。若某間公司(i)乃根據美國法律成立而其主要辦事處亦是設於

美國，或(ii)該公司 50%或以上的營業收入來自美國業務，則會被視作設於美國。本基金也可以輔助性質，投資於主要在美國的證

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公司的股本證券、可轉換債務證券、美國政府證券（由美國政府或其機關及機構所發行或擔保本息的證券）、

貨幣市場工具及投資等級企業債務證券。  
選定理由 
 價值導向選股 
 當眾人蜂擁至成長題材時，價值選股策略可分散風險 
 經理人Kevin Holt是景順集團美國股票價值策略投資長，深黯價值投資之道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0.8%),英國(6.0%),加拿大(3.7%),法國(2.4%),瑞士(0.7%),現金(6.5%)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30.9%),能源(19.2%),健康護理(14.5%),資訊科技(10.6%),非消費必需品(5.9%),工業

(5.8%),消費必需品(3.9%),原物料(2.0%),其他(0.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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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90 38.25 25.60 -1.54 年化標準差% 11.37 10.19 14.23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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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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景順消閒基金(F584) 
Invesco Global Leisure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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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1.39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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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o Cohen 
經歷：於 2010 年加入景順，於 1997 年進入投資界，於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取得經濟學士學位 
姓名：Juan Hartsfield 
經歷：於 2004 年加入景順，於 2004 年進入投資界，於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取得學士學位，於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取得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特許財務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一項國際性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該投資組合所包羅的公司的絕大部份業務為設計、

生產或經銷有關個人消閒活動的產品及提供有關服務，可包括汽車、家居建造及耐用品、媒體及互聯網公司以及其他從事迎合消

費者需求業務的公司。  
投資標的：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下述投資策略中所述之公司的股本證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持有現金與約當現

金、貨幣市場證券，或投資於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所發行的債務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或股本證券。  
選定理由 
 2017傑出基金「金鑽獎」環球已開發市場股票基金五年期 
 2017指標台灣年度基金大獎 - 最佳表現基金大獎-產業股票-消費品及服務類別同級最佳獎 
 2017指標台灣年度基金大獎 - 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 產業股票 - 消費品及服務類別同級最佳獎獎項 

(資料來源︰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獎項評選期間至各頒獎年度前一年年底；Benchmark， 評選期間至頒獎年度當年9月底) 
 消費行為隨著科技改變, 同時具備科技與消費概念 
 從虛擬與實體全方位掌握「娛樂休閒」題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6.5%),日本(7.6%),中國(5.9%),法國(5.2%),巴西(0.9%),俄國(0.8%),泰國(0.7%),澳門

(0.4%),其他(0.6%),現金(1.4%) 
基金持股(依產業)：軟體(18.0%),酒店、餐館與休閒(15.2%),互聯網和直銷零售(15.1%),網路軟體與服務

(12.7%),媒體(10.0%),專營零售 7( 7.7%),家庭耐用消費品( 6.4%),紡織品、服務與奢侈品

(4.8%),其他(8.8%),現金(1.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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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84 60.87 60.25 8.92 年化標準差% 12.59 11.11 14.38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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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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F171) 
Invesco Global Health Care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03/03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408.74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 Derek Taner 
經歷: 於 2005 年加入景順集團，於 1993 年進入投資界，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取得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

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CFA) 
姓名：Henry Wu 
經歷:於 2014 年加入景順集團，為景順健康護理基金之投資組合經理及景順全球核心股票團隊成員。於哈佛商學院取得工商管理

碩士，並獲得榮譽生物科學學士學位，此外也於史丹佛大學取得工程經濟系統與作業研究碩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全球的健康護理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標的：本基金最少 70%的資產淨值（不包括附屬流動資產）將會投資於全球的健康護理公司。基金經理會主要投資於健康護

理市場內藥物、生物科技、保健服務及醫療技術與物資四個不同範疇。基金經理將主要投資於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力求達致其

投資目標。本基金可投資於新興市場。 
選定理由 
 景順集團產業管理豐富經驗--景順集團擁有逾20年管理健康護理基金的豐富經驗。除集團內健康護理投資專家外，亦藉由獨立

顧問委員會，主要由產業專家及業界菁英所組成，為景順投資團隊提供意見，有助於深入了解產業內的個別公司與產品開發

情況。 
 典型的防禦型類股--健康護理類股具備「防禦」特性，較不受景氣循環影響，因為無論景氣好壞，健康護理都屬必要性支出，

其中醫療器材與醫療服務的防禦性較高。 
 產業進入障礙高-製藥公司受專利權保障(平均長達10至15年)，因此公司產品議價能力較高，也具備進入門檻較高之產業特性。 
 人口高齡化與生活模式改變，提供長期投資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4.1%),瑞士(5.3%),英國(4.0%),德國(3.1%),丹麥(2.8%),日本(2.0%),巴西(1.7%),荷蘭

(1.3%),其他(2.4%),現金(3.5%) 
基金持股(依產業)：製藥(30.8%),生物科技(22.2%),醫療保健設備與用品(19.4%),醫療保健提供商與服務

(15.9%),生命科學工具與服務(6.7%),健康護理科技(1.1%),食品與主要用品零售(0.4%),
現金(3.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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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6 13.29 -6.47 0.95 年化標準差% 9.33 11.95 16.74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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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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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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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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50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S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02/28 
股份類別 A-半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半年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256.71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ashique Rahman  
經歷：於2014年加入景順集團，出任景順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主管，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和

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姓名：Avi Hooper  
經歷:於2010年加入景順集團，1998年進入投資界，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主修會計及財務，為技術分析師協會(MSTA)
成員，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執照。 
姓名：Michael Hyman  
經歷:於 2013 加入景順集團，1991 年進入投資界，於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獲得金融學士學位，在紐約大學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獲得 MBA 學位。 
姓名：Robert Turner 
經歷：於 2017 年加入景順集團，為景順固定收益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在亞利桑那大學取得政治學學士，並於喬治亞洲立

大學取得商業管理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旨在達致高收益水平連同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各種債務

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於其他途徑買賣）以達致其目標。 
投資標的：債務證券將包括（但不限於）由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類主權機構、跨國組織及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

券，以及企業債券與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應急可轉債。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違約或基金經理認為存在高違約風險的證券（「不良證券」）。本基金亦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金以

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貨幣市場票據及其他合資格可轉讓證券。此外，投資經理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結構票據（包括

信用連結票據、存款連結票據及總報酬交換連結票據），以投資於該等債務證券。投資經理將會在不可能對由政府、地方當局及

公共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作出直接投資又或有欠吸引（例如基於外國資金流入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運用此等結構票據。此等結

構票據可自由轉讓，且不得運用槓桿。投資經理就本基金而將新興國家界定為(i) 投資經理視為發達國家的歐盟成員國、(ii)美國、

(iii)加拿大、(iv)日本、(v)澳洲、(vi)紐西蘭、(vii)挪威、(viii)瑞士、(ix)香港及(x)新加坡以外的全球所有國家。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信用評等低於投資級別（按主要認可信用評等機構所作評級）的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為免產生疑點，

此項限制並不適用於類主權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類型的無須遵從任何最低信用評等規定的債務證券。 
選定理由 
 2017 第二十屆傑出基金「金鑽獎」-三年期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2018 理柏台灣基金獎-五年期環球新興市場強勢貨幣債券、十年期環球新興市場強勢貨幣債券(獎項資料來源︰台北金融研究發

展基金會、Lipper，獎項評選期間至各頒獎年度前一年年底) 
 工具多樣操作靈活，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6.8%),土耳其(6.5%),墨西哥(6.1%),阿曼(5.8%),烏克蘭(5.5%),阿根廷(5.4%),黎巴

嫩(4.8%),美國 (4.1%),其他 (54.8%),現金 (0.3%) 
基金持股(依產業)：國債 (3.7%),企業 (4.1%),準主權(0.4%),當地債(1.6%),現金(0.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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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91 2.87 9.44 -8.81 年化標準差% 5.38 5.87 6.0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 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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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變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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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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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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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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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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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淨值之變動。配息組成項目之相關資料請至景順投信公司網站 http://www.invesco.com.tw 基金之「配息組成項目」查詢。 
10.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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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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17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M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11/01 
股份類別 A-固定月配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256.71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ashique Rahman  
經歷：於2014年加入景順集團，出任景順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主管，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和

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姓名：Avi Hooper  
經歷:於2010年加入景順集團，1998年進入投資界，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主修會計及財務，為技術分析師協會(MSTA)
成員，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執照。 
姓名：Michael Hyman  
經歷:於 2013 加入景順集團，1991 年進入投資界，於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獲得金融學士學位，在紐約大學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獲得 MBA 學位。 
姓名：Robert Turner 
經歷：於 2017 年加入景順集團，為景順固定收益團隊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在亞利桑那大學取得政治學學士，並於喬治亞洲立

大學取得商業管理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旨在達致高收益水平連同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各種債務

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於其他途徑買賣）以達致其目標。 
投資標的：債務證券將包括（但不限於）由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類主權機構、跨國組織及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

券，以及企業債券與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應急可轉債。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

於違約或基金經理認為存在高違約風險的證券（「不良證券」）。本基金亦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金以

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貨幣市場票據及其他合資格可轉讓證券。此外，投資經理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結構票據（包括

信用連結票據、存款連結票據及總報酬交換連結票據），以投資於該等債務證券。投資經理將會在不可能對由政府、地方當局及

公共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作出直接投資又或有欠吸引（例如基於外國資金流入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運用此等結構票據。此等結

構票據可自由轉讓，且不得運用槓桿。投資經理就本基金而將新興國家界定為(i) 投資經理視為發達國家的歐盟成員國、(ii)美國、

(iii)加拿大、(iv)日本、(v)澳洲、(vi)紐西蘭、(vii)挪威、(viii)瑞士、(ix)香港及(x)新加坡以外的全球所有國家。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信用評等低於投資級別（按主要認可信用評等機構所作評級）的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為免產生疑點，

此項限制並不適用於類主權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類型的無須遵從任何最低信用評等規定的債務證券。 
選定理由 
 2017 第二十屆傑出基金「金鑽獎」-三年期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2018 理柏台灣基金獎-五年期環球新興市場強勢貨幣債券、十年期環球新興市場強勢貨幣債券(獎項資料來源︰台北金融研究發

展基金會、Lipper，獎項評選期間至各頒獎年度前一年年底) 
 工具多樣操作靈活，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6.8%),土耳其(6.5%),墨西哥(6.1%),阿曼(5.8%),烏克蘭(5.5%),阿根廷(5.4%),黎巴

嫩(4.8%),美國 (4.1%),其他 (54.8%),現金 (0.3%) 
基金持股(依產業)：國債 (3.7%),企業 (4.1%),準主權(0.4%),當地債(1.6%),現金(0.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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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92 2.59 9.05 -8.84 年化標準差% 5.43 5.89 5.9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06/30, 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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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變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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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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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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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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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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
基金淨值之變動。配息組成項目之相關資料請至景順投信公司網站 http://www.invesco.com.tw 基金之「配息組成項目」查詢。 
10.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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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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F38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Local Currencies Debt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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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375.70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ashique Rahman  
經歷：於2014年加入景順集團，出任景順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主管，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和

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姓名：Avi Hooper  
經歷:於2010年加入景順集團，1998年進入投資界，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主修會計及財務，為技術分析師協會(MSTA)
成員，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執照。 
姓名：Michael Hyman  
經歷:於 2013 加入景順集團，1991 年進入投資界，於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獲得金融學士學位，在紐約大學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獲得 MBA 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和賺取高收入。 
投資標的：本基金會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淨值靈活配置於以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貨幣計價的現金、債務證券

（包括企業債券以及跨國組織所發行的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資經理的意向是投資於投資範疇內的證券及衍生工具，該範

疇包含世界各地的現金、債務證券（包括資產擔保證券）、債務和信用市場金融衍生工具及所有貨幣。債務證券可來自新興市場，

但亦可由成熟市場發行。衍生工具可用以在投資範疇內所有市場持多頭部位和空頭部位。衍生工具可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

期合約、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遠期匯率協議、交換（例如信用違約交換、利率交換、總報酬交換）以及複雜選擇權結構（例如

跨式交易）。此外，衍生工具可包含結構型債券，包括（但不限於）信用連結債券、存款連結債券或總報酬債券。本基金並可透

過運用衍生工具對全球所有貨幣作出主動貨幣持倉。 
選定理由 
 工具多樣操作靈活。 
 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哥倫比(1.6%),俄羅斯(9.1%),南非 (8.6%),巴西 (7.5%),印尼 (7.0%),墨西哥(7.0%), 
波蘭 (7.0%),秘魯 (5.7%),其他 (17.5%),現金及外匯(19.1%) 

基金持股(依產業)：當地債(80.9%),現金及外匯(19.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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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7.28 -1.57 -3.35 -9.32 年化標準差% 10.51 9.40 11.81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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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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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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F389)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Local Currencies Debt Fund A-FD Share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12/14 
股份類別 A-固定月配息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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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375.70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ashique Rahman  
經歷：於2014年加入景順集團，出任景順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主管，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和

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姓名：Avi Hooper  
經歷:於2010年加入景順集團，1998年進入投資界，加拿大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主修會計及財務，為技術分析師協會(MSTA)
成員，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執照。 
姓名：Michael Hyman  
經歷:於 2013 加入景順集團，1991 年進入投資界，於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獲得金融學士學位，在紐約大學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獲得 MBA 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達致長期資本增值和賺取高收入。 
投資標的：本基金會將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淨值靈活配置於以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貨幣計價的現金、債務證券

（包括企業債券以及跨國組織所發行的債券）以及金融衍生工具。投資經理的意向是投資於投資範疇內的證券及衍生工具，該範

疇包含世界各地的現金、債務證券（包括資產擔保證券）、債務和信用市場金融衍生工具及所有貨幣。債務證券可來自新興市場，

但亦可由成熟市場發行。衍生工具可用以在投資範疇內所有市場持多頭部位和空頭部位。衍生工具可包括（但不限於）期貨、遠

期合約、無本金交割遠期合約、遠期匯率協議、交換（例如信用違約交換、利率交換、總報酬交換）以及複雜選擇權結構（例如

跨式交易）。此外，衍生工具可包含結構型債券，包括（但不限於）信用連結債券、存款連結債券或總報酬債券。本基金並可透

過運用衍生工具對全球所有貨幣作出主動貨幣持倉。 
選定理由 
 工具多樣操作靈活。 
 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哥倫比(1.6%),俄羅斯(9.1%),南非 (8.6%),巴西 (7.5%),印尼 (7.0%),墨西哥(7.0%), 
波蘭 (7.0%),秘魯 (5.7%),其他 (17.5%),現金及外匯(19.1%) 

基金持股(依產業)：當地債(80.9%),現金及外匯(19.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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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7.28 -1.57 -3.34 -9.32 年化標準差% 10.51 9.40 11.81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本基金進行配息前未先扣除應負擔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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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變動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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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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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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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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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變動。配
息組成項目之相關資料請至景順投信公司網站 http://www.invesco.com.tw 基金之「配息組成項目」查詢。 

10.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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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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F585) 
Invesco Continental European Small Cap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3/01/13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516.04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Erik Esselink 
經歷：於 2007 年加入景順，於 1997 年進入投資界，畢業於 Rotterdam School of Economics, 商業經濟 
姓名:Oliver Collin 
經歷:於 2014 年加入景順，於 2000 年進入投資界，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與政治學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投資於在歐洲各國（但不包括英國）的小型公司，以達致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標的：投資經理將主要投資於歐洲市場的小型公司的上市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包括認股權證及可換股證券，惟認股權證所

佔本基金資產淨值的比例不得超過 10%）以達致投資目標。歐洲包括歐盟國家、瑞士、北歐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克羅埃

西亞、土耳其及獨立國聯合體。在獨立國聯合體成立證券交易所或認可市場前，本基金僅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投資於當地。 
選定理由 
 理由一 利多加持，歐股喊衝 
 理由二 歐洲小型股魅力強 
 理由三 牛市中期，逢低入市股理想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法國(28.6%),義大利(15.9%),荷蘭(15.4%),比利時(6.4%),奧地利(5.6%),西班牙(5.5%),愛爾

蘭(5.2%),芬蘭 (4.9%),其他(13.3%),現金(-0.7%)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27.1%),金融(19.1%),非消費必需品(18.9%),資訊科技(10.3%),能源( 8.8%),原物料

(5.0%),公用事業(3.8%),健康(3.0%),其他(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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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0.63 40.10 30.61 -9.99 年化標準差% 13.75 13.06 14.99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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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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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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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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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239 頁，共 376 頁 

 185.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F1105) 

Invesco Global Equity Income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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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1.10十億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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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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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目標，是透過將本基金最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淨值投資於一項多元化的公司股票投資組合，以達致長期資本增

值；該等公司的註冊辦事處須設於歐洲國家或其絕大部份業務在歐洲國家經營業務並在認可歐洲證券交易所上市。 
投資標的：本基金乃遵循結構嚴謹、目標明確的投資過程來選擇股票。投資經理會分析和運用投資範疇內每檔股票的各種量化指

標，以評估每檔股票的相對吸引力。本基金乃運用顧及每檔股票的計算預期回報和風險控制參數的優化程序來建立投資組合。本

基金可將合計不超過三分之一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與約當現金、貨幣市場工具、任何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公司或其他機構所發行

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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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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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英國(21.1%),法國(8.5%),德國(5.8%),瑞士(5.6%),荷蘭(3.9%),日本 (3.3%),
挪威(2.6%),其他(14.4%),現金(1.4%)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6.8%),能源(17.1%),工業(13.0%),健康(10.3%),非消費必需品( 8.9%),資訊科技

(7.2%),消費必需品(6.7%),通訊服務(5.1%),其他(3.5%),現金(1.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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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81 27.11 15.04 -2.84 年化標準差% 10.71 8.46 11.86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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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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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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co Global High Income Fund A-S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01/12 
股份類別 A-半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半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484.39十億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oseph Portera   
經歷：於2012年加入景順集團，於1981年進入投資界，持有美國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蘇聯研究文學士和文學碩士，
以及內部政治經濟及發展文學碩士學位 
姓名：Scott Roberts   
經歷：於2000年加入景順集團，於1995年進入投資界，於University of Houston取得金融學士學位，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姓名：Rashique Rahman  
經歷：於 2014 年加入景順集團，出任景順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主管，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

和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姓名：Jennifer Hartviksen 
經歷：於 2013 年加入景順集團，在 1992 年開始進入投資界，在多倫多大學取得經濟學位，並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資格。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旨在達致高收益水平連同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在全球發行的高收益債務證 
券及由新興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各種債務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買賣）以達致其目標。 
投資標的：債務證券包括（但不限於）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類主權機構、跨國組織及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 以
及企業債券與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基金經理認為存在高違約風險的證券（「不良證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應急可轉債。此外，投資經理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結構票據（包括信用連

結票據、存款連結票據及總報酬交換連結票據），以投資於該等債務證券。投資經理將會在不可能對由政府、地方當局及公共機

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作出直接投資又或有欠吸引（例如基於外國資金流入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運用此等結構票據。此等結構票據

可自由轉讓，且不得運用槓桿。本基金亦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金以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貨幣市場票據

及其他合資格可轉讓證券。投資經理就本基金而將新興國家界定為(i) 投資經理視為發達國家的歐盟成員國、(ii)美國、(iii)加拿大、

(iv)日本、(v)澳洲、(vi)紐西蘭、(vii)挪威、(viii)瑞士、(ix)香港及(x)新加坡以外的全球所有國家。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

淨值投資於信用評等低於投資級別（按主要認可信用評等機構所作評級）的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為免產生疑點，此項限制

並不適用於類主權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類型的無須遵從任何最低信用評級規定的債務證券。 
選定理由 
 同時佈局高收益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布局比例可於30%至70%間調整 
 新興市場債與高收益債提供不同於其他資產類別的收益來源，在不同資產類別間轉換投資，即使某一資產類別表現不佳，仍

可提供賺取報酬的機會。 
 景順擁有超過160位固定收益的投資專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7.9%),盧森堡(6.8%),巴西( 4.0%),加拿大(3.6%),英國(3.5%),阿根廷(2.7%),荷蘭 
(2.1%),土耳其(2.0%),其他(24.5%),現金(2.9%) 

基金持股(依產業)：已開發國家公司債(64.7%),新興市場企業(18.1%),新興市場主權(9.7%),其他(4.6%),現金

(2.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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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97 8.63 9.24 -3.37 年化標準差% 2.47 3.44 5.00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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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在風
險。 

9.本基金適合尋求資本增值、且願意承擔資本風險、能承受波動程度較成熟市場債券為高的固定收益投資的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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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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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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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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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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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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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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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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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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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co Global High Income Fund A-M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01/12 
股份類別 A-固定月配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484.39十億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oseph Portera   
經歷：於2012年加入景順集團，於1981年進入投資界，持有美國福坦莫大學（Fordham University）蘇聯研究文學士和文學碩士，
以及內部政治經濟及發展文學碩士學位 
姓名：Scott Roberts   
經歷：於2000年加入景順集團，於1995年進入投資界，於University of Houston取得金融學士學位，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姓名：Rashique Rahman  
經歷：於 2014 年加入景順集團，出任景順新興市場固定收益團隊主管，於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取得工商管理碩士

和文學碩士學位，大學時就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姓名：Jennifer Hartviksen 
經歷：於 2013 年加入景順集團，在 1992 年開始進入投資界，在多倫多大學取得經濟學位，並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CFA)資格。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旨在達致高收益水平連同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尋求透過主要投資於在全球發行的高收益債務證 
券及由新興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各種債務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買賣）以達致其目標。 
投資標的：債務證券包括（但不限於）政府、地方當局、公共機構、類主權機構、跨國組織及公共國際機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 以
及企業債券與可轉換債券。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違約或基金經理認為存在高違約風險的證券（「不良證券」）。

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應急可轉債。此外，投資經理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結構票據（包括信用連

結票據、存款連結票據及總報酬交換連結票據），以投資於該等債務證券。投資經理將會在不可能對由政府、地方當局及公共機

構所發行的債務證券作出直接投資又或有欠吸引（例如基於外國資金流入受到限制）的情況下運用此等結構票據。此等結構票據

可自由轉讓，且不得運用槓桿。本基金亦可將不超過 3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現金、等同現金以及不符合上述規定的貨幣市場票據

及其他合資格可轉讓證券。投資經理就本基金而將新興國家界定為(i) 投資經理視為發達國家的歐盟成員國、(ii)美國、(iii)加拿大、

(iv)日本、(v)澳洲、(vi)紐西蘭、(vii)挪威、(viii)瑞士、(ix)香港及(x)新加坡以外的全球所有國家。本基金可將不超過 10%的資產

淨值投資於信用評等低於投資級別（按主要認可信用評等機構所作評級）的國家所發行或擔保的證券，為免產生疑點，此項限制

並不適用於類主權機構所發行的證券及其他類型的無須遵從任何最低信用評級規定的債務證券。 
選定理由 
 同時佈局高收益債券及新興市場債券，布局比例可於30%至70%間調整 
 新興市場債與高收益債提供不同於其他資產類別的收益來源，在不同資產類別間轉換投資，即使某一資產類別表現不佳，仍

可提供賺取報酬的機會。 
 景順擁有超過160位固定收益的投資專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7.9%),盧森堡(6.8%),巴西( 4.0%),加拿大(3.6%),英國(3.5%),阿根廷(2.7%),荷蘭 
(2.1%),土耳其(2.0%),其他(24.5%),現金(2.9%) 

基金持股(依產業)：已開發國家公司債(64.7%),新興市場企業(18.1%),新興市場主權(9.7%),其他(4.6%),現金

(2.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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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97 8.65 9.35 -3.38 年化標準差% 2.48 3.43 4.97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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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需留意新興市場國家之債信、匯率政治等潛在風
險。 

9.本基金適合尋求資本增值、且願意承擔資本風險、能承受波動程度較成熟市場債券為高的固定收益投資的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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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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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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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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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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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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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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息組成項目之相關資料請至景順投信公司網站
http://www.invesco.com.tw 基金之「配息組成專區」查詢。配息率並非等於基金報酬率，於獲配息時，宜一併注意基金淨值之
變動。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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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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景順韓國基金(F1478) 
Invesco Korean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6/11/05 
股份類別 A-年配息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美元99.31百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鄭榮澤   
經歷：於2006年5月加入景順集團，於1987年進入投資界，於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取得經濟學士學位，於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取得商業碩士學位 

基金目標及策略 
投資策略：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直接或間接投資於韓國公司或韓國公司其他機構或附屬公司的證券以及在韓國證券市場上

市或買賣的證券，以獲取長期資本增值。  
投資標的：基金經理將主要投資於股票或股票相關證券（包括認股權證及可轉換證券，惟於認股權證的投資不得超過本基金資產

淨值的 10%），力求實現其投資目標。若某些投資基金有助進入目前限制外資的市場；或基金經理認為此等基金能提供其他投資

機會，在此情況下，本基金亦可投資於此等基金的證券。  
選定理由 
 理由一：亞洲金融風暴後 企業浴火重生 
 理由二：利率政策有利股市 
 理由三：本益比仍大幅折價 投資價值極佳 
 理由四：韓國企業營利仍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韓國(98.8%)，現金(1.2%) 
基金持股(依產業)：消費必需品(33.2%),資訊科技(17.1%),健康護理(13.0%),非消費必需品(12.3%),原物料

(10.3%),通訊服務(4.4%),工業(4.3%),金融(4.3%),現金(1.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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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0.00 -20.70 -30.09 -17.49 年化標準差% 16.68 18.67 18.11 
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 2018/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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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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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Invesco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DAC 
Central Quay, Riverside IV, Sir John Rogerson’s Quay, Dublin 2,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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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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亞太收益增長股票(F1479)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Asia Pacific ex Japan Equity High Dividen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04/11/05 
股份類別 AS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半年配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1.14（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Sanjiv Duggal / Michele Mak / Tian Chen 

基 金 目 標 及 策 略 

旨在同時提供股息收益和總回報（指資本增長及收益）。為此，其投資亞太（日本除外）公司的股票（或類

似於股票的證券）。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至少將其資產的90%投資於駐於亞洲或在亞洲開展大部分業務的

公司的股票。投資亞洲的成熟及新興市場，旨在產生高於摩根士丹利所有國家亞太（日本除外）淨回報指

數的股息收益率。本基金持有的公司並無市值限制。本基金投資中國A股及中國B股的上限是其資產的

50%。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的10%投資於其他基金。 

選 定 理 由  集中投資於估值具有吸引力，且具持續盈利能力，以及派息率理想的股票 
 受自下而上的選股策略帶動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27.0%)、澳洲(18.8%)、香港(16.2%)、台灣(11.4%)、韓國(10.4%)、新加坡(4.5%)、
印度(4.4%)、印尼(2.7%)、馬來西亞(1.4%)、現金及其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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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7.48 33.71 22.01 -3.31 年化標準差% 12.46 11.13 14.31 

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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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豐投資基金（盧森堡）有限公司 
HSBC Investment Funds (Luxembourg) S.A. 
1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匯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9 號 24 樓 
(02)2325-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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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拉丁美洲股票(F1480)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Latam Equity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06/07/06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3.61（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Lee Ray / Victor Benavides 

基 金 目 標 及 策 略 

主要投資集中的股票（或類似於股票的證券）組合，尋求從資本增長及收益提供長期回報。該等股票的發

行公司在拉丁美洲設有註冊辦事處並正式掛牌上市，或在拉丁美洲開展大部分業務。偏好在受監管市場上

市的證券，其亦最多可將其資產的10%投資於在不受監管市場上市的證券。本基金亦可將其最多10%的資

產投資於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公司股票），及最多10%的資產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包括滙豐環球

投資基金的其他附屬基金。本基金最多可將其10%的資產投資於參與票據及可轉換證券組合。 

選 定 理 由 
 集中投資於拉丁美洲股票，以捕捉其高速經濟增長的潛力 
 放眼於企業長線前景及其盈利之持續性，不追求短期回報或投資主題 
 核心信念為估值最終反映企業的回報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巴西(55.7%)、墨西哥(26.9%)、智利(8.6%)、哥倫比亞(4.5%)、秘魯(2.1%)、美國(0.5%)、
現金及其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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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0.01 9.68 -1.55 -10.08 年化標準差% 24.53 20.82 24.33 

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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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豐投資基金（盧森堡）有限公司 
HSBC Investment Funds (Luxembourg) S.A. 
1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匯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9 號 24 樓 
(02)2325-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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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俄羅斯股票(F472)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Russia Equity A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07/12/17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99.41（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7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Douglas Helfer  
資深經理人 

基 金 目 標 及 策 略 
主要投資俄羅斯公司股票（或類似於股票的證券）的集中組合，尋求長期總回報（指資本增長及收益）。該

等股票的發行公司在俄羅斯設有註冊辦事處並正式掛牌上市，或在俄羅斯開展大部分業務。最多可將其資

產的10%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本基金持有的公司並無市值限制。 

選 定 理 由  以全球新興市場團隊搭配在地研究，快速掌握市場脈動 
 投資比重靈活，可充分投資前景看好的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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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41.3%)、物料(20.1%)、金融(16.2%)、消費必需品(6.3%)、電訊服務(4.1%)、可選

消費品(2.8%)、公用事業(2.3%)、工業(2.0%)、房地產 (1.9%)、資訊科技 (1.1%)、金及

其他(1.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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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7.04 39.63 44.00 2.65 年化標準差% 16.67 16.02 19.02 

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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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豐投資基金（盧森堡）有限公司 
HSBC Investment Funds (Luxembourg) S.A. 
1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匯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9 號 24 樓 
(02)2325-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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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新興四國市場股票(F1481)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BRIC Markets Equity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07/12/17 
股份類別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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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0（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Nick Timberlake 

基 金 目 標 及 策 略 

透過投資巴西、俄羅斯、印度及中國（亦稱為金磚四國）公司發行的股票，提供長期總回報（指資本增長

及收益）。可投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司的股票。在正常市況下，本基金至少90%的資產投資於駐於上述地

區或在上述地區開展大部分業務的公司的股票（或類似於股票的證券）。本基金持有的公司並無市值限制。

本基金投資中國A股及中國B股的上限是其資產的50%。本基金最多可將其資產的10%投資於其他基金。 

選 定 理 由 

 本基金從資本增長及收入尋求長期回報 
 專注在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以及註冊、位於該處或在該處進行大部分商業活動的公司 
 首席基金經理負責基金管理及風險監管，以及策略管理 
 ★2017年（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新興市場股票╱同級最佳（資料

來源：指標(Benchmark)，獲獎級別AC） 
 ★2017年（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基金大獎╱新興市場股票╱同級最佳（資料來源：指

標(Benchmark)，獲獎級別AC） 
 ★2016年（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基金大獎╱金磚四國股票╱同級最佳(資料來源：指標

(Benchmark)，獲獎級別AC)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28.4%)、中國(24.1%)、印度(22.5%)、巴西(22.3%)、現金及其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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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以來 評估期間 一年 二年 三年 

基金投資績效% 8.45 38.16 27.89 -8.08 年化標準差% 19.02 15.40 21.07 

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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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豐投資基金（盧森堡）有限公司 
HSBC Investment Funds (Luxembourg) S.A. 
16 boulevard d'Avranches L-1160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匯豐中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9 號 24 樓 
(02)2325-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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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F335) 
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P-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01/31 
股份類別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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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大中華股票市

場，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1.87% 

基金經理人簡介 

瑞銀資產管理 (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Hong Kong)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其資產於設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之公司以及其他設立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台灣擁有緊密經濟連結之東

亞國家之公司之股票或其他權益股份。最少應投資其資產之 70%於股票、其它如共有股份以及參與憑證 (股份及股份權利) 、短

期證券、配股權利證書以及由包括在子基金名稱所提及之指數中之公司、或是設立於子基金名稱所提及之國家或地理區域之公

司、或是主要活動於子基金名稱所提及之國家或地理區域或是相關子基金名稱所提及之產業之公司，所發行之認股權證。除非投

資政策中另外規定，否則所有子基金可以投資超過其淨資產之 30% 於以不同貨幣計價且由國內或國外借款人所發行之債券以及

其它債務商品及債權，以及股票、其它如共有股份與參與憑證 (股份及股權) 之權益證券、短期證券、配股權利證書以及不符合

上述有關地理區與產業以及對於市值之要求之股票選擇權。 
選定理由 
隨時掌握中國、香港、台灣股市脈動，享受瑞銀為中國合格機構投資人的優勢，瑞銀擁有業界領先的全球佈局投資平台，強化投

資報酬，以瑞銀獨有的基本面評價策略，挖掘具潛力的大中華企業。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82.8%)、香港(7.0%)、美國(4.7%)、現金(5.6%)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9.7%)、金融服務(18.6%)、非必需性消費(16.0%)、必需性消費(9.6%)、醫療

保健(8.7%)、不動產(7.1%)、工業(4.8%)、現金(5.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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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0.28 69.33 49.29 4.78 年化標準差% 16.32 13.40 18.8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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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匯率風險部分，外幣計價的境外基金，若計價幣別相對於新台幣升值時，投資人有匯率上的獲利；若該貨幣相對於新台幣貶值
時，投資人則有匯率上的損失。 

- 基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 本基金主要於股票，因此基金績效可能受股市波動所影響。有鑑於此，建議投資期限至少應為五年，同時投資人需具有相對應
之風險承受能力。本基金採取積極管理，基金績效表現可能與參考指標不盡相同。同時投資人應瞭解新興市場所面臨之政治與
社會挑戰，亦可能影響股市績效表現。其他投資本基金之相關風險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投資風險」及「一般風險資訊」
章節之說明。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33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5 樓（國泰金融中心） 

 電話：(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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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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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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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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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0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美元高收益債券型基金，主要

投資於美元高收益債券，故本基金風險

報酬率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01% 

基金經理人簡介 
瑞銀資產管理 (美國) 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mericas) Inc., Chicago)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為美元計價高收益債券。投資至少三分之二資產於以上定義之債券或請求權，而至少三分之二資產投資於評等在 BB+及
CCC(標準普爾)，或其他具公信力之信評機構類似評等之債券，或尚未有公定評等之新發行債券需取得瑞銀內部相等評等。對評

等低於 CCC 或是類似評等之債券所做之投資，不得超過該子基金資產之 10%。就此類投資將注意就產業及發行者達到廣泛之分

散投資。相較投資於第一級借款人之投資而言，投資於較低評等之投資標的可能會有高於平均水準之收益，但也可能面臨較高之

無力清償風險。至少三分之二投資以美元計價。 
選定理由 
積極管理投資組合，以創造良好報酬；深入分析個股、產業與債券信用品質，以嚴選投資標的，透過瑞銀的專業團隊，獲得最深

入、最完善的市場訊息，追求突出報酬、並分散風險，以期創造令您滿意的投資回報。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0.9%)、加拿大(4.3%)、盧森堡(4.0%)、英國(2.6%)、法國(2.2%)、巴西(1.5%)、
荷蘭(1.2%)、德國(1.0%)、愛爾蘭(0.8%)、其他(1.6%)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86.3%)、金融服務業(8.7%)、公用事業(2.6%)、證券化商品(1.8%)、現金與約當現

金(0.5%) 
投資標的信評：AAA(0.0%)、AA(0.0%)、A(0.0%)、BAA(1.9%)、BA 及以下(98.1%)、未評等(0.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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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90 13.01 12.77 -0.48 年化標準差% 2.24 3.04 4.7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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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匯率風險部分，外幣計價的境外基金，若計價幣別相對於新台幣升值時，投資人有匯率上的獲利；若該貨幣相對於新台幣貶值
時，投資人則有匯率上的損失。 

- 基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 本基金受到公司別特定之變動、利率變動、匯率變動、原物料價格與能源資源之變動、經濟因素(如：勞僱、公共支出、負債及
通貨膨脹)之變動、法律環境之變動，及投資人對於資產類別 、市場、國家、產業與部門之信心發生變化等風險因素影響。其
他投資本基金之相關風險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投資風險」及「風險註釋」章節之說明。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33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5 樓（國泰金融中心） 

 電話：(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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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瑞銀(盧森堡)美元基金(F1483) 
UBS (Lux) Bond SICAV - USD High Yield (USD) P-mdist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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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d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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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00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美元高收益債券型基金，主要

投資於美元高收益債券，故本基金風險

報酬率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01% 

基金經理人簡介 
瑞銀資產管理 (美國) 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mericas) Inc., Chicago)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為美元計價高收益債券。投資至少三分之二資產於以上定義之債券或請求權，而至少三分之二資產投資於評等在 BB+及
CCC(標準普爾)，或其他具公信力之信評機構類似評等之債券，或尚未有公定評等之新發行債券需取得瑞銀內部相等評等。對評

等低於 CCC 或是類似評等之債券所做之投資，不得超過該子基金資產之 10%。就此類投資將注意就產業及發行者達到廣泛之分

散投資。相較投資於第一級借款人之投資而言，投資於較低評等之投資標的可能會有高於平均水準之收益，但也可能面臨較高之

無力清償風險。至少三分之二投資以美元計價。 
選定理由 
積極管理投資組合，以創造良好報酬；深入分析個股、產業與債券信用品質，以嚴選投資標的，透過瑞銀的專業團隊，獲得最深

入、最完善的市場訊息，追求突出報酬、並分散風險，以期創造令您滿意的投資回報。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0.9%)、加拿大(4.3%)、盧森堡(4.0%)、英國(2.6%)、法國(2.2%)、巴西(1.5%)、
荷蘭(1.2%)、德國(1.0%)、愛爾蘭(0.8%)、其他(1.6%)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86.3%)、金融服務業(8.7%)、公用事業(2.6%)、證券化商品(1.8%)、現金與約當現

金(0.5%) 
投資標的信評：AAA(0.0%)、AA(0.0%)、A(0.0%)、BAA(1.9%)、BA 及以下(98.1%)、未評等(0.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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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90 13.01 12.77 -0.48 年化標準差% 2.24 3.04 4.7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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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匯率風險部分，外幣計價的境外基金，若計價幣別相對於新台幣升值時，投資人有匯率上的獲利；若該貨幣相對於新台幣貶值
時，投資人則有匯率上的損失。 

- 基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 本基金受到公司別特定之變動、利率變動、匯率變動、原物料價格與能源資源之變動、經濟因素(如：勞僱、公共支出、負債及
通貨膨脹)之變動、法律環境之變動，及投資人對於資產類別 、市場、國家、產業與部門之信心發生變化等風險因素影響。其
他投資本基金之相關風險請詳基金公開說明書中譯本「投資風險」及「風險註釋」章節之說明。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33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5 樓（國泰金融中心） 

 電話：(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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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F1118) 
UBS (Lux) Equity SICAV– USA Growth (USD) P-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4/10/08 
股份類別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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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6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美國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美

國成長型股票市場，故本基金風險報酬

率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63% 

基金經理人簡介 

瑞銀資產管理 (美國) 股份有限公司(UBS Asset Management (Americas) Inc., Chicago)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主要投資於設立在美國的公司或是持有設立於美國的公司主要股份的公司、或主要營運活動在美國的公司之股票或其他資本股份

上。遵循風險分散原則規定，主要投資至少資產之三分之二於設立在美國的公司或是持有設立於美國的公司主要股份的公司、或

主要營運活動在美國的公司之股票或其他資本股份上。其投資程序係基於「成長型」策略而進行。換句話說，此點表示主要投資

係投資在擁有競爭優勢以及／或可以展現高於平均的利潤成長潛力的公司。於章程、投資策略與指導方針允許的範圍內，子基金

亦得將其資產投資在其他證券上。 
選定理由 

熟悉美國成長型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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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區域)：美國(96.2%)、中國(3.8%)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業(45.4%)、非必需性消費業(23.3%)、工業(11.5%)、醫療保健(9.8%)、金融

(5.0%)、原物料(1.9%)、必需性消費業(1.7%)、能源業(1.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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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42 45.37 40.62 8.97 年化標準差% 9.84 9.25 12.7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 本基金投資未受存款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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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匯率風險部分，外幣計價的境外基金，若計價幣別相對於新台幣升值時，投資人有匯率上的獲利；若該貨幣相對於新台幣貶值
時，投資人則有匯率上的損失。 

- 基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本基金並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 
- 本基金投資標的主要為股票，因此基金績效將受股市波動所影響。有鑑於此，建議投資期間至少應為五年，同時投資人需具有
相對應之風險承受能力。本基金採積極管理，基金績效可能與參考指標不盡相同。其他投資本基金之相關風險請詳基金公開說
明書中譯本「投資風險」及「一般風險資訊」章節之說明。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瑞銀基金管理(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33A,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瑞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UBS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5 樓（國泰金融中心） 

 電話：(02)8758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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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美國房地產基金(F743)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euberger Berman  US Real Estate Securities Fd USD T Acc Clas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 年 2 月 1 日 

股份類別 T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05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8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Steve Shigekawa 董事總經理，2002 年加入本公司。目前為房地產團隊的共同投資組合管理人。加入路博邁

之前，Steve 曾任職於 
Prudential Securities，Cohen & Steers Capital Management 及 Wilshire Associates。Steve 擁有加州大學學士及

紐約大學 MBA 學位。 
 
Brian C. Jones 為特許財務分析師及資深副總裁，於 1999 年加入本公司，目前為房地產團隊的共同投資組合

管理人，曾任職於 UBS Warburg ，Thornt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The Dreyfus Corporation。Brian 為哈

佛大學學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透過投資不動產證券尋求總報酬，著重於資本增值及即時收入。本基金得投資於認可市場上市的股權

REITs、抵押 REITs、混合 REITs，以及債務證券。投資目標: 此投資組合試圖透過主要分散投資於美國不動

產投資信託發行的證券(包括可轉換債券)(「REITs」)，而達到投資目標，應注意此投資組合不會直接取得任

何不動產。 

選 定 理 由 
 著重高收入及長期資本增長 
 高度分散化的投資組合 
 房地產及證券並重分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北美(100%) 
基金持股(依產業)：基礎建設(13.36%),公寓大樓(12.01%),辦公大樓(8.83%),數據中心(8.63%),工業(8.52%, 地

區商場(7.99%),健康護理  (7.78),自助式倉儲(5.91%),酒店 /渡假村  (4.73%),購物中心
(4.41%),組合式房屋(4.02%),林業不動產投資信託(3.67%),單一家庭住宅(3.62%),獨棟房
地產(2.97%),房地產營運公司(1.46%), 現金(2.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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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5 -0.96 4.71 -0.93 年化標準差% 9.88 9.61 11.55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 2006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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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berger Berman Europe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路博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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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樓 
(02) 8726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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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高收益債券基金(F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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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berger Berman High Yield Bond Fd USD T (Monthly) Dis Clas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 年 5 月 3 日 
股份類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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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3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8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Thomas P.O'Reilly 常務董事，1997 年加入本公司。Tom 目前擔任非投資等級信用投資長及高收益債券投資

組合與混合信用策略共同投資組合資深經理，他是本公司的合夥人委員，也是設定整體策略的投資團隊成

員。Tom 曾在 Stein Roe 與美國銀行擔任高息分析師達 8 年。他是印第安那大學學士、羅耀拉大學 MBA，

並為特許財務分析師。 
 
Russ Covode 常務董事，於 2004 年投入本公司。Russ 擔任高收益債券投資組合與混合信用策略共同投資組

合資深經理。此外，他也是路博邁高收益債券與優先浮動利率債務信用委員。加入本公司前，Russ 在 Banc 
One 資本市場任職 5 年，最後負責的是該公司次級債券基金。在此之前，他在美銀證券的高息團隊任職七

年，擔任過各種職位，包括領導銀行高息資本市場團隊。Russ 進入投資界的第一份工作，是紐約的

S.G.Warburg & Co.。他在科羅拉多學院取得學士學位，並獲得芝加哥大學的 MBA 學位。 
 
Dan Doyle 常務董事，2012 年加入本公司。Dan 擔任非投資等級信用投資組合經理。此外，他也是路博邁

高收益債券與優先浮動利率債務信用委員。加入本公司前，Dan 是 SunTrust Robinson Humphrey 常務董事，

專門負責高息產品銷售。他擁有北伊利諾大學學士與芝加哥大學 MBA 學位；亦是特許財務分析師 
 
Patrick H. Flynn，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常務董事 ，2006 年加入路博邁公司。 Patrick 目前擔任高收益債

券與混合信用策略投資組合經理。Patrick 已有 15 年以上之投資經歷，曾任職於 Putnam Investments、摩根

大通、與瑞銀，並於加入路博邁前任職於 DDJ Capital Management, LLC，擔任投資研究總監。Patrick 擁有

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學位、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學位、與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或外國公司發行的高收益公司債券, 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總收益。 

選 定 理 由 
 相對保守投資方式 
 專注於優質公司 
 高度分散化的投資組合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國家)：美國(84.61%),加拿大(3.38%),愛爾蘭(2.08%),法國(1.34%),盧森堡(0.91%)。 
基金持股(依產業)：多元化金融服務(7.86%),公用事業(5.52%),媒體-廣播/多元化(6.30%),媒體/有線電視 

(8.15%),燃氣分銷(6.0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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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04 3.56 3.17 -0.02 年化標準差% 2.42 2.79 5.03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 2006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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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berger Berman Europe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路博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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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樓 
(02) 8726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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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F148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euberger Berman Emerging Market Debt – Local Currency Fund USD T Accumulating Clas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28 日 
股份類別 T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2,61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8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Rob Drijkoningen, 董事總經理，2013 年加入本公司。Rob 目前擔任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共同主管及資深投

資組合經理人，負責管理超過 160 億美元的新興市場債券資產 1 與 28 位投資專家。Rob 為 ING 投資管理

公司創立並領導歐洲的多元資產團隊，管理各種資產類別的委任投資案，包括固定收益、股票、不動產和

原物料。2009 年獲任新興市場全球主管，負責新興市場股票與債券策略。Rob 擁有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

之總體經濟學位，並以新興市場債券為主題發表了數篇文章。Rob 具有 DSI 資格。 
 
Gorky Urquieta，董事總經理，2013 年加入本公司。Gorky 目前擔任投資組合經理人兼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

共同主管。加入本公司之前曾任職於 ING 投資管理公司，離職前擔任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共同主管，

負責全球新興市場債券的外部和本地貨幣策略。Gorky 曾任職於 Dart Container Corporation 之研究及交易

團隊，該團隊活躍於新興和已開發市場上。Gorky 擁有玻利維亞拉巴斯之玻利維亞天主教大學企業管理學

士學位，以及威斯康辛大學的財務碩士學位。 
 
Raoul Luttik，董事總經理，2013 年加入本公司。Raoul 目前擔任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首席基金經理人，負

責管理新興市場債券的本地貨幣策略。曾在 Detam Pension Services 擔任固定收益與貨幣市場專員，涵蓋歐

洲的各個市場。Raoul 於 1993 年取得格羅寧根大學的經濟學位；1997 年註冊 RBA（註冊投資分析師），

係歐洲金融分析師協會聯合會的註冊屬會；此外 Raoul 亦具備 DSI 資格。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此基金主要投資人自新興市場國家當地貨幣及當地利率取得具吸引力程度之風險調整總報酬為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將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國家之政府, 政府機關或其總部設於或主要經濟活動位於新興市場國家之

公司發行人所發行, 且以該等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計價或有該等新興市場國家之貨幣曝險之債務證券以及貨

幣市場工具。 

選 定 理 由 
 多元化投資組合涵蓋廣泛的國家和風險佈局 
 資深團隊全方位覆蓋市場，捕捉尚未被全面研究的發行者或工具 
 新興市場國家獨特的本地貨幣和存續期間的觀點是主要風險報酬來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國家)：墨西哥(0.74%), 印尼(0.63%),南非(0.60%),巴西(0.43%),俄羅斯(0.38%),哥倫比亞(0.38%),
波蘭(0.37%),泰國(0.33),土耳其(0.27%),馬來西亞(0.26%)。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  (88.71%),辦主權債(6.11%), 現金等價物(5.90%), 企業債(0.03%),衍生工具
(-0.13%),貨幣衍生工具(-0.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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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51 1.00 1.94 -6.27 年化標準差% 10.65 10.15 12.04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 201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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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berger Berman Europe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路博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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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樓 
(02) 8726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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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路博邁投資基金-NB 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F148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euberger Berman Emerging Market Debt – Local Currency Fund USD T Monthly Distributing Clas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 年 6 月 28 日 
股份類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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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6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8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Rob Drijkoningen, 董事總經理，2013 年加入本公司。Rob 目前擔任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共同主管及資深投

資組合經理人，負責管理超過 160 億美元的新興市場債券資產 1 與 28 位投資專家。Rob 為 ING 投資管理

公司創立並領導歐洲的多元資產團隊，管理各種資產類別的委任投資案，包括固定收益、股票、不動產和

原物料。2009 年獲任新興市場全球主管，負責新興市場股票與債券策略。Rob 擁有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

之總體經濟學位，並以新興市場債券為主題發表了數篇文章。Rob 具有 DSI 資格。 
 
Gorky Urquieta，董事總經理，2013 年加入本公司。Gorky 目前擔任投資組合經理人兼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

共同主管。加入本公司之前曾任職於 ING 投資管理公司，離職前擔任全球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共同主管，

負責全球新興市場債券的外部和本地貨幣策略。Gorky 曾任職於 Dart Container Corporation 之研究及交易

團隊，該團隊活躍於新興和已開發市場上。Gorky 擁有玻利維亞拉巴斯之玻利維亞天主教大學企業管理學

士學位，以及威斯康辛大學的財務碩士學位。 
 
Raoul Luttik，董事總經理，2013 年加入本公司。Raoul 目前擔任新興市場債券團隊的首席基金經理人，負

責管理新興市場債券的本地貨幣策略。曾在 Detam Pension Services 擔任固定收益與貨幣市場專員，涵蓋歐

洲的各個市場。Raoul 於 1993 年取得格羅寧根大學的經濟學位；1997 年註冊 RBA（註冊投資分析師），

係歐洲金融分析師協會聯合會的註冊屬會；此外 Raoul 亦具備 DSI 資格。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此基金主要投資人自新興市場國家當地貨幣及當地利率取得具吸引力程度之風險調整總報酬為投資目標。  
本基金主要將投資於由新興市場國家之政府, 政府機關或其總部設於或主要經濟活動位於新興市場國家之

公司發行人所發行, 且以該等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計價或有該等新興市場國家之貨幣曝險之債務證券以及貨

幣市場工具。 

選 定 理 由 
 多元化投資組合涵蓋廣泛的國家和風險佈局 
 資深團隊全方位覆蓋市場，捕捉尚未被全面研究的發行者或工具 
 新興市場國家獨特的本地貨幣和存續期間的觀點是主要風險報酬來源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國家)：墨西哥(0.74%), 印尼(0.63%),南非(0.60%),巴西(0.43%),俄羅斯(0.38%),哥倫比亞(0.38%),
波蘭(0.37%),泰國(0.33),土耳其(0.27%),馬來西亞(0.26%)。 

基金持股(依產業)：主權債  (88.71%),辦主權債(6.11%), 現金等價物(5.90%), 企業債(0.03%),衍生工具
(-0.13%),貨幣衍生工具(-0.6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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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56 1.03 1.86 -6.2 年化標準差% 10.73 10.25 12.08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 201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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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berger Berman Europe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路博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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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樓 
(02) 8726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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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DWS 投資中國股票(F1489) 
DWS –DWS Invest Chinese Equities USD L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12/15 
股份類別 USD LC 計價幣別 USD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N/A 基金規模 143.4 百萬歐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Elke Schoeppl-Jost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參與新興中國市場(包含香港)之投資機會，追求最高可能幅度之獲利。基金資產應有70%以上投資在中國註冊之企業或於

中國以外地區註冊但主要商業活動在中國執行之企業所發行的股票、股權憑證、參與憑證、股利權憑證及認股權證。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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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1.58 54.97 12.44 2.39 年化標準差% 18.13 14.55 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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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市場風險、貨幣風險、投資集中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違約風險及衍生性商品交易相關風險等，投資共同基

金有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匯率、政治之風險)，亦可能發生部份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及利息

(客戶所存入之信託資金係客戶申購共同基金之款項，並非存款，亦非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理賠項目)。投資人若投資於以外幣計價的

共同基金尚需瞭解匯率變動風險所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詳細內容請參閱銷售公開說明書第4頁至第17頁相關風險之說明）。特別

風險：由於本子基金集中投資在中國營運之企業，其呈現增加的機會。但機會增加的同時，風險也隨之提高。中國外匯及市場有

時可能大幅上下波動。本子基金適合能夠承受風險、熟悉劇烈波動之投資機會與風險的投資人。建議做中長期投資。投資人必須

能夠承受重大損失。子基金的投資政策以追求各種機會為主，尤其適合高度多元化分散的投資組合。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02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886 2 2377 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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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DWS 投資可轉債基金(F500)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DWS –DWS Invest Convertibles USD LCH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4/01/12 
股份類別 USD LCH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N/A 基金規模 1564.0 百萬歐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 
基金經理人簡介 
Christian Hille 
英國牛津大學數理財金碩士 Technical University Clausthal 物理碩士 
於 2007 年加入德意志資產管理，目前擔任多元資產投資團隊主管，長駐法蘭克福。在加入本公司之前，曾任職於瑞銀及野村證

券擔任資深交易員，並曾於 Arthur Andersen 會計事務所擔任財務及原物料風險顧問部門的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的資產，70%以上應投資於各國及國際性發行機構所發行之可轉換債券、權證連動式債券及類似之可轉換金融商品。本子

基金的資產，30%以下得投資於固定收益債券及變動收益證券（不包括轉換權利）及股票、認股權證及參與憑證，而股票、認股

權證及參與憑證之總比例不得超過 10%。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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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64 9.88 5.27 0.36 年化標準差% 4.3 3.56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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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 一般風險：市場風險、貨幣風險、投資集中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及違約風險等，投資共同基金有投資風險(包括但

不限於價格、匯率、政治之風險)，亦可能發生部份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及利息(客戶所存入之

信託資金係客戶申購共同基金之款項，並非存款，亦非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理賠項目)。投資人若投資於以外幣計價的共同基

金尚需瞭解匯率變動風險所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第 11 頁至第 16 頁相關風險之說明）。 
- 特別風險： 
本子基金得使用衍生性工具以達到最佳投資目標。因此涉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之相關風險。本子基金投資於可轉換證券基金，

可轉換證券包括債券、債權證、公司票據及可按規定轉換率轉換為普通股的優先股。但可轉換證券的價格通常會隨基礎股票的

價格波動，惟其波幅往往會因可轉換證券具較高收益率而低於基礎普通股的價格波幅。且與債務證券一樣，可轉換證券的市值

往往會隨利率上調而下降，以及隨利率下調而上升。擁有可轉換證券之基金可能無法控制可轉換證券的發行人是否選擇轉換該

證券；若發行人選擇轉換，則對於基金達成其投資目標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因為發行人可在基金做此項選擇之前強迫轉換。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02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886 2 2377 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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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DWS 投資全球神農(F1267) 
DWS –DWS Invest Global Agribusiness USD L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型 成立日期 2006/11/20 
股份類別 USD LC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N/A 基金規模 315.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Stephan Werner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商業經濟碩士學位 
全球股票基金經理人暨全球原物料產業首席; 位於法蘭克福 
2007 年加入本公司; 一開始為股票及商品基金經理人、全球產業分析師，著眼於商品及商品相關股票；2012-2014 年：農金產業

分析師，並加入本資產管理實質資產另類投資(Alternatives Real Assets)團隊，此團隊位於法蘭克福及紐約 
化學、農金類股及軟性商品產業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以全球農業主題為基礎，擬投資於農業商品以至於消費產品，如土地與農場、種子與肥料、種植、收割、保護及灌溉、食

品加工和製造等方面具良好前景的公司，為投資者爭取各「食物鏈」之間不同價值的投資機會。 
選定理由 
規模最大的農產品股票型基金。產品具獨特性，掌握由產地到餐桌整條產業鏈之商機。投資團隊的豐富經驗。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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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37 24.54 -2.95 -1.60 年化標準差% 8.92 9.06 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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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般風險：市場風險、貨幣風險、投資集中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違約風險及衍生性商品交易相關風險等，投資共同基

金有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匯率、政治之風險)，亦可能發生部份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及利息

(客戶所存入之信託資金係客戶申購共同基金之款項，並非存款，亦非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理賠項目)。投資人若投資於以外幣計價的

共同基金尚需瞭解匯率變動風險所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詳細內容請參閱銷售公開說明書第4頁至第17頁相關風險之說明）。特別

風險：由於本子基金集中投資在中國營運之企業，其呈現增加的機會。但機會增加的同時，風險也隨之提高。中國外匯及市場有

時可能大幅上下波動。本子基金適合能夠承受風險、熟悉劇烈波動之投資機會與風險的投資人。建議做中長期投資。投資人必須

能夠承受重大損失。子基金的投資政策以追求各種機會為主，尤其適合高度多元化分散的投資組合。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02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886 2 2377 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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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DWS 投資全球高股息基金(美元避險)(F1263) 
DWS –DWS Invest Top Dividend USD LCH(P)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05/30 
股份類別 USD LCH(P)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無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N/A 基金規模 3635.6 百萬歐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Dr. Thomas-P Schuessler 博士   Managing Director 
德意志全球高股息基金經理人 

— 首席股票收益暨資深全球股票收益基金經理人 
— 2005 年 9 月起即負責 DWS 全球高股息基金操盤 
— 2001 年加入德意志資產管利，一開始負責科技類股。在此之前，他為 Ackermann 博士(德意志銀行 CEO)的特助，1996~1999

為德意志銀行的 IT 專案經理 
海德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海德堡大學及美國猶他大學物理暨經濟學學士 
基金目標及策略 

目標是獲取高於平均水準的投資報酬。 

本子基金至少 70%的資產投資於由國內及國外發行機構所發行且預期可獲得高於平均水準股息收益率的股票。 
選定理由 
採穩定年化配息率政策 
高股息基金長期波動度較全球股票型及高收益債券型皆低。 
聚焦於穩健收益、低波動、實質資產特性、不對稱的風險報酬組合、有紀律的研究與投資流程。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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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64 8.84 17.67 -2.28 年化標準差% 5.09 5.21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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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市場風險、貨幣風險、投資集中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及違約風險等，投資共同基金有投資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匯

率、政治之風險)，亦可能發生部份或全部本金之損失，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及利息(客戶所存入之信託資金係客戶申

購共同基金之款項，並非存款，亦非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理賠項目)。投資人若投資於以外幣計價的共同基金尚需瞭解匯率變動風

險所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詳細內容請參閱公開說明書中譯本第 10 頁至第 14 頁相關風險之說明）。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Deutsche Asset Management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02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7 樓 886 2 2377 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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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F149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Taiwan) China Income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及資產配
置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08/25 

股份類別 月配息型 計價幣別 新臺幣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200 億新臺幣 基金規模 3,898.87 百萬新臺幣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6%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郭世宗 
銘傳大學金融研究所碩士 
 摩根投信投資管理事業部協理 
 摩根富林明全球精選 alpha 私募基金經理人 
 摩根富林明紀律增值基金經理人 
 摩根富林明亞洲完全收益基金經理人 
 荷銀債券基金經理人 
應迦得 
 投資經歷約 10 年，善於結合總體經濟趨勢、產業分析與個股研究三大面向 
 在股、匯、債、REITs 等各類資產上，皆有完整操盤經歷 
 多年研究中國、美國、新興亞洲國家之總經、產業、個股經驗。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聚焦中國多元投資與收益機會，同時佈局中國高息股與優質債券，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

定。 

選 定 理 由 
 雙重資產：精選中國A股高息股與中國境外債，雙重資產配置追求優質長期回報。 

 多重幣別：台幣、人民幣、美元計價幣別，提供多重選擇。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 58.4%、債券 35.4%、流動性資金 5.9%、香港 0.3% 
基金持股(依產業)：公司債 31.2%、其他 21.1%、商業銀行 9.8%、流動性資金 5.9%、保險 5.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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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8 28.6 -- -5.4 年化標準差% 12.44 11.42 --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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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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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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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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摩根日本基金(美元對沖)(F877) 
JPMorgan Funds – Japan Equity Fund - JPM Japan Equity A (acc) -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88/11/16 
摩根股份類別起始日期為 2013/12/6 
 股份類別 A 股(累計)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4,384.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Nicholas Weindling 
BSc (Hons) in History from Pembroke College, Cambridge  
 現任 JF 日本(日圓)、JF 日本小型企業基金經理人 
 2006 年加入摩根富林明資產管理，擔任 JPG 研究團隊小型股分析師 
 加入本集團前曾擔任 Baillie Gifford 分析師 
 
Miyako Urabe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經濟學士學位 
 現任副總經理與在全球新興市場暨亞太團隊擔任日本股票投資經理人 
 曾於瑞士信貸(CSFB)擔任亞洲不含日本股票投資專家與在 Morgan Stanley 負責亞洲與日本股票 

 
Shoichi Mizusawa 
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政治與經濟學士學位，及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
的 MBA 學位。 
 現任董事總經理與在全球新興市場暨亞太團隊擔任日本股票投資經理人 
 1997 年加入 J.P. Morgan 時擔任日本退休基金的行銷經理， 
 在 2000 年轉換至日本投資團隊擔任目前的職務至今 
 加入 J.P.Morgan 之前，他曾於 Postipankki 擔任四年資本市場團隊的日本代表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日本證券或其他表現與日本經濟相關的證券，以期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趨勢布局：基金產業布局因應市場保持靈活度，八大主軸掌握趨勢。 
 靈活度高：不同於一般日本基金以大型股為主，基金靈活布局大中小型股。 
 專業團隊：摩根日本股票團隊之產業研究、日股投資經驗逾 45 年，更能發掘投資機會。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服務 17.7%、化學 16.3%、資訊及通訊 15.8%、電器產品 13.3%、機械 8.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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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8 40.4 25.9 4.6 年化標準差% 8.54 9.44 14.07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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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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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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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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及資產配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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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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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投資組合績效驅動因素與資產配置，能因應全球景氣循環、利率環境、資產相對評價等市場狀況，

動態調整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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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境外_其他 28.2%、境外_歐洲股票型/平衡型 13.1%、境外_美國股
票型/平衡型 6.4%、境外_新興市場股票型/平衡型 5.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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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7 12.8 12.3 -1.7 年化標準差% 3.82 3.80 5.62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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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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美元對沖)(F60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Global Income Fund - JPM Global Income A (mth) -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及資產配
置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8/12/11 

摩根股份類別起始日期為 2012/08/31 

股份類別 A 股(每月派息)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29,435.5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Eric Bernbaum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執行董事 
 現任摩根資產管理多重資產團隊(Multi-Asset Solutions)(紐約)投資組合經理人 •持有CFA證照 
Michael Schoenhaut  
取得康乃爾大學營運研究及工業工程學士 
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 
 為執行董事，於美國的全球多重資產團隊擔任主管，負責投資組合的建構及管理 
 為平衡策略型的投資組合經理人，負責量化研究及管理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全球收益證券及金融衍生性商品，提供固定收益。 

選 定 理 由 
 廣納多重收益：多元追求全球股市、債市、房市各類收益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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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候風險管家：多元配置+常態匯率避險+彈性利率敏感度管理，管理波動風險同步追求收益。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57.0%、歐洲(不含英國)15.6%、新興市場 13.1%、英國 6.3%、流動資金 3.5% 
基金持股(依產業)：高收益債券 30.4%、環球股票 15.8%、歐洲股票 9.4%、特別股 9.4%、美國機構抵押證

券 7.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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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6 12.1 11.7 -1.4 年化標準差% 3.49 3.82 5.43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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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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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 110 松智路 1 號 2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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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摩根投資基金-策略總報酬基金(美元對沖) (F149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JPM Global Macro Opportunities A Acc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及資產配
置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0/23  

摩根股份類別起始日期為 1998/10/23 

股份類別 A 股(累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限制 基金規模 6,471.4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James Elliot 
B.A. in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CIO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f the Multi-Asset Solutions team, based in London.  
 Was CIO for the JPMAM Japanese Equity Portfolio Group based in Tokyo. 
 Was co-head of the JPMAM European Equity Group based in London. 
Shrenick Shah 
M.Sc. in Econometrics and Mathematical Economics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 portfolio manager in the Multi-Asset Solutions team, based in London,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ing total 

return portfolios. 
 Previously worked in the equity divisions at Deutsche Bank and Credit Suisse.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環球證券並於適當運用衍生性金融工具，以期達到持續性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多空無懼：無論景氣循環與市場多空變化，追求穩健總報酬。 
 策略靈活：不受限傳統股債，多空策略布局全球關鍵趨勢，追成長，控波動。 
 強勢團隊：摩根多重資產團隊操刀，百人研究資源為後盾。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北美 35.2%、亞洲(不含日本)23.6%、日本 16.7%、歐洲(不含英國)9.6%、英國 7.6% 
基金持股(依資產)：股票 37.3%、可換股證券 0.0%、債券 47.8%、現金與融資交易用現金 14.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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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2.5 8.9 14.4 -0.1 年化標準差% 8.99 8.25 7.88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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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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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台北市 110 松智路 1 號 20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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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F386)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Funds –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 JPM Asia Pacific Income A (dist)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及資產配置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6/15 
股份類別 A股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年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2,7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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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Roskell 
MSc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 Manchester University, MA (Econom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Member of CFA Institute; Member of UK Society of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2000 由環球組別調職到太平洋地區組別 
 1997 加入 JF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環球組別任職投資經理，專責歐洲股票市場 
 1996 高級基金經理，專責管理歐洲大陸股票投資 
 1993 任職歐洲大陸股票組別基金經理及擔任法國、荷蘭及比利時市場研究工作 
 1992 英國倫敦 Prudential Portfolio Managers Limited 
何少燕  英國 Warwick 大學財經學士   
 2011 年加入摩根全球債券投資團隊，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管理亞洲信用債券團隊 
 先前曾在 ING 與未來資產等機構擔任信用債券分析師 
何世寧 
美國布朗大學經濟與生物雙學士、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   
 2005年加入摩根美國投資團隊，研究美國與加拿大REITs產業，2013年6月轉入亞洲PRG團隊，負責相

關資產研究、先前曾在U.S. Active Equity Group擔任REITs產業研究助理 
Ruben Lienhard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M.B.A企業管理碩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士 
 曾任職於香港Citadel擔任股票研究員 
 曾任職於紐約瑞士信貸集團併購部門 
 曾任職於S.A.C. Capital 擔任股票研究員 
余佩玲 
帝國理工學院數學和管理學位、香港科技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安泰投資管理擔任信貸研究、瑞銀擔任信貸分析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太平洋地區(不包含日本)收益證券提供收益及長期資本成長。 

選 定 理 由 
 擁收益：追求亞洲高息股、債、REITs等各類收益資產。 
 顧成長：布局受惠景氣成長之精選企業，兼顧資本利得機會。 
 重策略：投資組合操作靈活度高，順應利率與景氣環境動態調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股票分布(依區域)：中國 17.3%、澳洲 7.9%、南韓 7.8%、香港 7.3%、新加坡 6.3% 
固定收益分布(依區域)：中國 20.7%、流動資金 5.9%、香港 3.4%、印尼 2.8%、印度 2.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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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8 12.3 8.7 -3.8 年化標準差% 7.60 6.59 8.41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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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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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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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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F387)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Funds –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 JPM Asia Pacific Income A (mth)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及資產配置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6/15  
摩根股份類別起始日期為2012/05/25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月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2,7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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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frey Roskell 
MSc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 Manchester University, MA (Economics) - Cambridge 
University; Member of CFA Institute; Member of UK Society of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2000 由環球組別調職到太平洋地區組別 
 1997 加入 JF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環球組別任職投資經理，專責歐洲股票市場 
 1996 高級基金經理，專責管理歐洲大陸股票投資 
 1993 任職歐洲大陸股票組別基金經理及擔任法國、荷蘭及比利時市場研究工作 
 1992 英國倫敦 Prudential Portfolio Managers Limited 
何少燕  英國 Warwick 大學財經學士   
 2011 年加入摩根全球債券投資團隊，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管理亞洲信用債券團隊 
 先前曾在 ING 與未來資產等機構擔任信用債券分析師 
何世寧 
美國布朗大學經濟與生物雙學士、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   
 2005年加入摩根美國投資團隊，研究美國與加拿大REITs產業，2013年6月轉入亞洲PRG團隊，負責相

關資產研究、先前曾在U.S. Active Equity Group擔任REITs產業研究助理 
Ruben Lienhard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M.B.A企業管理碩士、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士 
 曾任職於香港Citadel擔任股票研究員 
 曾任職於紐約瑞士信貸集團併購部門 
 曾任職於S.A.C. Capital 擔任股票研究員 
余佩玲 
帝國理工學院數學和管理學位、香港科技大學文學碩士學位 
 安泰投資管理擔任信貸研究、瑞銀擔任信貸分析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太平洋地區(不包含日本)收益證券提供收益及長期資本成長。 

選 定 理 由 
 擁收益：追求亞洲高息股、債、REITs等各類收益資產。 
 顧成長：布局受惠景氣成長之精選企業，兼顧資本利得機會。 
 重策略：投資組合操作靈活度高，順應利率與景氣環境動態調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股票分布(依區域)：中國 17.3%、澳洲 7.9%、南韓 7.8%、香港 7.3%、新加坡 6.3% 
固定收益分布(依區域)：中國 20.7%、流動資金 5.9%、香港 3.4%、印尼 2.8%、印度 2.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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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8 12.4 8.7 -3.8 年化標準差% 7.59 6.60 8.41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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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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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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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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摩根東協基金(F177) 
JPMorgan ASEAN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8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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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535.8（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黃寶麗(Pauline Ng) 
南洋理工大學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2005年任本集團投資經理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專門研究，並為JF新加坡基金co-manager 
 2004年任JF資產管理馬來西亞及新興亞洲市場基金經理 
 2001年曾任AllianzDresdner Asset Managment 亞洲(日本除外)電訊分析員 
 
黃長祺(Chang Qi Ong) 
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學學士 
 目前在J.P. Morgan的全球新興市場暨亞太股票之東協團隊擔任菲律賓基金經理人及越南股票分析員 
 加入JP Morgan團隊前曾於淡馬錫集團服務兩年，共負責過私募股權、亞洲區股票、企業債等分析與建

議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業務重點集中在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協」）成員國的上市公司，以期提供長期資本 
增值。 

選 定 理 由 

 新勢力：東協區域逾六億人口，區域共榮，堪稱全球投資新金磚。 
 掌趨勢：長線看好受惠人口紅利，龐大投資所帶動的銀行、地產、基建產業，並順應市場動態調整持

股。 
 在地久：基金(美元類別股份)自1983年成立至今，深入東協各國，歷經多空循環考驗。 
 2017年Benchmark 2016<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2008年SMART智富台灣

基金獎亞太(不含日本)股票型、2007年Lipper傑出基金獎5年期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新加坡 33.5%、泰國 20.3%、印尼 18.7%、馬來西亞 13.3%、菲律賓 9.0%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45.8%、消費品12.9%、不動產8.1%、其他7.3%、民生用品6.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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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3 18.1 15.9 -8.1 年化標準差% 12.53 10.82 13.70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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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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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Funds (Asia) Ltd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8 號遮打大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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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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摩根泰國基金(F174) 
JPMorgan Thailand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89/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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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制 基金規模 321.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黃寶麗(Pauline Ng) 
南洋理工大學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2005 本集團投資經理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專門研究，並為JF新加坡基金co-manager 
 2004 JF資產管理馬來西亞及新興亞洲市場基金經理 
 2001 AllianzDresdner Asset Managment 亞洲(日本除外)電訊分析員 
 
Isaac Thong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2013年加入摩根資產管理，專精越南股票研究投資。 
 隸屬新興市場暨亞太股票團隊的東協股票研究團隊，常駐於新加坡。 
 曾於Maybank資產管理公司擔任資深投資分析師，負責南亞商品市場的投資研究。 
 2009年於澳盛銀行擔任亞洲不含日本經濟分析師。 
 
Chate Benchavitvilai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於2017年加入摩根 
 於Credit Suisse AG擔任亞洲邊境市場研究部主管 
 於Credit Suisse AG擔任亞洲電信產業股票分析師9年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業務重點集中在泰國的上市公司，以期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泰」美麗：製造、內需、觀光帶動多元投資題材。 
 最悠久：基金自1989年成立至今，同業間成立時間最久。(Lipper/2018.06) 
 重靈活：跳脫大盤權重，布局更具彈性，掌握當下最佳機會。 
 2017年Benchmark 2016<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2017年Benchmark 2016<

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基金大獎、2010年香港理柏基金獎最佳泰國股票基金(3年期/5年期)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19.8%、能源19.3%、原物料12.8%、消費品12.5%、不動產1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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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2 34.9 35.6 -7.5 年化標準差% 15.94 13.01 13.67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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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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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Funds (Asia) Ltd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8 號遮打大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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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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摩根基金-大中華基金(F069) 
JPMorgan Funds – Greater China Fund - JPM Greater China A (dist)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05/18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624.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王浩 
榮譽文學士(經濟) 
 2005 加入 JF 資產管理出任地域投資經理及大中華投資總監，隸屬香港太平洋地區投資部 
 2001 調任台灣高盛，及後成為常務董事及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1997 加入香港高盛，先後出任資本投資部分析員和資本策略部執行董事 
 1996 加入 Morgan Stanley Capital Partners 任投資銀行部分析員 
 1995 加入紐約 Lazard Freres 任分析員 
 
Rebecca Jiang 
復旦大學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現任摩根大中華團隊與新興市場暨亞洲股票團隊分析師 
 2017 年加入摩根，過往曾擔任富達資深股票研究員，專研原物料、銀行、醫療與博弈板塊 
 2005 年擔任德意志銀行股票研究員，專研中國與香港的循環消費與媒體板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及台灣(「大中華區」)之企業，以期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三合一：全面網羅中國、台灣、香港三地共榮商機。 
 更多元：除了參與中國內需成長機會，精選科技、金融、全球景氣等產業優質企業。 
 在地化：結合摩根香港、台灣、上海三個在地投資團隊，更領先深入當地商機。 
 2015年2015年晨星最佳基金獎(台灣)大中華股票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 72.9%、台灣 15.3%、香港 11.6%、流動資金 0.1%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9.4%、消費品18.0%、金融15.4%、健康護理7.9%、工業7.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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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9.3 56.9 27.1 -2.7 年化標準差% 14.96 13.66 17.91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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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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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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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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摩根基金-中國基金(F068) 
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 JPM China A (dist)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4/07/04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可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453.0（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王浩 
榮譽文學士(經濟) 
 2005 加入 JF 資產管理出任地域投資經理及大中華投資總監，隸屬香港太平洋地區投資部 
 2001 調任台灣高盛，及後成為常務董事及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1997 加入香港高盛，先後出任資本投資部分析員和資本策略部執行董事 
 1996 加入 Morgan Stanley Capital Partners 任投資銀行部分析員 
 1995 加入紐約 Lazard Freres 任分析員 
 
Rebecca Jiang 
復旦大學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現任摩根大中華團隊與新興市場暨亞洲股票團隊分析師 
 2017 年加入摩根，過往曾擔任富達資深股票研究員，專研原物料、銀行、醫療與博弈板塊 
 2005 年擔任德意志銀行股票研究員，專研中國與香港的循環消費與媒體板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企業，以期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在地化：研究團隊分布中港台，擁在地豐富資源。 
 掌政策：瞄準中國結構改革與轉型下的政策受惠股。 
 重趨勢：順應趨勢，靈活布局，看好「新經濟領域」長期趨勢，兼顧景氣回穩之投資機會。 
 2009年Lipper (法國) 傑出基金獎最佳中國股票基金(3年)、2008年Lipper (香港) 傑出基金獎最佳中國股

票型基金10年期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 96.3%、香港 1.8%、台灣 1.2%、流動資金 0.7%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1.8%、消費品19.5%、金融17.7%、健康護理10.5%、工業7.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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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5.7 63.1 21.1 -0.7 年化標準差% 17.06 14.82 20.54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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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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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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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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摩根基金-美國企業成長基金(F1495) 
JPMorgan Funds - JPM US Growth Fund-JPM US Growth A Dis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10/20 
股份類別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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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7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Joseph Wilson 
聖湯瑪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 Thomas)金融學士、Opus College of Business 碩士(MBA)  
 現任美股團隊投資組合經理及研究分析師。 
 2014 年加入摩根，專職於摩根大型成長投資組合之科技產業的投資研究。摩根動態成長基金共同經

理人。2010 年至 2014 年期間任職於瑞銀全球資產管理。 
 
Giri Devulapall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電機工程學士、University of Chicago 財務企管碩士、CFA 特許金融分析師 
 2003 年加入 J.P. Morgan，現任美國股票團隊投資組合經理，負責大型成長股之投資管理 
 曾任職於 T. Rowe Price，擔任科技及電信產業分析師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美國股票市場，以成長型選股方式建構投資組合，以期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聚焦成長：鎖定具高獲利成長前景，且基本面質優股票。 
 精選持股：精選 60-90 檔個股*，掌握最佳投資機會。 
 經驗+資源：兩位主要基金經理人平均逾 25 年投資經驗，逾 40 位分析師提供選股建議。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科技 34.5%、金融服務 20.2%、消費品 18.0%、健康護理 13.5%、耐久財 7.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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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6.5 58.4 46.0 11.0 年化標準差% 11.84 10.18 13.63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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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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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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摩根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F186) 
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Small Cap Fund - JPM Emerging Markets Small Cap A (perf) (acc)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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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制 基金規模 1,823.0（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Amit Mehta  
取得倫敦 Kings 學院數學榮譽學士 
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投資組合經理人，任職於倫敦，負責全球新興市場的投資組合 
 2009-2011 任職於 Prusik Investment Management 
 2007-2009 於 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擔任亞洲股票分析師及投資組合經理人. 
 
Austin Forey 
文學士(現代語言)、博士(現代語言) 
 現任職新興市場股票部投資經理 
 1994：開始管理環球新興市場投資組合 
 1988：加入本集團，曾先後出任工程、金融及房地產行業研究分析員；及共同管理一項中型企業基金

與兩項專門基金，其後曾任職英國研究部副主管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投資於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公司，以期提供長期資本增值。 

選 定 理 由 

 新趨勢：新興市場崛起新投資板塊就在中小型股。 
 重內需：布局更深入蓬勃而起的消費、網路、金融產業。 
 偏亞洲：現亞洲部位近五成，兼具投資機會與市場流動性。(JPMAM/2018.06) 
 2017年第20屆傑出基金金鑽獎環球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2017年Smart智富台灣基金獎(晨星技術指導)

全球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獎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其他 25.6%、中國 15.8%、印度 14.6%、台灣 13.8%、南非 8.6% 
基金持股(依產業)：消費品26.0%、金融18.6%、民生用品17.7%、資訊科技14.8%、工業13.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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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1 26.4 23.5 -7.6 年化標準差% 10.55 10.11 13.02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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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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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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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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摩根環球地產入息基金(F1496)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Global Property Income Fund (div) -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06/30 

基金種類 產業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07/18  

股份類別 A股(分派)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季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限制 基金規模 23.3（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Alan Supple 
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地質學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地球科學碩士、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碩士 
 現任摩根資產管理全球股票團隊經理人。 
 曾任職於英國倫敦的紐約梅隆資產管理公司(BNY Mellon Asset Management)，擔任歐洲區不動產證券

投資組合經理人。 
 曾任職於美國紐約的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從事不動產證券的投資經紀。 
 
Sara Bellenda 
法國高等經濟商學院(ESSEC)的飯店管理碩士。 
 曾任世邦魏理仕(CBRE)和駿利亨德森投資(Henderson Global Investors)的股票研究員和基金經理人 
 2017 年 5 月加入摩根投信國際股票研究團隊。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主要透過投資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且主要從事房地產行業或與該行業相關之業務，或擁有大量物業資

產之證券，而致力達成可觀之現在有收入及長遠之資本增值。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於房地產。 

選 定 理 由 

 同時布局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s)及不動產股票，掌握REITs穩定股息，同時參與不動產股票成長契機。 
 全球化布局，參與全球房地產商機。 
 2017年2017理柏台灣基金獎環球房地產股票5年期、2017年2017理柏台灣基金獎環球房地產股票3年期、

2017年Benchmark 2016<指標>年度台灣基金大獎最佳表現定期定額基金大獎* 
 個股投資數目會隨市場現況而調整。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 44.1%、其他 11.6%、日本 9.4%、澳洲 9.0%、加拿大 6.5% 
基金持股(依產業)：多元化業務27.3%、零售24.3%、工業11.6%、其他9.4%、住宿/渡假村8.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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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3 -0.6 13.7 0.7 年化標準差% 8.31 9.11 11.04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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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閱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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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資產管理（歐洲）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a` r.l. 
European Bank & Business Centre 
6, route de Treves, L-2633 Senningerbe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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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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鋒裕匯理基金(II)-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F1497) 
Amundi Funds II - Emerging Europe and Mediterranean Equity A Non-Distributing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12/27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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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0(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5 基金經理費 不超過 1.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Marcin Fiejka 為鋒裕基金-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之主要基金經理人，Marcin 是一名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隸屬於倫敦的新興市場團隊，同時也是新興歐洲股票團隊總監。於 2005 年 4 月加入鋒裕投資。Marcin 獲
得紐約大學 Stern 商業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即加入 HVB。此外，他並擁有倫敦經濟學院政治學碩士

及紐約州立大學布勘頓分校生物及哲學學士學位。Marcin 亦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子基金主要投資於在新興歐洲國家或地中海區域及附近國家設立公司、總部或進行主要業務活動之公司所

發行的股票及股權連結證券的多元化組合，以便在中長期達致資本增值。 
完整投資目標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選 定 理 由 
 三大主題：金磚俄羅斯，新鑽土耳其，再搭配東歐與地中海周邊國家股票。 
 熟悉歐洲：1992 年起在多個新興歐洲國家設有據點，對於當地瞭解程度高。 
 分擊並進：同時使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質化和量化分析，建構投資組合。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俄羅斯 50.42%、希臘 17.38%、土耳其 5.56%、波蘭 7.12%、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56%、

捷克共和國 1.64%、黎巴嫩 1.26%、埃及 2.42%、沙烏地阿拉伯 1.51%、其他 2.73% 
基金持股(依產業)：能源 31.01%、金融 25.76%、必需消費品 6.96%、非必需消費品 8.81%、原物料 5.09%、

工業 6.17%、電信服務 4.09%、健康護理 1.16%、不動產相關 1.86%、公用事業 1.29%、

資訊科技 1 40%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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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74 20.79 12.70 -6.20 年化標準差% 14.90 12.20 14.55 

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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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裕匯理資產管理公司/Amundi Luxcenberg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Lipper 版本，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2-1 樓 C 室 
服務電話：(02)8101-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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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鋒裕匯理基金(II)-歐洲潛力(F1498) 
Amundi Funds II - European Potential A Non-Distributing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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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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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80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不超過 1.50% 

基 金 經 理 人 簡 介 

Cristina Matti/Sergio Groppi 
Cristina歐洲小型企業股票團隊總監擁有 24 年的資產管理經驗加入集團 22年& Sergio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

擁有 21 年的資產管理經驗加入集團 19 年。Cristina 為歐洲小型企業股票團隊主管，2001 年開始專注研究

小型股票市場，在之前 (1996 年至 2001 年) 為歐洲股票團隊成員，Cristina 自進入投資產業以來即專精於

歐洲股票市場。她畢業於米蘭 Bocconi 大學。Sergio 是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2001 年加入歐洲小型企業股

票團隊，自 1999 年時即為歐洲股票團隊成員，Sergio 畢業於義大利 Turin 大學，獲得經濟碩士學位。 

基金簡介及投資目標 

本子基金追求達到資本之中長期增長，透過至少投資 75%於以歐洲為公司註冊地、設立總部或其大部份經

濟活動在歐洲進行之小型企業所發行的股票及股權連結工具為主要投資標的。本子基金對小型企業的定義

為，以購買時為準，該公司市值屬於 MSCI 歐洲小型企業指數的區間。本子基金透過投資於根據公司基本

面被認定為具吸引力的多元化機會區間以尋求增值 

選 定 理 由 
 有爆點：專注歐洲中小型股，掌握爆發力。 
 有彈性：跳脫對比指標，掌握更多機會 (加碼西班牙、愛爾蘭、義大利)。 
 有對沖：提供美元對沖類股，避免歐元兌美元匯率風險。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英國 15.4%、義大利 12.0%、德國 14.9%、愛爾蘭 9.1%、瑞士 6.9%、瑞典 5.7%、法

國 8.4%、西班牙 6.4%、其他 16.2% 

基金持股(依產業)：工業 26.2%、金融 12.8%、非必需消費品 9.7%、原物料 9.9%、資訊科技 9.3%、不動

產相關 6.9%、能源 4.6%、健康護理 7.8%、電信服務 5.1%、必需消費品 1.9%、公用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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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0.12 36.41 13.43 -0.07 年化標準差% 11.02 11.49 14.25 

資料來源： 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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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裕匯理資產管理公司/Amundi Luxcenberg S.A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Lipper 版本，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鋒裕環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2-1 樓 C 室 
服務電話：(02)8101-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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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聯博-中國時機基金(F1507)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China Opportunity Portfolio Class 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31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52.1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大中

華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1.70%-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tuart Rae 
學歷：澳洲Monash大學榮譽學士學位，並榮獲英國牛津大學羅茲獎學金，在1991年取得物理博士學位。 
經歷： Stuart Rae 現任環太平洋價值型股票投資長，之前同時擔任澳洲價值型投資團隊的共同投資長至 2012 年。在 2003 年至

2006 年間，擔任澳洲價值型團隊投資長。Stuart 於 1999 年加入聯博，擔任歐洲景氣性消費產業研究分析師。在此之前，Stuart 曾
服務於 McKinsey&Company，在澳洲與英國擔任管理顧問達六年。 
姓名：John Lin 
學歷：康乃爾大學環境工程學士學位，以及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John Lin 目前擔任中國股票投資組合經理人、中國金融與不動產資深研究分析師、以及亞洲（日本以外）電信業資深研究

分析師。2006 年，John 加入紐約聯博，擔任 Bernstein 美國小型與中型價值股研究員，並於 2008 年轉任香港聯博。在此之前，John

曾任職於花旗銀行投資銀行部門。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國企業，以尋求長期資本增值。投資團隊將審慎評估經濟與政治前景、特定證券相對其他標的之投資價值、

企業獲利趨勢、以及管理階層的經營能力。本基金之投資策略出自於專精的區域研究分析團隊。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81.84%)、香港(8.16%)、法國(4.98%)、盧森堡(1.92%)、義大利(1.06%)、日本

(1.05%)、台灣(0.99%)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核心消費品(16.58%)、資訊科技(28.61%)、金融(12.89%)、工業(11.68%)、能源(8.56%)、

房地產(7.2%)、原物料(5.15%)、醫療保健(3.78%)、核心消費品(2.08%)、其他(3.4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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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8.57 52.54 16.09 -0.71 年化標準差% 14.19 12.52 18.1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 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

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

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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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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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

票。本基金之投資地區包含中國大陸。但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投

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另投資人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外匯、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中國投資比例

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投資香港地區之紅籌股及 H 股則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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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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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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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美元避險) (F615)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Japan Strategic Value Portfolio Class A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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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6.20 百萬日圓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日本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Atsushi Horikawa 
學歷：東京大學學士學位，哈佛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Horikawa 先生於 2012 年初擔任日本價值型股票共同研究總監。Horikawa 先生於 2000 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分析師，並於

2002 年擔任資深研究分析師。一直以來，Horikawa 先生準確地分析各種產業，其中包括金融、工業用原物料、資本設備、景氣

性消費、與核心消費產業。在此之前，Horikawa 先生曾於日本櫻花銀行任職，負責業務規劃與執行。Horikawa 先生擁有日本證

券分析師資格。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基金經理團隊認為股票評價被低估的日本股票之投資組合，以尋求長期資本增值。基金經理公司採基本面的價值型

研究方式，致力發掘目前股價相對未來獲利潛力具投資吸引力的證券。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核心消費品(21.48%)、資訊科技(16.83%)、工業(11.92%)、原物料(11.9%)、金融

(11.29%)、核心消費品(9.34%)、電信 5.09%)、能源(4.6%)、醫療保健(4.58%)、其他(2.9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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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7.00 46.51 6.93 -8.01 年化標準差% 10.86 11.06 17.7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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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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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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美元避險) (F135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Japan Strategic Value Portfolio Class AD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16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8,716.20 百萬日圓(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日本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Atsushi Horikawa 
學歷：東京大學學士學位，哈佛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Horikawa 先生於 2012 年初擔任日本價值型股票共同研究總監。Horikawa 先生於 2000 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分析師，並於

2002 年擔任資深研究分析師。一直以來，Horikawa 先生準確地分析各種產業，其中包括金融、工業用原物料、資本設備、景氣

性消費、與核心消費產業。在此之前，Horikawa 先生曾於日本櫻花銀行任職，負責業務規劃與執行。Horikawa 先生擁有日本證

券分析師資格。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基金經理團隊認為股票評價被低估的日本股票之投資組合，以尋求長期資本增值。基金經理公司採基本面的價值型

研究方式，致力發掘目前股價相對未來獲利潛力具投資吸引力的證券。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核心消費品(21.48%)、資訊科技(16.83%)、工業(11.92%)、原物料(11.9%)、金融

(11.29%)、核心消費品(9.34%)、電信 5.09%)、能源(4.6%)、醫療保健(4.58%)、其他(2.9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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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98 46.60 6.97 -8.04 年化標準差% 10.85 10.86 17.7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 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

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

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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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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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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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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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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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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Class A2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2/3/14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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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7.7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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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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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Gershon Distenfeld 
學歷：耶緒華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Sy Syms 商學院的財務學理學士學位 
經歷：Distenfeld 先生負責聯博所有固定收益基金在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佈局，同時擔任加強型阿法策略(Enhanced Alfa)、全球高收

益與全球公司債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成員。Distenfeld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加入聯博之前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營運分析師，支援

新興市場相關服務。擁有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Douglas J. Peebles 
學歷：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的文學士，以及羅格斯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Peebles 先生於 1987 年加入聯博，擔任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負責監督聯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全球研究。

目前還擔任利率與貨幣研究審查團隊委員長，負責制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利率與貨幣政策。在固定收益團隊內，歷任多項

領導職位，1997 年至 2004 年間擔任全球固定收益總監，2004 年至 2008 年 8 月擔任固定收益共同主管。 
姓名：Matthew S. Sheridan 
學歷：Syracuse 大學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heridan 先生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且是絕對報酬、全球固定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管理團隊之成員，主要負責量化

報告、存續期調整、與短期現金管理。 Sheridan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並任職於結構性資產證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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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7.79%)、巴西(4.72%)、土耳其(3.33%)、英國(3.24%)、盧森堡(2.91%)、阿根廷

(2.57%)、印尼(1.87%)、加拿大(1.69%)、法國(1.3%)、其他(20.58%) 
基金持股(依產業)：美國國庫券 (39.31%)、美國國庫券 (18.66%)、新興市場債-當地貨幣(10.45%)、新興市

場債-強勢貨幣(9.29%)、抵押擔保貸款證券(7.05%)、CMBS(5.44%)、投資等級公司債

(4.68%)、特別股(2.6%)、其他 2.5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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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07 11.33 12.32 -2.01 年化標準差% 2.58 3.41 5.3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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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

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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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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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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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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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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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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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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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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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Global High Yield Fund-T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4/2 
股份類別 T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外幣合計最高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248.79 億新台幣(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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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陳俊憲 
學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5.04~迄今)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3.05~迄今) 
聯博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12.11~2013.12) 
德銀遠東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1.04~2012.03) 
德銀遠東DWS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04.01~2004.03 / 2005.03~2008.05 / 2010.04~2012.03) 
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主管 (2008.05~2010.04) 
遠東大聯全球債券基金經理人 (2003.11~2005.02)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收益基金經理人 (2003.04~2003.10)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 (2000.03~2003.0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採取動態、多元類別投資策略，主要佈局於全球高殖利率水準之企業機構發行非投資等級證券、新興市場企業債券與新興

市場主權債等，藉以追求高收益與總報酬表現。本基金也可彈性投資於各種幣別及其他資產與券種，藉以掌握風險調整後報酬之

投資契機。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3.21%)、愛爾蘭(11.87%)、巴西(4.94%)、阿根廷(2.72%)、土耳其(2.33%)、盧

森堡(1.91%)、英國(1.88%)、印尼(1.85%)、法國(1.78%)、加拿大(1.18%)、其他國家

(13.8%)、現金及其他(2.54%)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投資等級公司債(48.67%)、ETF(14.45%)、當地貨幣新興市場債(11.88%)、強勢貨幣

新興市場債 (10.51%)、抵押擔保貸款證券 (6.54%)、投資等級公司債 (5.04%)、
CMBS(0.2%)、準主權債(0.17%)、現金及其他(2.5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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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0 8.25 7.16 -2.47 年化標準差% 2.68 3.38 5.6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

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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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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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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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

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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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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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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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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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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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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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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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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Global High Yield Fund-TA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4/2 
股份類別 TA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最高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248.79 億新台幣(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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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陳俊憲 
學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5.04~迄今)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3.05~迄今) 
聯博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12.11~2013.12) 
德銀遠東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1.04~2012.03) 
德銀遠東DWS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04.01~2004.03 / 2005.03~2008.05 / 2010.04~2012.03) 
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主管 (2008.05~2010.04) 
遠東大聯全球債券基金經理人 (2003.11~2005.02)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收益基金經理人 (2003.04~2003.10)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 (2000.03~2003.0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採取動態、多元類別投資策略，主要佈局於全球高殖利率水準之企業機構發行非投資等級證券、新興市場企業債券與新興

市場主權債等，藉以追求高收益與總報酬表現。本基金也可彈性投資於各種幣別及其他資產與券種，藉以掌握風險調整後報酬之

投資契機。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3.21%)、愛爾蘭(11.87%)、巴西(4.94%)、阿根廷(2.72%)、土耳其(2.33%)、盧

森堡(1.91%)、英國(1.88%)、印尼(1.85%)、法國(1.78%)、加拿大(1.18%)、其他國家

(13.8%)、現金及其他(2.54%)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投資等級公司債(48.67%)、ETF(14.45%)、當地貨幣新興市場債(11.88%)、強勢貨幣

新興市場債 (10.51%)、抵押擔保貸款證券 (6.54%)、投資等級公司債 (5.04%)、
CMBS(0.2%)、準主權債(0.17%)、現金及其他(2.5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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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26 3.67 3.89 -2.08 年化標準差% 2.04 2.84 4.5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

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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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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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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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

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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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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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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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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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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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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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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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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Class AT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2/9/26 
股份類別 AT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1,617.7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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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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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Gershon Distenfeld 
學歷：耶緒華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Sy Syms 商學院的財務學理學士學位 
經歷：Distenfeld 先生負責聯博所有固定收益基金在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佈局，同時擔任加強型阿法策略(Enhanced Alfa)、全球高收

益與全球公司債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成員。Distenfeld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加入聯博之前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營運分析師，支援

新興市場相關服務。擁有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Douglas J. Peebles 
學歷：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的文學士，以及羅格斯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Peebles 先生於 1987 年加入聯博，擔任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負責監督聯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全球研究。

目前還擔任利率與貨幣研究審查團隊委員長，負責制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利率與貨幣政策。在固定收益團隊內，歷任多項

領導職位，1997 年至 2004 年間擔任全球固定收益總監，2004 年至 2008 年 8 月擔任固定收益共同主管。 
姓名：Matthew S. Sheridan 
學歷：Syracuse 大學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heridan 先生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且是絕對報酬、全球固定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管理團隊之成員，主要負責量化

報告、存續期調整、與短期現金管理。 Sheridan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並任職於結構性資產證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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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7.79%)、巴西(4.72%)、土耳其(3.33%)、英國(3.24%)、盧森堡(2.91%)、阿根廷

(2.57%)、印尼(1.87%)、加拿大(1.69%)、法國(1.3%)、其他(20.58%) 
基金持股(依產業)：美國國庫券 (39.31%)、美國國庫券 (18.66%)、新興市場債-當地貨幣(10.45%)、新興市

場債-強勢貨幣(9.29%)、抵押擔保貸款證券(7.05%)、CMBS(5.44%)、投資等級公司債

(4.68%)、特別股(2.6%)、其他 2.5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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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27 11.51 12.42 -1.85 年化標準差% 2.62 3.39 5.2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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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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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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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

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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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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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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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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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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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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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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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Class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1,617.7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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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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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Gershon Distenfeld 
學歷：耶緒華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Sy Syms 商學院的財務學理學士學位 
經歷：Distenfeld 先生負責聯博所有固定收益基金在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佈局，同時擔任加強型阿法策略(Enhanced Alfa)、全球高收

益與全球公司債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成員。Distenfeld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加入聯博之前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營運分析師，支援

新興市場相關服務。擁有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Douglas J. Peebles 
學歷：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的文學士，以及羅格斯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Peebles 先生於 1987 年加入聯博，擔任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負責監督聯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全球研究。

目前還擔任利率與貨幣研究審查團隊委員長，負責制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利率與貨幣政策。在固定收益團隊內，歷任多項

領導職位，1997 年至 2004 年間擔任全球固定收益總監，2004 年至 2008 年 8 月擔任固定收益共同主管。 
姓名：Matthew S. Sheridan 
學歷：Syracuse 大學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heridan 先生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且是絕對報酬、全球固定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管理團隊之成員，主要負責量化

報告、存續期調整、與短期現金管理。 Sheridan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並任職於結構性資產證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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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7.79%)、巴西(4.72%)、土耳其(3.33%)、英國(3.24%)、盧森堡(2.91%)、阿根廷

(2.57%)、印尼(1.87%)、加拿大(1.69%)、法國(1.3%)、其他(20.58%) 
基金持股(依產業)：美國國庫券 (39.31%)、美國國庫券 (18.66%)、新興市場債-當地貨幣(10.45%)、新興市

場債-強勢貨幣(9.29%)、抵押擔保貸款證券(7.05%)、CMBS(5.44%)、投資等級公司債

(4.68%)、特別股(2.6%)、其他 2.5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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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05 11.37 12.28 -2.00 年化標準差% 2.63 3.42 5.3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 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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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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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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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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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

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

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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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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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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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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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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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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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F14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Global Bond Portfolio Class A2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5/5/12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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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5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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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cott DiMaggio, CFA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巴魯克學院的金融碩士學位 
經歷：負責 AB 公司固定收益業務的管理和戰略發展。作為全球固定收益總監，DiMaggio 負責監管 AB 的全球固定收益，加拿大

固定收益和美國多部門固定收益戰略，以及相關的投資策略，活動和投資組合管理團隊。在此職位上，他領導 AB 的內部匯率和

貨幣以及多部門固定收益研究審查委員會，這是該公司管理的投資組合的主要投資政策和決策委員會。在加入 AB 的固定收益投

資組合管理團隊之前，DiMaggio 進行了定量投資分析，包括資產負債，資產配置，回報歸因和公司風險分析。在 1999 年加入公

司之前，DiMaggio 是桑坦德投資證券公司的風險管理市場分析師。他還曾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和安達信諮詢公司擔任高級顧問。。

他是全球風險專業人士協會的成員和 CFA 特許持有人。 
姓名：Nicholas Sanders, CFA 
學歷：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RMIT）的經濟學和金融學 BBus  
經歷：Nicholas Sanders 是 AB 的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也是全球固定收益，絕對回報，英國固定收益和歐洲固定收益投資組合

管理團隊的成員。 自 2013 年以來，他一直負責全球主權和其他流動性市場的分析，重點關注歐洲市場。 在此之前，他曾在亞

洲固定收益團隊擔任助理投資組合經理，負責本地和全球固定收益市場的分析和交易執行。 桑德斯於 2006 年加入 AB，並在澳

大利亞和新西蘭運營集團擔任服務和控制部門的團隊負責人。 在加入公司之前，他曾在澳大利亞和倫敦擔任定價和估值分析師。 
姓名：John Taylor 
學歷：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 榮譽經濟學理學士 
經歷： John Taylor 擔任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且是全球固定收益和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他於 1999 年加

入聯博，之前擔任英鎊計價的政府和企業債券的交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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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5.46%)、加拿大(8.84%)、英國(8.16%)、西班牙(5.33%)、法國 4.96%)、德國(4.77%)、
日本(4.42%)、義大利(4.22%)、新加坡(2.15%)、其他(11.69%) 

基金持股(依產業)：全球政府債券(39.48%)、投資等級公司債(31.18%)、通膨連結債券(12.32%)、資產擔保

債券(5.63%)、當地政府-省級債券(4.09%)、抵押擔保貸款證券(2.68%)、準主權債券

(2.31%)、政府主權機構債(1.63%)、當地政府-區域債券(0.36%)、其他(0.3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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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11 -0.17 0.62 0.00 年化標準差% 0.45 0.53 0.5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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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險等已揭露

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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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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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F149)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Global Bond Portfolio Class AT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2/9/26 
股份類別 AT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92.05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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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cott DiMaggio, CFA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巴魯克學院的金融碩士學位 
經歷：負責 AB 公司固定收益業務的管理和戰略發展。作為全球固定收益總監，DiMaggio 負責監管 AB 的全球固定收益，加拿大

固定收益和美國多部門固定收益戰略，以及相關的投資策略，活動和投資組合管理團隊。在此職位上，他領導 AB 的內部匯率和

貨幣以及多部門固定收益研究審查委員會，這是該公司管理的投資組合的主要投資政策和決策委員會。在加入 AB 的固定收益投

資組合管理團隊之前，DiMaggio 進行了定量投資分析，包括資產負債，資產配置，回報歸因和公司風險分析。在 1999 年加入公

司之前，DiMaggio 是桑坦德投資證券公司的風險管理市場分析師。他還曾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和安達信諮詢公司擔任高級顧問。。

他是全球風險專業人士協會的成員和 CFA 特許持有人。 
姓名：Nicholas Sanders, CFA 
學歷：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RMIT）的經濟學和金融學 BBus  
經歷：Nicholas Sanders 是 AB 的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也是全球固定收益，絕對回報，英國固定收益和歐洲固定收益投資組合

管理團隊的成員。 自 2013 年以來，他一直負責全球主權和其他流動性市場的分析，重點關注歐洲市場。 在此之前，他曾在亞

洲固定收益團隊擔任助理投資組合經理，負責本地和全球固定收益市場的分析和交易執行。 桑德斯於 2006 年加入 AB，並在澳

大利亞和新西蘭運營集團擔任服務和控制部門的團隊負責人。 在加入公司之前，他曾在澳大利亞和倫敦擔任定價和估值分析師。 
姓名：John Taylor 
學歷：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 榮譽經濟學理學士 
經歷： John Taylor 擔任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且是全球固定收益和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他於 1999 年加

入聯博，之前擔任英鎊計價的政府和企業債券的交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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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5.46%)、加拿大(8.84%)、英國(8.16%)、西班牙(5.33%)、法國 4.96%)、德國(4.77%)、
日本(4.42%)、義大利(4.22%)、新加坡(2.15%)、其他(11.69%) 

基金持股(依產業)：全球政府債券(39.48%)、投資等級公司債(31.18%)、通膨連結債券(12.32%)、資產擔保

債券(5.63%)、當地政府-省級債券(4.09%)、抵押擔保貸款證券(2.68%)、準主權債券

(2.31%)、政府主權機構債(1.63%)、當地政府-區域債券(0.36%)、其他(0.3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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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21 -0.19 0.62 -0.02 年化標準差% 0.43 0.57 0.6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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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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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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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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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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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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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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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Bond Portfolio Class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92.05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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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cott DiMaggio, CFA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巴魯克學院的金融碩士學位 
經歷：負責 AB 公司固定收益業務的管理和戰略發展。作為全球固定收益總監，DiMaggio 負責監管 AB 的全球固定收益，加拿大

固定收益和美國多部門固定收益戰略，以及相關的投資策略，活動和投資組合管理團隊。在此職位上，他領導 AB 的內部匯率和

貨幣以及多部門固定收益研究審查委員會，這是該公司管理的投資組合的主要投資政策和決策委員會。在加入 AB 的固定收益投

資組合管理團隊之前，DiMaggio 進行了定量投資分析，包括資產負債，資產配置，回報歸因和公司風險分析。在 1999 年加入公

司之前，DiMaggio 是桑坦德投資證券公司的風險管理市場分析師。他還曾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和安達信諮詢公司擔任高級顧問。。

他是全球風險專業人士協會的成員和 CFA 特許持有人。 
姓名：Nicholas Sanders, CFA 
學歷：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RMIT）的經濟學和金融學 BBus  
經歷：Nicholas Sanders 是 AB 的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也是全球固定收益，絕對回報，英國固定收益和歐洲固定收益投資組合

管理團隊的成員。 自 2013 年以來，他一直負責全球主權和其他流動性市場的分析，重點關注歐洲市場。 在此之前，他曾在亞

洲固定收益團隊擔任助理投資組合經理，負責本地和全球固定收益市場的分析和交易執行。 桑德斯於 2006 年加入 AB，並在澳

大利亞和新西蘭運營集團擔任服務和控制部門的團隊負責人。 在加入公司之前，他曾在澳大利亞和倫敦擔任定價和估值分析師。 
姓名：John Taylor 
學歷：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 榮譽經濟學理學士 
經歷： John Taylor 擔任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且是全球固定收益和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他於 1999 年加

入聯博，之前擔任英鎊計價的政府和企業債券的交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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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5.46%)、加拿大(8.84%)、英國(8.16%)、西班牙(5.33%)、法國 4.96%)、德國(4.77%)、
日本(4.42%)、義大利(4.22%)、新加坡(2.15%)、其他(11.69%) 

基金持股(依產業)：全球政府債券(39.48%)、投資等級公司債(31.18%)、通膨連結債券(12.32%)、資產擔保

債券(5.63%)、當地政府-省級債券(4.09%)、抵押擔保貸款證券(2.68%)、準主權債券

(2.31%)、政府主權機構債(1.63%)、當地政府-區域債券(0.36%)、其他(0.3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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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15 -0.20 0.64 -0.04 年化標準差% 0.47 0.57 0.6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 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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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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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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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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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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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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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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F616)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Global Value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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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已開發市場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Tawhid Ali 
學歷：哈佛大學學士學位，芝加哥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Ali 先生於 2008 年 3 月起擔任歐洲價值型股票研究團隊主管，並於 2009 年 1 月獲命擔任英國價值型股票研究團隊主管。

在此之前，Ali 先生曾擔任歐洲零售與休憩產業研究分析師。2003 年加入聯博之前，Ali 先生曾於紐約與倫敦麥肯錫公司擔任客戶

關係經理人。 
姓名：Takeo Aso,CFA 
學歷：東京大學資訊科學學士與碩士學位，哈佛大學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Aso 先生於 2012 年擔任國際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並同時擔任日本價值型股票共同研究總監。Aso 先生自 2001 年起開始擔

任日本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於擔任日本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期間，協助建立聯博東京研究團隊。在此之前，Aso 先生曾擔任研

究分析師四年，負責研究公用事業、資本設備、與醫療暨個人照護產業。於 1997 年加入聯博之前，他曾於 Corporate Directions, Inc.
擔任管理顧問。 
姓名：Avi Lavi 
學歷：以色列巴伊蘭大學 (Bar Ilan University) 會計和經濟學的文學士，以及紐約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Avi Lavi 於 2012 年初獲任命為價值型研究全球總監。自 2000 年起，Lavi 先生即擔任英國和歐洲價值股的研究總監，協

助建立伯恩斯坦在美國境外的第一個研究單位。2004 年 Lavi 先生擔任英國和歐洲價值股的共同投資長，並兼任該團隊的研究總

監至 2006 年。Lavi 先生於 2006 年升任英國和歐洲價值股的投資長。他於 1996 年加入聯博，擔任公用事業類股的研究助理，

1998 年負責研究範圍擴及全球公用事業，與石油天然氣產業。擔任現職之前，他曾任能源研究的資深分析師和類股召集人。加

入聯博之前，Lavi 是以色列駐紐約經濟辦事處的副處長。在此之前則是擔任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以色列分支機構 Kesselman & 
Kesselman 的會計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基金經理判定為被市場低估的全球股票證券，以追求長期資本增值。基金經理公司結合基本面研究投資法與紀律化

的投資程序以評估投資對象的潛在價值。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2.59%)、日本(12.6%)、英國(7.87%)、中國(3.34%)、加拿大(3.11%)、法國(2.84%)、
德國(2.6%)、澳洲(2.36%)、南韓(2.08%)、其他(10.61%)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19.51%)、資訊科技 (17.37%)、非核心消費品(16.46%)、能源(8.74%)、工業(8.36%)、
核心消費品(8.01%)、原物料(7.34%)、醫療保健(7.25%)、電信(3.39%)、其他(3.5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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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4.69 24.75 11.19 -4.18 年化標準差% 8.58 7.15 11.1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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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

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

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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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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聯博-全球複合型股票基金(F617) 
AB FCP I-Global Equity Blend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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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已開發市場股票，故本基金風 
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Avi Lavi 
學歷：以色列巴伊蘭大學 (Bar Ilan University) 會計和經濟學的文學士，以及紐約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Avi Lavi 於 2012 年初獲任命為價值型研究全球總監。自 2000 年起，Lavi 先生即擔任英國和歐洲價值股的研究總監，協

助建立伯恩斯坦在美國境外的第一個研究單位。2004 年 Lavi 先生擔任英國和歐洲價值股的共同投資長，並兼任該團隊的研究總

監至 2006 年。Lavi 先生於 2006 年升任英國和歐洲價值股的投資長。他於 1996 年加入聯博，擔任公用事業類股的研究助理，

1998 年負責研究範圍擴及全球公用事業，與石油天然氣產業。擔任現職之前，他曾任能源研究的資深分析師和類股召集人。加

入聯博之前，Lavi 是以色列駐紐約經濟辦事處的副處長。在此之前則是擔任資誠會計師事務所以色列分支機構 Kesselman & 
Kesselman 的會計師。 
姓名：Daniel C. Roarty, CFA 
學歷：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2013 年，Daniel C. Roarty 開始擔任聯博全球成長型股票與主題式團隊主管。Daniel 於 2011 年 5 月加入聯博，擔任全球/國
際成長股研究團隊旗下之科技產業研究主管至 2011 年 7 月 1 日，之後擔任該團隊主管直至 2012 年初。Daniel 曾於 Nuveen 
Investments 任職 9 年，協同管理晨星五星級大型成長股投資策略以及多元市值成長股投資策略。Daniel 曾於摩根士丹利與高盛負

責研究科技、工業、與金融類股。 
姓名：Nelson Yu, CFA 
學歷：賓夕法尼亞大學系統工程學士學位和經濟學學士學位 
經歷：Nelson Yu 於 2017 年初被任命為 Blend Strategies 主管。他還是 Equities 的投資組合經理和定量研究主管，負責監督公司股

票投資組合中風險和回報模型的研究和應用。 此外，Yu 管理跨股票投資組合的貨幣覆蓋策略，並且是全球價值，新興市場價值

和戰略核心投資組合的顧問成員。 他於 1997 年加入該公司，擔任程序員和分析師，並於 2009 年至 2014 年擔任價值股票定量研

究的副主管.Yu 先前曾擔任 Grant Thornton 的監事顧問。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股票證券，以追求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是為追求股票報酬的投資者而設計的，而此類投資者也希望廣泛分散不同

型態、市值和地域所造成的相關投資風險。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1.93%)、日本(7.35%)、法國(4.77%)、英國(4.75%)、中國(4.03%)、印度(3.76%)、
德國(3.31%)、瑞士(3.09%)、愛爾蘭(2.16%)、其他(14.85%) 

基金持股(依產業)：全球成長型股票(50.17%)、全球價值型股票(49.8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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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7.92 30.62 17.20 -2.37 年化標準差% 7.87 7.30 11.5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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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

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

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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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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F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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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Multi-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 – 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1/13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外幣合計最高新臺幣肆佰億元 基金規模 344.91 億新台幣(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在國

內募集或銷售之股票型、固定收益型及

不動產證券化型基金，故本基金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黃森瑋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學士 
經歷：聯博投信 行銷部 副總經理 
摩根投信 市場策略部 協理 
摩根投信 產品策略部 產品經理 
柏瑞投顧 行銷企劃部 襄理 
華頓投信 總體策略研究部 研究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策略性配置各種股票及固定收益型之子基金，追求收益與長期之資本利得，以達到投資總報酬之目的。本基金將多元分

散投資於子基金，涵括各種類型(如股票、固定收益型等基金)，且投資區域或類別亦將涵蓋全球型、區域型或產業型等不同類別。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環球股票型(19.41%)、美國股票型(16.13%)、美元債券型(14.16%)、歐洲/歐元區股票型

(8.11%)、環球高收益債券型(6.96%)、信用市場策略另類投資型(6.27%)、環球債券型

(4.84%)、日本股票型(3.96%)、股票指數期貨型(3.66%)、其他靈活混合型(2.94%)、其他

類型(9.07%)、流動性資產(4.4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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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84 21.69 17.49 -0.94 年化標準差% 5.31 4.83 7.0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組合分類依據：Lipper 環球、聯博。本基金另進行賣出選擇權策略，該賣出選擇權策略係指同時賣出口數相同的選擇權買權與

賣權。本基金 6 月份選擇權部位為 15.16%，該數字僅代表賣出選擇權的單邊名目本金價值。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

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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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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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

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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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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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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F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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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Multi-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 – AD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3/19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最高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344.91 億新台幣(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在國

內募集或銷售之股票型、固定收益型及

不動產證券化型基金，故本基金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黃森瑋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 學士 
經歷：聯博投信 行銷部 副總經理 
摩根投信 市場策略部 協理 
摩根投信 產品策略部 產品經理 
柏瑞投顧 行銷企劃部 襄理 
華頓投信 總體策略研究部 研究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策略性配置各種股票及固定收益型之子基金，追求收益與長期之資本利得，以達到投資總報酬之目的。本基金將多元分

散投資於子基金，涵括各種類型(如股票、固定收益型等基金)，且投資區域或類別亦將涵蓋全球型、區域型或產業型等不同類別。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環球股票型(19.41%)、美國股票型(16.13%)、美元債券型(14.16%)、歐洲/歐元區股票型

(8.11%)、環球高收益債券型(6.96%)、信用市場策略另類投資型(6.27%)、環球債券型

(4.84%)、日本股票型(3.96%)、股票指數期貨型(3.66%)、其他靈活混合型(2.94%)、其他類

型(9.07%)、流動性資產(4.4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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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02 15.45 14.54 -0.21 年化標準差% 4.06 3.69 5.1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組合分類依據：Lipper 環球、聯博。本基金另進行賣出選擇權策略，該賣出選擇權策略係指同時賣出口數相同的選擇權買權與

賣權。本基金 6 月份選擇權部位為 15.16%，該數字僅代表賣出選擇權的單邊名目本金價值。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

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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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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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

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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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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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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F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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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Fixed Income Fund of Funds –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5/1/12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最高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14.79 億新台幣(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在國

內募集或銷售之固定收益型基金，故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陳俊憲 
學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5.04~迄今)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3.05~迄今) 
聯博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12.11~2013.12) 
德銀遠東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1.04~2012.03) 
德銀遠東DWS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04.01~2004.03 / 2005.03~2008.05 / 2010.04~2012.03) 
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主管 (2008.05~2010.04) 
遠東大聯全球債券基金經理人 (2003.11~2005.02)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收益基金經理人 (2003.04~2003.10)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 (2000.03~2003.0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策略性配置各種固定收益型之子基金,追求收益及長期資本利得，以達到投資總報酬的目的。經理公司投資團隊結合量

化與基本面分析，在兼顧長期投資報酬及風險下，進行策略性資產配置，期望降低組合之波動性，並達成收益與總報酬的目標。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美元債券型(22.52%)、環球高收益債券型(21.62%)、信用市場策略另類投資型(12.2%)、
環球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型(9.79%)、環球美元對沖債券型(8.86%)、亞太區強勢貨幣債券

型(5.54%)、環球債券型(5%)、美元高收益債券型(4.96%)、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型(3.9%)、
歐洲債券型(3.01%)、現金及其他(2.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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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03 6.66 10.02 -1.63 年化標準差% 1.57 2.82 3.7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

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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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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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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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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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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F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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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Fixed Income Fund of Funds – AA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組合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3/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最高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14.79 億新台幣(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在國

內募集或銷售之固定收益型基金，故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陳俊憲 
學歷：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經歷：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5.04~迄今)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3.05~迄今) 
聯博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12.11~2013.12) 
德銀遠東DWS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經理人 (2011.04~2012.03) 
德銀遠東DWS台灣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 
(2004.01~2004.03 / 2005.03~2008.05 / 2010.04~2012.03) 
德銀遠東投信全權委託投資部主管 (2008.05~2010.04) 
遠東大聯全球債券基金經理人 (2003.11~2005.02)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全球收益基金經理人 (2003.04~2003.10) 
景順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 (2000.03~2003.04)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策略性配置各種固定收益型之子基金,追求收益及長期資本利得，以達到投資總報酬的目的。經理公司投資團隊結合量

化與基本面分析，在兼顧長期投資報酬及風險下，進行策略性資產配置，期望降低組合之波動性，並達成收益與總報酬的目標。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美元債券型(22.52%)、環球高收益債券型(21.62%)、信用市場策略另類投資型(12.2%)、
環球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型(9.79%)、環球美元對沖債券型(8.86%)、亞太區強勢貨幣債券

型(5.54%)、環球債券型(5%)、美元高收益債券型(4.96%)、環球新興市場債券型(3.9%)、
歐洲債券型(3.01%)、現金及其他(2.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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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68 2.75 6.15 -2.22 年化標準差% 1.27 2.49 3.3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

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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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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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

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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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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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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F16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 – Asia Ex-Japan Equity Portfolio Class 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9/11/30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492.2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亞洲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ajeev Eyunni 
學歷：印度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馬德拉斯分校之電子與通訊科技學士學位，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阿莫達巴德分校

之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Eyunni 先生於 2013 年擔任亞洲除日本外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並負責該區域之消費型產業研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

Eyunni 先生擔任全球消費型產業團隊主管。在此之前，Eyunni 先生曾於花旗資產管理任職三年，擔任研究分析師，負責分析消費

性類股。之前，他亦曾於新德里、紐約、與倫敦之麥肯錫公司擔任管理顧問，任職期間達六年。 
姓名：Stuart Rae 
學歷：印度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馬德拉斯分校之電子與通訊科技學士學位，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阿莫達巴德分校

之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Eyunni 先生於 2013 年擔任亞洲除日本外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並負責該區域之消費型產業研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

Eyunni 先生擔任全球消費型產業團隊主管。在此之前，Eyunni 先生曾於花旗資產管理任職三年，擔任研究分析師，負責分析消費

性類股。之前，他亦曾於新德里、紐約、與倫敦之麥肯錫公司擔任管理顧問，任職期間達六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運用基本面與量化投資流程，判斷預估報酬率，以尋求價格被低估之股票和其可能帶來之超額報酬潛力。透過縝密的研究，

於亞洲地區（日本以外）挑選約 60 至 100 檔具有長期獲利潛力，且價格出現折價的股票。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43.36%)、南韓(23.62%)、台灣(12.19%)、香港(11.83%)、印度(4.38%)、新加坡

(2.46%)、英國(1.02%)、印尼(0.69%)、泰國(0.45%)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1.49%)、金融(26.61%)、原物料(10.62%)、房地產(7.03%)、非核心消費品

(6.65%)、能源(4.69%)、醫療保健(3.9%)、核心消費品(3.27%)、電信(3.01%)、其他(2.7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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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87 36.23 15.47 -5.69 年化標準差% 14.01 12.82 16.6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 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

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

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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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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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

票。本基金之投資地區包含中國大陸。但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投

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另投資人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外匯、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中國投資比例

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十,投資香港地區之紅籌股及 H 股則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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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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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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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穩定月配)( F151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Mortgage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2/20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667.4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投資等級和非投資等級的房貸相關證

券，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Michael S. Canter 
學歷：美國西北大學數學與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哥倫比亞商學院金融博士學位 
經歷：2007 年，Michael S. Canter 加入聯博擔任資深副總裁，現任證券化資產團隊總監，該團隊負責聯博機構房貸抵押證券、非

機構房貸抵押證券、商用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以及其他資產擔保證券之投資業務。此外，Michael 兼任聯博資產回復基金之投

資長，並曾擔任聯博之公私合營基金(PPIP)之投資長。2000 年至 2006 年間，Michael 曾擔任 ACE Limited 旗下之 ACE Principal 
Finance 總裁一職，負責管理信用違約交換、資產擔保證券、房貸抵押證券、與擔保債務憑證之投資組合。Michael 目前亦擔任房

貸投資人協會之理事。 
姓名：Janaki Rao 
學歷：德里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和巴魯克學院 Zicklin 商學院金融 MBA 學位 
經歷：Janaki Rao 是高級副總裁，投資組合經理和代理抵押證券研究主管，負責監管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研究，包括

基礎和相對價值研究。他為 AB 帶來了數十年的經驗，專注於 MBS 和美國的利率策略。在加入公司之前，Rao 在摩根士丹利的美

國利率策略小組工作了七年，負責覆蓋代理商 MBS 市場，包括出版旗艦周刊，並製作關於突發新聞的臨時報告，深入分析新興

趨勢和產品引物。他還與政策制定者就住房融資相關的各種問題進行了接觸。在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Rao 在紐約聯邦住房貸款

銀行（Federal Home Loan Bank of New York）經營預付定價，債務和衍生品交易櫃檯。 
姓名：Greg Wilensky，CFA 
學歷：華盛頓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芝加哥大學的 MBA 學位。  
經歷： Greg Wilensky 是 AB 公司美國多部門固定收益團隊的董事兼首席投資組合經理，自 2007 年以來一直擔任該職位。自 1999
年以來，他一直負責該公司的美國通脹掛鉤固定收益投資組合以及該公司的穩定價值投資自 1998 年以來，Wilensky 高級副總裁

共同擔任證券化資產和流動市場研究審查會議的主席。在 1996 年加入 AB 之前，他是 AT＆T 公司財務部門的財務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追求較高的風險調整後總報酬。投資組合可布局於投資等級及非投資等級之房貸相關證券及其他資產擔保證券，且投資組

合至少 2/3 的資產將會投資於房貸相關證券。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9.84%)、開曼群島(10.13%)、其他(0.03%) 
基金持股(依產業)：抵押擔保貸款證券(41.02%)、CMBS (18.08%)、擔保貸款憑證(13.98%)、資產抵押擔保

證券(11.44%)、機構 CMBS(9.38%)、非機構 CMBS(5.03%)、其他(1.0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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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34 12.95 12.82 1.14 年化標準差% 1.07 2.11 2.5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 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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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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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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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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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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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306 頁，共 376 頁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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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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聯博-前瞻主題基金(F152) 
AB SICAV I-Thematic Research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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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8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Daniel C. Roarty 
學歷：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企管碩士學位，以及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經歷： Daniel 於 2011 年 5 月加入聯博，擔任全球/國際成長股研究團隊旗下之科技產業研究主管至 2011 年 7 月 1 日，之後擔任

該團隊主管直至 2012 年初。Daniel 曾於 Nuveen Investments 任職 9 年，協同管理晨星五星級大型成長股投資策略以及多元市值成

長股投資策略。Daniel 曾於摩根士丹利與高盛負責研究科技、工業、與金融類股。任職地點：紐約。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全球各種產業中，受益於創新發展的公司，以追求長期資本增值，並發掘成長機會。基金經理採用由上而下的研究

方法，尋找具長期成長潛力並將驅動跨產業市場的投資主題；同時也善用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識別盈餘成長前景優良，且股票

評價與由上而下之研究識別的主題相吻合的股票。基於以上投資理念，基金經理公司運用雙管齊下的投資過程，以由下而上的研

究驗證由上而下的研究所發現的主題趨勢。透過兩者的綜合結論，進而找出具大幅增值潛力的投資機會。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1.24)、印度(6.84%)、法國(6.71%)、瑞士(5.15%)、中國(4.73%)、愛爾蘭(4.35%)、
德國(4.03%)、香港(2.21%)、印尼(2.13%)、其他(12.61%) 

基金持股(依產業)：醫療保健(21.07%)、金融(19.88%)、資訊科技(17.19%)、工業(15.92%)、非核心消費品

(7.31%)、公用事業(6.78%)、核心消費品(5.45%)、房地產(2.97%)、原物料(2.42%)、其

他(1.0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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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51 37.02 24.37 -0.40 年化標準差% 8.15 8.75 12.7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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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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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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F61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American Growth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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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3.77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Frank Caruso,CFA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安尼昂塔 (Oneonta) 學院的文學士學位 
經歷：Caruso 先生於 2012 年獲任命為美國成長型股票團隊主管，負責監督美國大型成長型股、美國成長型股、美國成長與收益

型股。Caruso 先生於 2008 年起擔任美國成長型股票團隊主管，2004 年起擔任成長與收益型股票團隊主管，之前自 1995 年起為

該類股之投資組合經理人。Caruso 先生原任 Shields 資產管理公司證券部總監，於 1993 年因公司合併而加入聯博。此前，他曾

任協利顧問 (Shearson Lehman Advisors) 公司總經理，並擔任協利資產管理公司 (Shearson Lehman Asset Management) 資本暨策

略管理 (Capital and Directions Management) 價值事業群的投資長。 他曾擔任 Shearson 旗下成長型和收益型基金的首席基金經理

人，以及 Shearson Lehman Advisors 投資政策委員會的資深委員。任職地點紐約。 
姓名：John H. Fogarty 
學歷：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士學位 
經歷：Fogarty 先生自 2008 年底起擔任美國基本面中型成長股票研究團隊主管。Fogarty 先生於 2009 年初加入美國成長型股票投

資團隊，擔任美國成長型股票與美國成長型暨收益型股票投資策略之投資組合經理人。2012 年初，他開始兼任美國大型成長股投

資組合經理人。2007 年加入聯博，Fogarty 先生曾擔任基本面成長股研究分析師，負責分析美國非核心消費類股。在此之前，Fogarty
先生曾於 Dialectic Capital Management and Vardon Partners 擔任避險基金經理人近三年。Fogarty 先生於 1988 年開始進入投資產

業，加入聯博(Alliance Capital)負責量化研究分析，並同時於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學位。1992 年起，他轉任為聯博(Alliance Capital)
之全職員工，並於 1995 年加入美國大型成長股研究團隊，負責各項產業與量化分析，隨後於 1997 年成為美國大型成長股投資組

合經理人。任職地點：紐約。 
姓名：Vinay Thapar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之生物學學士學位，以及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經歷： Vinay Thapar 於 2011 年 9 月加入聯博，目前擔任副總裁暨研究分析師，負責全球成長型醫療類股。在此之前，Vinay 曾

於 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s 擔任資深投資分析師，負責兩檔國內基金之全球醫療類股研究工作，時間長達三年半。在此之前，

Vinay 曾於貝爾斯登旗下之生技股票研究團隊，擔任副總監一職。任職地點：紐約。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美國發行之大型股票證券，以追求長期資本增值。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優質且基礎穩固的美國公司。基金經理公司選

擇投資對象時，著重於產業領導地位、卓越的管理能力以及具吸引人的成長率因素。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38.53%)、醫療保健(20.24%)、非核心消費品(18.06%)、工業(8.05%)、金融

(2.81%)、原物料(2.3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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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58 46.26 45.56 7.73 年化標準差% 9.23 8.56 10.9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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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

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

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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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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F04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B FCP I-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2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0/26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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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4.8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動態投資於

美國投資等級債券及非投資等級債

券，在某些市況下，可將本基金 50%以

上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之證券，故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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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入
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他
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Gershon Distenfeld 
學歷：耶緒華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Sy Syms 商學院的財務學理學士學位 
經歷：Distenfeld 先生負責聯博所有固定收益基金在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佈局，同時擔任加強型阿法策略(Enhanced Alfa)、全球高收
益與全球公司債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成員。Distenfeld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加入聯博之前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營運分析師，支援
新興市場相關服務。擁有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Douglas J. Peebles 
學歷：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的文學士，以及羅格斯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Peebles 先生於 1987 年加入聯博，擔任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負責監督聯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全球研究。目
前還擔任利率與貨幣研究審查團隊委員長，負責制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利率與貨幣政策。在固定收益團隊內，歷任多項領導
職位，1997 年至 2004 年間擔任全球固定收益總監，2004 年至 2008 年 8 月擔任固定收益共同主管。 
姓名：Matthew S. Sheridan 
學歷：Syracuse 大學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heridan 先生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且是絕對報酬、全球固定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管理團隊之成員，主要負責量化報
告、存續期調整、與短期現金管理。 Sheridan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並任職於結構性資產證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分散投資於美元債券，以提供較高收益以及追求資本增值的潛力。本基金投資於美國境內外註冊之高評級和高收益的債

券。在正常市場情況下，50%的投資組合資本將會投資於投資等級以上的債券，且至少 65%的資產必須是美國境內發行。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8.15%)、巴西(2.1%)、法國(1.65%)、開曼群島(.62%)、英國(1.58%)、其他(14.9%) 
基金持股 (依產業 )：美國國庫券  (41.53%)、抵押擔保貸款證券 (13.58%)、高收益公司債 (13.45%)、

CMBS(9.33%)、新興市場債-強勢貨幣(8.82%)、投資等級公司債(7.81%)、機構債券

(4.85%)、其他(0.6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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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7 3.76 8.10 -1.36 年化標準差% 1.74 2.71 3.5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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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

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

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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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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F075)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T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2/9/16 
股份類別 AT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0,264.8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動態投資於

美國投資等級債券及非投資等級債

券，在某些市況下，可將本基金 50%以

上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之證券，故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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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Gershon Distenfeld 
學歷：耶緒華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Sy Syms 商學院的財務學理學士學位 
經歷：Distenfeld 先生負責聯博所有固定收益基金在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佈局，同時擔任加強型阿法策略(Enhanced Alfa)、全球高收

益與全球公司債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成員。Distenfeld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加入聯博之前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營運分析師，支援

新興市場相關服務。擁有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Douglas J. Peebles 
學歷：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的文學士，以及羅格斯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Peebles 先生於 1987 年加入聯博，擔任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負責監督聯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全球研究。

目前還擔任利率與貨幣研究審查團隊委員長，負責制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利率與貨幣政策。在固定收益團隊內，歷任多項

領導職位，1997 年至 2004 年間擔任全球固定收益總監，2004 年至 2008 年 8 月擔任固定收益共同主管。 
姓名：Matthew S. Sheridan 
學歷：Syracuse 大學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heridan 先生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且是絕對報酬、全球固定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管理團隊之成員，主要負責量化

報告、存續期調整、與短期現金管理。 Sheridan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並任職於結構性資產證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分散投資於美元債券，以提供較高收益以及追求資本增值的潛力。本基金投資於美國境內外註冊之高評級和高收益的

債券。在正常市場情況下，50%的投資組合資本將會投資於投資等級以上的債券，且至少 65%的資產必須是美國境內發行。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8.15%)、巴西(2.1%)、法國(1.65%)、開曼群島(.62%)、英國(1.58%)、其他(14.9%) 
基金持股 (依產業 )：美國國庫券  (41.53%)、抵押擔保貸款證券 (13.58%)、高收益公司債 (13.45%)、

CMBS(9.33%)、新興市場債-強勢貨幣(8.82%)、投資等級公司債(7.81%)、機構債券

(4.85%)、其他(0.6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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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6 3.80 8.07 -1.39 年化標準差% 1.75 2.72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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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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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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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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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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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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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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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穩定月配) (F89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0,264.8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動態投資於

美國投資等級債券及非投資等級債

券，在某些市況下，可將本基金 50%以

上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之證券，故

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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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Gershon Distenfeld 
學歷：耶緒華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Sy Syms 商學院的財務學理學士學位 
經歷：Distenfeld 先生負責聯博所有固定收益基金在高收益債券的投資佈局，同時擔任加強型阿法策略(Enhanced Alfa)、全球高收

益與全球公司債投資組合管理團隊成員。Distenfeld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加入聯博之前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營運分析師，支援

新興市場相關服務。擁有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Douglas J. Peebles 
學歷：穆倫堡學院(Muhlenberg College)的文學士，以及羅格斯大學的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 Peebles 先生於 1987 年加入聯博，擔任固定收益團隊投資長與主管，負責監督聯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與全球研究。

目前還擔任利率與貨幣研究審查團隊委員長，負責制定所有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的利率與貨幣政策。在固定收益團隊內，歷任多項

領導職位，1997 年至 2004 年間擔任全球固定收益總監，2004 年至 2008 年 8 月擔任固定收益共同主管。 
姓名：Matthew S. Sheridan 
學歷：Syracuse 大學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heridan 先生目前擔任基金經理人，並且是絕對報酬、全球固定收益與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管理團隊之成員，主要負責量化

報告、存續期調整、與短期現金管理。 Sheridan 先生於 1998 年加入聯博，並任職於結構性資產證券團隊。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分散投資於美元債券，以提供較高收益以及追求資本增值的潛力。本基金投資於美國境內外註冊之高評級和高收益的

債券。在正常市場情況下，50%的投資組合資本將會投資於投資等級以上的債券，且至少 65%的資產必須是美國境內發行。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8.15%)、巴西(2.1%)、法國(1.65%)、開曼群島(.62%)、英國(1.58%)、其他(14.9%) 
基金持股 (依產業 )：美國國庫券  (41.53%)、抵押擔保貸款證券 (13.58%)、高收益公司債 (13.45%)、

CMBS(9.33%)、新興市場債-強勢貨幣(8.82%)、投資等級公司債(7.81%)、機構債券

(4.85%)、其他(0.6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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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47 3.80 8.13 -1.33 年化標準差% 1.76 2.73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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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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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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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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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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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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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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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F044) 
AB SICAV I-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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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科技相關產業，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75%-2.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amantha S. Lau 
學歷：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金融和會計學士學位 
經歷：在 1999 年加入公司之前，Lau 曾為 INVESCO（紐約）（前身為 Chancellor Capital Management）擔任小型科技公司。在

1997 年加入 Chancellor 之前，她曾在高盛投資研究部門擔任醫療保健證券分析師三年，主要負責長期護理和醫生實踐管理行業以

及多家公司。在製藥領域。地點：紐約 
姓名：Lei Qiu 
學歷：史密斯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優等生），哈佛大學商業經濟學碩士學位。 
經歷：在 2012 年加入公司之前，她是創始人，並且是 Phidias Capital Management 三年的管理合夥人，Phidias Capital Management
是一家專注於 TMT 的資產管理公司。從 2003 年到 2009 年，邱是安多資本管理公司的普通合夥人和高級研究分析師，從 2000 年

到 2002 年，她是奇爾頓投資公司的研究分析師。地點：紐約 
基金目標及策略 
於藉由科技帶來預期助益並可大幅強化企業潛力的公司。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6.97%)、中國(3.3%)、荷蘭(1.76%)、法國(1.62%)、日本(1.55%)、比利時(1.1%)、
德國(1.08%)、以色列(1.06%)、台灣(1.04%)、其他(0.52%) 

基金持股(依產業)：軟體(27.58%)、網路軟體及服務(16.59%)、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16.16%)、電腦硬體及

周邊設備(11.08%)、資訊科技服務(8.85%)、通訊設備(5.49%)、網路暨直接行銷零零售

業(5.09%)、電子設備及零組件(4.49%)、不動產投資信託(1.3%)、其他(3.3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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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8.88 73.83 62.94 10.84 年化標準差% 12.09 11.12 15.0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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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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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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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315 頁，共 376 頁 

246.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F063) 
AB SICAV I-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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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7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健康護理相關產業，故本基金風險報酬

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75%-1.8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Vinay Thapar 
學歷：美國紐約大學之生物學學士學位，以及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經歷： Vinay Thapar 於 2011 年 9 月加入聯博，目前擔任副總裁暨研究分析師，負責全球成長型醫療類股。在此之前，Vinay 曾

於 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s 擔任資深投資分析師，負責兩檔國內基金之全球醫療類股研究工作，時間長達三年半。在此之前，

Vinay 曾於貝爾斯登旗下之生技股票研究團隊，擔任副總監一職。任職地點：紐約。 
基金目標及策略 
分投資於美國公司。投資團隊透過由下而上的選股程序，設法找出在研究、財務控制以及營銷能力上具有卓越表現的市場領導者。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4.03%)、英國(9.91%)、瑞士(8.2%)、日本(2.66%)、澳洲(2.06%)、丹麥(0.93%)、
法國(0.87%)、比利時(0.75%)、印度(0.59%) 

基金持股(依產業)：一般藥品(38.8%)、醫療保健設備(25.87%)、生化科技(17.73%)、醫療保健服務(13.04%)、
食品與核心用品零售(2.03%)、生命科學工具與服務(2.02%)、醫療保簡科技(0.5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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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1.62 25.22 19.00 4.00 年化標準差% 7.81 9.71 11.7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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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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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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F152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Emerging Markets Multi-Asset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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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7.0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主要投資新興市

場股票與固定收益證券，故本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為 RR5。風險報酬等級係依基

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投資標的/產
業，由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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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Henry D’Auria 
學歷：三聖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文學士學位 
經歷：D'Auria 先生自 2002 年起擔任新興市場價值投資的投資長，並自 2003 年起兼任國際價值投資的共同投資長。D'Auria 先

生曾任伯恩斯坦全球研究部門的總負責人之一，並於 1998 ~ 2002 年管理該部門。他曾擔任小型股的價值股研究總監，以及新興

市場價值股的研究總監。D'Auria 先生 於 1991 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分析師，研究範圍包括消費和天然氣公司，隨後亦擴及金

融服務產業。加入聯博之前，他曾於 PaineWebber 擔任副總裁和賣方分析師，負責餐飲、旅館和零售業研究。擁有美國特許金

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Shamaila Khan 
學歷：巴基斯坦 Quaid-i-Azam 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 Leonard N. Stern 商學院的 MBA 學位（榮譽學位） 
經歷： Shamaila Khan 是 AB 新興市場債務策略的董事。 2018 年 1 月，她成為公司唯一的新興市場債務總監，負責新興市場債

務平台內所有投資組合的管理和戰略實施。 Khan 直接向 AB 的固定收益聯席負責人 Gershon Distenfeld 和 Scott DiMaggio 匯報。 
2017 年 1 月，她被任命為新興市場債務總監，擴大了她對新興市場債務團隊的影響力，包括管理和監督公司的硬性和本地貨幣新

興市場主權債務戰略。 Khan 還是新興市場多資產組合團隊的成員。鑑於她參與管理全球信貸和股票，她對頻譜雙方的基本成功

因素提出了既定觀點。她於 2011 年加入 AB，擔任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 AB 所有新興市場債務和信貸策略中的新

興市場公司和準主權發行人。自 1997 年以來，Khan 一直積極管理和評估企業和主權新興市場債券發行。在加入 AB 之前，她曾

擔任 TIAA-CREF 新興市場債務的董事總經理。 Khan 是幾篇已發表的論文和博客的作者，並出現在各種全球金融出版物中，包

括 Barron's，Citywire，Financial Times 和 Seeking Alpha 等。她參加了全球投資會議的一些新興市場小組。 
姓名：Morgan C. Harting，CFA，CAIA 
學歷：Wesleyan 大學學士學位，以及耶魯大學碩士與企管碩士學位，並曾於耶魯大學擔任碩士班國際經濟學講師。 
經歷：Morgan C. Harting 目前擔任新興市場多元資產團隊共同主管，負責打造、設計、與管理投資策略。此外，Morgan 同時擔任

新興市場價值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全球價值型股票團隊成員。Morgan 踏入新興市場投資領域之初，曾於標準普爾與惠

譽擔任新興市場信用分析師，並於惠譽擔任資深總監一職。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以追求最佳總報酬為目標。透過佈局新興市場多元資產，為投資人尋求長期資本增值及較低波動。基金經理人採主動式管

理以調整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彈性投資於不同的新興市場國家或機構發行之股票、債券及其他金融工具。本投資組合可投資於股

票、固定收益證券或貨幣且不受限制，因此，本基金於上述任何一種資產類別的配置均有可能超過淨資產的 50%以上。本基金所

配置資產之信用品質、國家、產業類別或市值亦不設限。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25.31%)、南韓(12.81%)、台灣(10.11%)、俄羅斯(4.86%)、巴西(4.79%)、南非

(4.28%)、印度(4.28%)、日本(3.73%)、墨西哥(2.82%)、其他(27.04%) 
基金持股(依產業)：股票(74.67%)、固定收益證券(25.3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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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5 13.20 11.55 -8.07 年化標準差% 13.11 10.75 11.81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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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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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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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F151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Emerging Markets Multi-Asset Portfolio Class 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3/21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467.0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平衡型基金，主要投資新興市

場股票與固定收益證券，故本基金風險

報酬等級為 RR5。風險報酬等級係依基

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投資標的/產
業，由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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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Henry D’Auria 
學歷：三聖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文學士學位 
經歷：D'Auria 先生自 2002 年起擔任新興市場價值投資的投資長，並自 2003 年起兼任國際價值投資的共同投資長。D'Auria 先

生曾任伯恩斯坦全球研究部門的總負責人之一，並於 1998 ~ 2002 年管理該部門。他曾擔任小型股的價值股研究總監，以及新興

市場價值股的研究總監。D'Auria 先生 於 1991 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分析師，研究範圍包括消費和天然氣公司，隨後亦擴及金

融服務產業。加入聯博之前，他曾於 PaineWebber 擔任副總裁和賣方分析師，負責餐飲、旅館和零售業研究。擁有美國特許金

融分析師執照(CFA)。 
姓名：Shamaila Khan 
學歷：巴基斯坦 Quaid-i-Azam 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 Leonard N. Stern 商學院的 MBA 學位（榮譽學位） 
經歷： Shamaila Khan 是 AB 新興市場債務策略的董事。 2018 年 1 月，她成為公司唯一的新興市場債務總監，負責新興市場債

務平台內所有投資組合的管理和戰略實施。 Khan 直接向 AB 的固定收益聯席負責人 Gershon Distenfeld 和 Scott DiMaggio 匯報。 
2017 年 1 月，她被任命為新興市場債務總監，擴大了她對新興市場債務團隊的影響力，包括管理和監督公司的硬性和本地貨幣新

興市場主權債務戰略。 Khan 還是新興市場多資產組合團隊的成員。鑑於她參與管理全球信貸和股票，她對頻譜雙方的基本成功

因素提出了既定觀點。她於 2011 年加入 AB，擔任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 AB 所有新興市場債務和信貸策略中的新

興市場公司和準主權發行人。自 1997 年以來，Khan 一直積極管理和評估企業和主權新興市場債券發行。在加入 AB 之前，她曾

擔任 TIAA-CREF 新興市場債務的董事總經理。 Khan 是幾篇已發表的論文和博客的作者，並出現在各種全球金融出版物中，包

括 Barron's，Citywire，Financial Times 和 Seeking Alpha 等。她參加了全球投資會議的一些新興市場小組。 
姓名：Morgan C. Harting，CFA，CAIA 
學歷：Wesleyan 大學學士學位，以及耶魯大學碩士與企管碩士學位，並曾於耶魯大學擔任碩士班國際經濟學講師。 
經歷：Morgan C. Harting 目前擔任新興市場多元資產團隊共同主管，負責打造、設計、與管理投資策略。此外，Morgan 同時擔任

新興市場價值型資深投資組合經理人，以及全球價值型股票團隊成員。Morgan 踏入新興市場投資領域之初，曾於標準普爾與惠

譽擔任新興市場信用分析師，並於惠譽擔任資深總監一職。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以追求最佳總報酬為目標。透過佈局新興市場多元資產，為投資人尋求長期資本增值及較低波動。基金經理人採主動式管

理以調整本基金的投資組合，彈性投資於不同的新興市場國家或機構發行之股票、債券及其他金融工具。本投資組合可投資於股

票、固定收益證券或貨幣且不受限制，因此，本基金於上述任何一種資產類別的配置均有可能超過淨資產的 50%以上。本基金所

配置資產之信用品質、國家、產業類別或市值亦不設限。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25.31%)、南韓(12.81%)、台灣(10.11%)、俄羅斯(4.86%)、巴西(4.79%)、南非(4.28%)、
印度(4.28%)、日本(3.73%)、墨西哥(2.82%)、其他(27.04%) 

基金持股(依產業)：股票(74.67%)、固定收益證券(25.3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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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0 13.30 11.63 -8.04 年化標準差% 13.18 10.77 11.8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 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

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

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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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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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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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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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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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36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B FCP I-Emerging Markets Debt Portfolio Class A2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3/23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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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3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
市場投資等級和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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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入

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他

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Christian DiClementi 
學歷：費爾菲爾德大學的數學學士學位 
經歷：Christian DiClementi 是 AB 的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新興市場債務，尤其是本幣投資。他是新興市場債務和全

球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負責監管 AB 的固定收益產品套件的新興市場投資。在 2013 年初加入新興市場債務組合管理

團隊之前，DiClementi 是 AB 經濟研究集團的成員，主要負責加勒比海，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主權基礎研究。此前，他曾在該

公司的定量研究小組擔任分析師，主要負責全球主權回報和風險建模。 DiClementi 於 2003 年加入 AB，擔任副總經理，負責紐約市

政債券賬戶。 姓名：Shamaila Khan 
學歷：巴基斯坦 Quaid-i-Azam 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 Leonard N. Stern 商學院的 MBA 學位（榮譽學位） 
經歷： Shamaila Khan 是 AB 新興市場債務策略的董事。 2018 年 1 月，她成為公司唯一的新興市場債務總監，負責新興市場債務平

台內所有投資組合的管理和戰略實施。 Khan 直接向 AB 的固定收益聯席負責人 Gershon Distenfeld 和 Scott DiMaggio 匯報。 2017
年 1 月，她被任命為新興市場債務總監，擴大了她對新興市場債務團隊的影響力，包括管理和監督公司的硬性和本地貨幣新興市場

主權債務戰略。 Khan 還是新興市場多資產組合團隊的成員。鑑於她參與管理全球信貸和股票，她對頻譜雙方的基本成功因素提出

了既定觀點。她於 2011 年加入 AB，擔任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 AB 所有新興市場債務和信貸策略中的新興市場公司

和準主權發行人。自 1997 年以來，Khan 一直積極管理和評估企業和主權新興市場債券發行。在加入 AB 之前，她曾擔任 TIAA-CREF
新興市場債務的董事總經理。 Khan 是幾篇已發表的論文和博客的作者，並出現在各種全球金融出版物中，包括 Barron's，Citywire，
Financial Times 和 Seeking Alpha 等。她參加了全球投資會議的一些新興市場小組。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行的主權債券和非美國公司債券，以追求來自資本增值與收入之最大報酬。本基金投資

於以美元和非美元計價的證券。本基金隨時可能有相當大的資產投資於非投資等級的證券。基金經理公司將善用聯博全球固定收益

研究團隊，全球經濟研究團隊和全球信用研究團隊的研究結果進行投資。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阿根廷(8.53%)、印尼(6.69%)、巴西(6.44%)、墨西哥(5.49%)、埃及(3.5%)、中國(3.47%)、
美國(3.15%)、黎巴嫩(3.14%)、烏拉圭(2.95%)、其他(56.64%) 

基金持股(依產業)：政府債券 (69.02%)、公司債 (14.87%)、準主權債券(13.22%)、其他(2.8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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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25 1.93 8.90 -7.50 年化標準差% 4.61 5.92 7.1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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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險等

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

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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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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36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Emerging Markets Debt Portfolio Class AT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6/3/23 
股份類別 AT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965.3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

市場投資等級和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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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Christian DiClementi 
學歷：費爾菲爾德大學的數學學士學位 
經歷：Christian DiClementi 是 AB 的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新興市場債務，尤其是本幣投資。他是新興市場債務和

全球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負責監管 AB 的固定收益產品套件的新興市場投資。在 2013 年初加入新興市場債務組

合管理團隊之前，DiClementi 是 AB 經濟研究集團的成員，主要負責加勒比海，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主權基礎研究。此前，

他曾在該公司的定量研究小組擔任分析師，主要負責全球主權回報和風險建模。 DiClementi 於 2003 年加入 AB，擔任副總經理，

負責紐約市政債券賬戶。  
姓名：Shamaila Khan 
學歷：巴基斯坦 Quaid-i-Azam 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 Leonard N. Stern 商學院的 MBA 學位（榮譽學位） 
經歷： Shamaila Khan 是 AB 新興市場債務策略的董事。 2018 年 1 月，她成為公司唯一的新興市場債務總監，負責新興市場債

務平台內所有投資組合的管理和戰略實施。 Khan 直接向 AB 的固定收益聯席負責人 Gershon Distenfeld 和 Scott DiMaggio 匯報。 
2017 年 1 月，她被任命為新興市場債務總監，擴大了她對新興市場債務團隊的影響力，包括管理和監督公司的硬性和本地貨幣新

興市場主權債務戰略。 Khan 還是新興市場多資產組合團隊的成員。鑑於她參與管理全球信貸和股票，她對頻譜雙方的基本成功

因素提出了既定觀點。她於 2011 年加入 AB，擔任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 AB 所有新興市場債務和信貸策略中的新

興市場公司和準主權發行人。自 1997 年以來，Khan 一直積極管理和評估企業和主權新興市場債券發行。在加入 AB 之前，她曾

擔任 TIAA-CREF 新興市場債務的董事總經理。 Khan 是幾篇已發表的論文和博客的作者，並出現在各種全球金融出版物中，包

括 Barron's，Citywire，Financial Times 和 Seeking Alpha 等。她參加了全球投資會議的一些新興市場小組。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行的主權債券和非美國公司債券，以追求來自資本增值與收入之最大報酬。本基金投

資於以美元和非美元計價的證券。本基金隨時可能有相當大的資產投資於非投資等級的證券。基金經理公司將善用聯博全球固定

收益研究團隊，全球經濟研究團隊和全球信用研究團隊的研究結果進行投資。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阿根廷(8.53%)、印尼(6.69%)、巴西(6.44%)、墨西哥(5.49%)、埃及(3.5%)、中國(3.47%)、
美國(3.15%)、黎巴嫩(3.14%)、烏拉圭(2.95%)、其他(56.64%) 

基金持股(依產業)：政府債券 (69.02%)、公司債 (14.87%)、準主權債券(13.22%)、其他(2.8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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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24 1.92 8.90 -7.45 年化標準差% 4.62 5.90 7.0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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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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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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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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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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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穩定月配)(F89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Emerging Markets Debt Portfolio Class A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9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965.3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

市場投資等級和非投資等級債券，故本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Paul J. DeNoon 
學歷：聯合學院 (Union College) 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的財務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DeNoon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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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於 1992 年加

入聯博之前，曾擔任漢諾華實業信託的投資基金集團副總裁，以及金融市場研究集團的經濟學家，主要負責分析貨幣與財政政策。

他最早曾在雷曼兄弟擔任研究分析師。 
姓名：Christian DiClementi 
學歷：費爾菲爾德大學的數學學士學位 
經歷：Christian DiClementi 是 AB 的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新興市場債務，尤其是本幣投資。他是新興市場債務和

全球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負責監管 AB 的固定收益產品套件的新興市場投資。在 2013 年初加入新興市場債務組

合管理團隊之前，DiClementi 是 AB 經濟研究集團的成員，主要負責加勒比海，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主權基礎研究。此前，

他曾在該公司的定量研究小組擔任分析師，主要負責全球主權回報和風險建模。 DiClementi 於 2003 年加入 AB，擔任副總經理，

負責紐約市政債券賬戶。  
姓名：Shamaila Khan 
學歷：巴基斯坦 Quaid-i-Azam 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 Leonard N. Stern 商學院的 MBA 學位（榮譽學位） 
經歷： Shamaila Khan 是 AB 新興市場債務策略的董事。 2018 年 1 月，她成為公司唯一的新興市場債務總監，負責新興市場債

務平台內所有投資組合的管理和戰略實施。 Khan 直接向 AB 的固定收益聯席負責人 Gershon Distenfeld 和 Scott DiMaggio 匯報。 
2017 年 1 月，她被任命為新興市場債務總監，擴大了她對新興市場債務團隊的影響力，包括管理和監督公司的硬性和本地貨幣新

興市場主權債務戰略。 Khan 還是新興市場多資產組合團隊的成員。鑑於她參與管理全球信貸和股票，她對頻譜雙方的基本成功

因素提出了既定觀點。她於 2011 年加入 AB，擔任高級副總裁兼投資組合經理，專注於 AB 所有新興市場債務和信貸策略中的新

興市場公司和準主權發行人。自 1997 年以來，Khan 一直積極管理和評估企業和主權新興市場債券發行。在加入 AB 之前，她曾

擔任 TIAA-CREF 新興市場債務的董事總經理。 Khan 是幾篇已發表的論文和博客的作者，並出現在各種全球金融出版物中，包

括 Barron's，Citywire，Financial Times 和 Seeking Alpha 等。她參加了全球投資會議的一些新興市場小組。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行的主權債券和非美國公司債券，以追求來自資本增值與收入之最大報酬。本基金投

資於以美元和非美元計價的證券。本基金隨時可能有相當大的資產投資於非投資等級的證券。基金經理公司將善用聯博全球固定

收益研究團隊，全球經濟研究團隊和全球信用研究團隊的研究結果進行投資。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阿根廷(8.53%)、印尼(6.69%)、巴西(6.44%)、墨西哥(5.49%)、埃及(3.5%)、中國(3.47%)、
美國(3.15%)、黎巴嫩(3.14%)、烏拉圭(2.95%)、其他(56.64%) 

基金持股(依產業)：政府債券 (69.02%)、公司債 (14.87%)、準主權債券(13.22%)、其他(2.8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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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5.24 1.91 8.86 -7.49 年化標準差% 4.64 5.93 7.1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 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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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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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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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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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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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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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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聯博-新興市場價值基金(F1151) 
AB FCP II-Emerging Markets Value Portfolio Class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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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新興

市場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5。 
基金經理費 1.7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Rajeev Eyunni 
學歷：印度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馬德拉斯分校之電子與通訊科技學士學位，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阿莫達巴德分校

之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Eyunni 先生於 2013 年擔任亞洲除日本外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並負責該區域之消費型產業研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

Eyunni 先生擔任全球消費型產業團隊主管。在此之前，Eyunni 先生曾於花旗資產管理任職三年，擔任研究分析師，負責分析消費

性類股。之前，他亦曾於新德里、紐約、與倫敦之麥肯錫公司擔任管理顧問，任職期間達六年。 
姓名：Stuart Rae 
學歷：印度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馬德拉斯分校之電子與通訊科技學士學位，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阿莫達巴德分校

之企管碩士學位。 
經歷：Eyunni 先生於 2013 年擔任亞洲除日本外價值型股票研究總監，並負責該區域之消費型產業研究。在 2008 年至 2012 年間，

Eyunni 先生擔任全球消費型產業團隊主管。在此之前，Eyunni 先生曾於花旗資產管理任職三年，擔任研究分析師，負責分析消費

性類股。之前，他亦曾於新德里、紐約、與倫敦之麥肯錫公司擔任管理顧問，任職期間達六年。 
姓名：Henry D’Auria 
學歷：三聖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文學士學位 
經歷：D'Auria 先生自 2002 年起擔任新興市場價值投資的投資長，並自 2003 年起兼任國際價值投資的共同投資長。D'Auria 先

生曾任伯恩斯坦全球研究部門的總負責人之一，並於 1998 ~ 2002 年管理該部門。他曾擔任小型股的價值股研究總監，以及新興

市場價值股的研究總監。D'Auria 先生 於 1991 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分析師，研究範圍包括消費和天然氣公司，隨後亦擴及金

融服務產業。加入聯博之前，他曾於 PaineWebber 擔任副總裁和賣方分析師，負責餐飲、旅館和零售業研究。擁有美國特許金

融分析師執照(CFA)。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以追求長期資本成長為投資目標。在正常情況下，基金至少將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新興市場上市，或主要於新興市場營

運之企業。在此投資架構下，基金可投資於新興市場中任何規模或次產業之企業。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中國(33.37%)、南韓(24.1%)、台灣(9.36%)、巴西(5.74%)、俄羅斯(4.62%)、南非(4.51%)、
土耳其(3.97%)、印度(3.71%)、香港(3.4%)、其他(7.22%) 

基金持股(依產業)：金融(27.65%)、資訊科技(21.09%)、原物料(14.61%)、能源(8.96%)、非核心消費品

(8.52%)、工業(4.86%)、醫療保健(4.77%)、核心消費品(2.81%)、電信(3.57%)、其他(3.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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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75 21.65 -10.10 -5.69 年化標準差% 15.39 12.77 16.6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本基金之投資地區包含中國大陸。但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

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另投資人亦

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外匯、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
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香港地區之紅籌股及 H 股則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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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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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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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F1147) 
AB SICAV I-Select US Equity Portfolio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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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3.9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8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Kurt Feuerman 
學歷：McGill University學士學位、 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學位，以及Columbia University MBA學位 
經歷：Kurt Feuerman 為聯博精選股票投資組合的投 資長，主要聚焦於美國上市股票。於 2011 年 6 月加入聯博之前，他曾於避險

基金公司 Caxton Associates 任職超過 12 年，期間擔任資深董事總經理及資深交易員。亦曾於摩根士丹利服務 9 年，期間負責該

公司部分的美國股票業務。更早之前，Feuerman 服務於 Drexel Burnham Lambert，擔任董事總經理，專職於股票分析。他的事業

生涯開始於 1982 年的紐約銀行。 
姓名：Anthony Nappo, CFA 
學歷：厄姆頓大學管理學學士學位，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金融MBA學位。 
經歷：Anthony Nappo 是 Select US Equity Portfolios 的聯合首席投資官和投資組合經理/研究分析師，負責醫療保健和能源。 在 2011
年加入公司之前，Nappo 是 Citadel LLC 集團 Surveyor Capital 的投資組合經理，負責管理長/短期醫療保健組合和分析師團隊。 在
此之前，他曾在 Caxton Associates 擔任投資組合經理八年，負責長/短和長期策略的醫療保健和能源。 Nappo 的職業生涯始於 J.P.
摩根證券（Morgan Securities）的股票研究分析師。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追求在景氣循環中，極大化風險調整後報酬。投資團隊融合由下而上的分析與總經觀點，以尋求投資機會。主要投資於美

國中大型股，但仍伺機佈局小型股或非美國股票。不受限於市值、投資風格及類股，並聚焦有清楚易懂的營運模式、具長期成長

潛力，以及產業進入障礙高之企業。同時評估企業管理品質，包括是否發放股息、買回庫藏股、採用保守會計方式，以及獎酬制

度是否包含直接擁有股權等對股東友善之政策。團隊可因應市場的投資機會，彈性調整投資組合。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4.18%)、金融(14.82%)、非核心消費(12.89%)、醫療保健(12.13%)、工業

(12.03%)、能源(7.05%)、房地產(3.72%)、公用事業(3.53%)、核心消費品(2.77%)、其

他(6.8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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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3.64 31.06 30.75 1.51 年化標準差% 8.38 7.01 9.77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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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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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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穩定月配)(美元避險) (F152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A USD Hedge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4/1/14 
股份類別 A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2,133.68 百萬歐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經理公司預期主

要約 65%投資於投資等級債券，至少三

分之二投資於歐洲政府及公司之固定

收益證券，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1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cott DiMaggio, CFA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和巴魯克學院的金融碩士學位 
經歷：負責 AB 公司固定收益業務的管理和戰略發展。作為全球固定收益總監，DiMaggio 負責監管 AB 的全球固定收益，加拿大

固定收益和美國多部門固定收益戰略，以及相關的投資策略，活動和投資組合管理團隊。在此職位上，他領導 AB 的內部匯率和

貨幣以及多部門固定收益研究審查委員會，這是該公司管理的投資組合的主要投資政策和決策委員會。在加入 AB 的固定收益投

資組合管理團隊之前，DiMaggio 進行了定量投資分析，包括資產負債，資產配置，回報歸因和公司風險分析。在 1999 年加入公

司之前，DiMaggio 是桑坦德投資證券公司的風險管理市場分析師。他還曾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和安達信諮詢公司擔任高級顧問。。

他是全球風險專業人士協會的成員和 CFA 特許持有人。 
姓名：Jorgen Kjaersgaard 
學歷：Aarhus 大學企管學士學位以及 Aarhus 商學院財務碩士學位 
經歷：Kjaersgaard 先生於 2007 年加入聯博，擔任英國/歐元區投資組合管理團隊之成員。加入聯博之前，Kjaersgaard 先生曾於荷

蘭合作銀行擔任結構性信用產品投資方案之執行董事，在此之前亦曾於蘇格蘭皇家銀行擔任北歐結構性商品投資方案部門主管。

Jorgen 曾於倫敦與哥本哈根之 Danske 銀行任職多年，帶領該銀行信用衍生性商品交易，並管理房貸債券與公司債投資組合。 
姓名：John Taylor 
學歷：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 榮譽經濟學理學士 
經歷： John Taylor 擔任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人，且是全球固定收益和新興市場債券投資組合管理團隊的成員。他於 1999 年加

入聯博，之前擔任英鎊計價的政府和企業債券的交易員。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分散投資於以歐元或歐洲貨幣計價之投資等級或非投資等級固定收益證券，以追求高度的報酬與資本增值潛力。本基金最

多可將總資產的 50% 投資在投資級評等以下的證券。基金經理公司將善用公司內部的信用分析資源及外部的財務及經濟資訊來

評量投資標的之投資價值。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法國(16.25%)、德國(15.35%)、英國(13.29%)、義大利(13.21%)、西班牙(10.37%)、其

他(31.53%) 
基金持股(依產業)：非投資等級公司債(51.54%)、全球政府債券(32.3%)、投資等級公司債(13.85%)、約當

現金(2.02%)、新興市場公司債(0.3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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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73 8.18 12.71 0.01 年化標準差% 2.34 2.8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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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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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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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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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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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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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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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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F152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 - Low Volatility Equity Portfolio Class A Shares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2/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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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7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成熟

市場公司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ammy Suzuki, CFA 
學歷：美國賓州大學材料工程學士學位與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uzuki先生於2008年起擔任新興市場價值型股票研究團隊主管，並於2010年升任基本面價值型研究團隊主管。此外，Suzuki
先生曾於2004年起擔任加拿大價值型股票研究團隊主管。在此之前，Suzuki先生曾擔任資深研究分析師，負責研究全球汽車產業、
資本設備與科技產業，亦曾擔任全球原物料研究團隊主管。他於1994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人員之前，曾於Bain & Company擔任顧
問。 
姓名：Kent Hargis 
學歷：伊利諾伊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經歷：Kent Hargis於2018年晉升為戰略核心股票的聯席首席投資官。自2011年9月成立以來，他一直管理全球，國際和美國投資組

合，自2015年1月以來一直管理新興市場戰略核心投資組合.Hargis被任命為負責人2009年股票定量研究，負責監督公司股票投資
組合中風險和收益模型的研究和應用。他於2003年10月加入該公司，擔任高級量化策略師。在此之前，Hargis是高盛（Goldman 
Sachs）全球新興市場的首席投資組合策略師。從1995年到1998年，他是南卡羅來納大學研究生課程的國際金融助理教授，在那裡

他廣泛發表了各種國際投資主題。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成熟市場股票，為達長期資本增值目標，投資經理將篩選未來預期波動度較低與下檔風險較小的股票，依據專

有的風險/報酬模組及管理經驗來建構投資組合。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8.24%)、英國(15.06%)、日本(5.74%)、澳洲(4.61%)、加拿大(3.42%)、香港(3.23%)、
瑞士(3.2%)、法國(2.78%)、挪威(2.65%)、其他(11.07%)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5.3%)、非核心消費品(17.76%)、金融(17.22%)、醫療保健(9.96%)、工業

(9.46%)、核心消費品(8.56%)、電信(4.14%)、能源(3.7%)、原物料(3.44%)、其他(0.4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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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0.62 22.06 28.87 2.41 年化標準差% 5.68 5.83 8.1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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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

風險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

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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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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F1526)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 - Low Volatility Equity Portfolio Class AD Shares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0/15 
股份類別 AD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1,943.7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成熟

市場公司股票，故本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Sammy Suzuki, CFA 
學歷：美國賓州大學材料工程學士學位與財務學士學位 
經歷：Suzuki先生於2008年起擔任新興市場價值型股票研究團隊主管，並於2010年升任基本面價值型研究團隊主管。此外，Suzuki
先生曾於2004年起擔任加拿大價值型股票研究團隊主管。在此之前，Suzuki先生曾擔任資深研究分析師，負責研究全球汽車產業、

資本設備與科技產業，亦曾擔任全球原物料研究團隊主管。他於1994年加入聯博擔任研究人員之前，曾於Bain & Company擔任顧

問。 
姓名：Kent Hargis 
學歷：伊利諾伊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經歷：Kent Hargis於2018年晉升為戰略核心股票的聯席首席投資官。自2011年9月成立以來，他一直管理全球，國際和美國投資組

合，自2015年1月以來一直管理新興市場戰略核心投資組合.Hargis被任命為負責人2009年股票定量研究，負責監督公司股票投資

組合中風險和收益模型的研究和應用。他於2003年10月加入該公司，擔任高級量化策略師。在此之前，Hargis是高盛（Goldman 
Sachs）全球新興市場的首席投資組合策略師。從1995年到1998年，他是南卡羅來納大學研究生課程的國際金融助理教授，在那裡

他廣泛發表了各種國際投資主題。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成熟市場股票，為達長期資本增值目標，投資經理將篩選未來預期波動度較低與下檔風險較小的股票，依據專

有的風險/報酬模組及管理經驗來建構投資組合。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48.24%)、英國(15.06%)、日本(5.74%)、澳洲(4.61%)、加拿大(3.42%)、香港(3.23%)、
瑞士(3.2%)、法國(2.78%)、挪威(2.65%)、其他(11.07%)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5.3%)、非核心消費品(17.76%)、金融(17.22%)、醫療保健(9.96%)、工業

(9.46%)、核心消費品(8.56%)、電信(4.14%)、能源(3.7%)、原物料(3.44%)、其他(0.4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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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0.60 22.04 28.85 2.40 年化標準差% 5.66 5.80 8.1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 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

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

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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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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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

基金最近 12 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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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風險等

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如欲索取境內外基金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可至基金公司網站、公開資訊觀

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 www.fundclear.com.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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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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駿利亨德森遠見日本機會基金(F271) 
Janus Henderson Horizon Fund - Japan Opportunities Fund A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85/7/31 
股份類別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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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單一

國家之一般型股票市場，故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Japanese Equity Team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 

本基金 投資目標 是投資於日本股票市場，以尋求長期的增值。基金目標在經由間提供高 投資於日本股票市場，以尋求長期的增

值。基金目標在經由間提供高收益，但可能受限於資本價值變動。 

二、 投資策略：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日本各個領域公司的股票及權證券，以尋求長期資增值。該基金得投之日本各個領域公司的股票及權證券，以尋

求長期資增值。該基金得投之司規模並無任何限制。本基金使用承諾法計算全球曝險 。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97.5%)、現金(2.5%) 
基金持股(依產業)： 非核心消費(22.8%)、資訊科技(21.1%)、金融(14.8%)、電信服務(9.7%)、醫療保健(8.9%)、房地產(7.4%)、

工業(5.9%)、核心消費(4.3%)、能源(2.7%)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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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99  36.25  17.71 -4.83 年化標準差% 10.52 11.26 14.5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地緣政治風險、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本基金未受存款保

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基金投資一定有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本基金所涉匯率風險及其它

風險請詳參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亨德森管理公司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2 Rue de Bitbourg, L-127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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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駿利亨德森遠見全球地產股票基金(F272) 
Janus Henderson Horizon Fund - Global Property Equities Fund A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1/3 
股份類別 A2 計價幣別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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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51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不動產之相關產業股票，故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Guy Barnard, Tim Gibson 
學歷：持有羅孚堡大學數學與管理學一級（榮譽）理學士學位。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經濟學（榮譽）

文學碩士學位 
經歷：在金融業界的工作經驗達15年/在金融業界的工作經驗達17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  
本基金投資目標是將資金投資於全球股票市場，以尋求長期的資本增值。本基金目標在於透過投資房地產相關證券提供收益及中

度資本成長。  
二、 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策略是投資於受規管之市場中已上市或交易，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來自於擁有、管理及/或開發全世界房地産的公司或不

動產投資信託(或與其相當者)的掛牌權益證券，以尋求長期的資本增值。本基金使用承諾法計算全球曝險。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51.0%)、日本(10.1%)、香港(7.3%)、英國(6.2%)、德國(5.6%)、澳洲(4.1%)、法國

(2.5%)、新加坡(1.8%)、西班牙(1.6%)、芬蘭(1.5%)、現金(3.5%) 
基金持股(依產業)：⼯業＆商辦不動產投資信託(22.3%)、房地產控股＆開發(20.0%)、特殊性不動產投資信託(18.3%)、

綜合性不動產投資信託(12.3%)、住宅不動產投資信託(9.5%)、零售業不動產投資信託(8.9%)、電

腦服務(2.7%)、旅館(1.1%)、媒體代理(0.8%)、住宅營建(0.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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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8.97  11.23 24.64 3.17 年化標準差% 6.79 9.33 11.0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投資新興市場之風險、投資房 
地產證券之風險、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基金投資一定有風險，最大 
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本基金所涉匯率風險及其它風險請詳參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亨德森管理公司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2 Rue de Bitbourg, L-127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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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駿利亨德森遠見亞太地產股票基金(F274) 
Janus Henderson Horizon Fund - Asia-Pacific Property Equities Fund A2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5/10/3 
股份類別 A2 計價幣別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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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7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亞洲

地區不動產之相關產業股票，故本基金

風險報酬等級 
為 RR5。 

基金經理費 1.2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Tim Gibson 
學歷：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經濟學（榮譽）文學碩士學位 
經歷：在金融業界的工作經驗達17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 
本基金投資目標是將資金投資於亞太股票市場，以尋求長期的資本增值。本基金目標在於經由投資於房地產相關之證券提供收益

及中度資本成長。 
二、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策略是 本基金投資策略是 本基金投資策略是 投資至少 投資至少 投資至少 75% 的全部資產 全部資產 於受規管

之市場中 於受規管之市場中 於受規管之市場中 已上市或交易，其收入的主要 上市或交易，其收入的主要 上市或交易，其收

入的主要 上市或交易，其收入的主要 上市或交易，其收入的主要 上市或交易，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來自於擁有、管理及/或開發

亞太地區不動產，且其註冊辦事處設於亞太地區的公司或不動產投資信託(或與其相當者) 之掛牌權益證券，以尋求長期的資本增

值。本基金使用承諾法 
計算全球曝險。 
選定理由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日本(40.2%)、香港(30.9%)、澳洲(18.0%)、新加坡(5.6%)、菲律賓(2.0%)、現金(3.3%) 
基金持股(依產業)：房地產(92.6%)、非核心消費(2.4%)、資訊科技(1.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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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7.47  9.62 7.47 -0.40 年化標準差% 10.13 9.75 12.0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投資新興市場之風險、投資 
房地產證券之風險、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基金投資一定有風險，最 
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本基金所涉匯率風險及其它風險請詳參公開說明書。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亨德森管理公司 
Henderson Management S.A. 
2 Rue de Bitbourg, L-1273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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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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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High Yield Fund A USD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債劵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24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有配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發行單位數限制 基金規模 521.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債券型基金，主要投資於高收

益債券，高收益債券為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主要投資已開發區域，故風

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0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Darrell Watters/ Seth Meyer 
學歷：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拿到經濟學士學位/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商業管理（主修財務）理學士學位，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資格 
經歷：2008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1986年/2015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1998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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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資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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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3.91%)、盧森堡(2.94%)、愛爾蘭(2.20%)、加拿大(1.76%)、尚比亞(1.55%)、巴

西(1.07%)、法國(0.89%)、以色列(0.69%)、德國(0.63%)、比利時(0.54%)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1.01%)、原物料(0.52%)、非核心消費(0.30%)、美國工業(74.61%)、非美國工

業(11.61%)、商用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劵(2.59%)、美國金融(2.37%)、資產抵押債劵

(2.24%)、美國公用事業(1.19%)、非美國金融(0.77%)、現金/與現金相等值(2.7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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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62 9.93 9.42 -1.18 年化標準差% 2.30 2.86 4.1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高收益證券、投資標的過度集中、流 
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和信用風險、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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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 
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E,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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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 40 基金(F1529)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US Forty Fund A USD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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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6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一般型股票，因美國為已開發單一國

家，故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Nick Schommer 
學歷：西點軍校化學理學士學位、洛杉磯加州大學安德森管理學院主修金融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 
經歷：2017 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 2010 年。 
姓名：Douglas Rao 
學歷：維珍尼亞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以及洛杉磯加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2017 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 1998 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本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資本的長期增長。為求實現其投資目標，將主要投資於根據成長潛力挑選之美國發行人

的 20-40 種普通股股票的重點投資組合。 
二、 投資策略：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根據成長潛力挑選之美國發行人的 20-40 種普通股股票的重點投資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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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及交換，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惟須受淨資產價值 10%之限制，

並須隨時符合愛爾蘭央行所規定之條件及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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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91.34%)、荷蘭(2.73%)、中國(1.61%)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41.04%)、非核心消費(14.31%)、醫療保健(14.22%)、金融(10.66%)、工業

(7.06%)、原物料(4.93%)、房地產(3.46%)、現金/與現金相等值(4.32%)。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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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85 46.81 35.58 8.37 年化標準差% 10.62 9.26 12.83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投資標的過度集中、小型股證券、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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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 
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E,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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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創業基金(F1530)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US Venture Fund A USD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9/12/31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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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中小型股票，因美國為已開發單一國

家，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Jonathan Coleman/Scott Stutzman 
學歷：威廉姆斯學院政治經濟與西班牙語文學士學位，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西北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學理學士學位，以及

哥倫比亞大學主修金融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 
經歷：2013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1994年/ 2016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2002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資本增值，為追求其投資目標，其股票資產的一半以上將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票證券。 
二、投資策略：本基金股票資產的一半以上將投資於美國小型公司的股票證券；美國小型公司為在初次購買時其市場資本總額屬

於羅素 2000®成長型指數的公司範圍的公司；其資本總額於本基金初次購買後成長至超出本範圍者仍視為小型公司。本基金亦可

投資於有高成長潛力的大型公司或有資本增值潛力的大型知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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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及交換，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惟須受淨資產價值 10%之限制，並須隨時符合央行所規定之條件及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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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84.50%)、以色列(2.40%)、英國(1.62%)、加拿大(1.31%)、印度(0.96%)、比利時

(0.61%)、法國(0.28%)、愛爾蘭(0.17%)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9.14%)、醫療保健(22.32%)、工業(13.57%)、非核心消費(11.21%)、金融

(7.22%)、原物料(4.61%)、房地產(1.97%)、核心消費(1.02%)、能源(0.79%)、現金/與現

金相等值(8.15%)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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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0.43 42.30 28.82 10.97 年化標準差% 8.14 9.11 13.2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小型股證券、投資標的過度集中、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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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 
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E,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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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策略 Alpha 基金(F1531) 
(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Opportunistic Alpha Fund A USD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199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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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

一般型股票，因美國為已開發單一國

家，故風險報酬等 
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Nick Schommer 
學歷：西點軍校化學理學士學位、洛杉磯加州大學安德森管理學院主修金融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 
經歷：2017 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 2010 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投資標的：本基金投資目標為追求資本的長期增長。為求實現其投資目標，將主要投資於任何規模之美國發行人的普通股股

票，包括大型信譽卓著的發行人及/或小型新興成長發行人。 
二、投資策略：本基金基於為股東創造超額報酬，而策略性投資於主要位於美國之各型市場股本，以獲取策略性超額報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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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及交換，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惟須受淨資產價值 10%
之限制，並須隨時符合央行所規定之條件及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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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91.51%)、法國(1.89%)、英國(1.88%)、荷蘭(1.39%)、巴西(1.23%)、其他(1.86%) 
基金持股(依產業)：資訊科技(23.48%)、金融(21.42%)、醫療保健(17.52%)、原物料(12.18%)、工業(11.02%)、

非核心消費(10.07%)、公用事業(2.53%)、能源(1.54%)、現金/與現金相等值(0.24%)。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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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6.96 33.66 11.50 6.07 年化標準差% 9.51 10.85 12.3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投資標的過度集中、小型股證 
券、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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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 
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E,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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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F1532)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Global Life Sciences Fund A USD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3/31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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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醫療健康護理股票，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3。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Andy Acker/ Ethan Lovell 
學歷：哈佛大學生化科學理學士學位以及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榮譽碩士學位，擁有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鮑廷學院化學和經濟學文

學雙學士學位，以及杜蘭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經歷：2007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1996年/ 2016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1994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長期資本增值。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具有增長潛力的公司所發行股票。本

基金將主要投資於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具有增長潛力的公司所發行股票。本基金將主要投資於相關副投資顧問認為側重於生命科學

之公司的股票。一般而言，「生命科學」與維護或改善生活品質相關。因此，「側重於生命科學」的公司包括從事與健康和個人

保健、醫療或藥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經銷或服務相關的公司。這些公司亦可包括相關副投資顧問認為主要因在生命科學領域

的特定產品、技術、專利或其他市場優勢而具有增長潛力的公司。 
二、 投資策略： 
本基金至少 25%的總資產將投資於下列業界：衛生保健；藥品；農業；化妝品/個人保健；及生物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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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及交換，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惟須受淨資產價值 10%之限制，並須隨時符

合央行所規定之條件及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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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9.50%)、英國(7.79%)、瑞士(3.75%)、法國(2.92%)、日本(1.88%)、丹麥(1.16%)、
德國(0.97%)、比利時(0.91%)、加拿大(0.25%) 

基金持股(依產業)：生物科技(34.66%)、製藥(30.93%)、醫療保健設備(13.68)、醫療保健管理(7.55%)、醫療

保健科技(2.69%)、生命科技工具及服務(2.68%)、醫療保健用品(2.25%)、醫療保健服

務(1.62%)、醫療保健設施(1.41%)、醫療保健分銷商(1.3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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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9.82 23.65 1.73 7.99 年化標準差% 10.69 13.25 16.36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 
投資標的過度集中、小型股證券、業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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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 
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E,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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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科技基金(F1533)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Global Technology Fund A USD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00/3/31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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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

資訊科技股票，故風險報酬等級為

RR4。 
基金經理費 1.5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Brad Slingerlend, CFA/ Denny Fish 
學歷：William 大學經濟與太空物理學學位，擁有特許分析師執照/利諾大學土木工程學士與南加州馬歇爾商學位MBA 
經歷：2011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1998年/ 2016年起擔任基金經理人，投資生涯起於2004年 

基金目標及策略 
一、 投資標的：本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長期資本增值。基金主要將投資於世界上任何地區中具增長潛力之公司所發行的股權證券。 
二、 投資策略：本基金主要將投資於相關副投資顧問認為可從科技升級或進步當中獲致顯著利益之公司所發行的證券；一般而

言這類公司包括：(i)相關副投資顧問認為該公司現在已在經營或未來將開發出具有重大科技進步或升級意義之產品、製程或服

務，或(ii)相關副投資顧問認為該公司在營運或服務上需要廣泛用到高科技，例如但不限於提供醫療產品及服務、能源設備及服務

或精密工業產品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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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及交換，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惟須受淨資產價值 10%之限制，並須隨時符合央行所規定之條件及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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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資源豐富，經理團隊穩定性佳：基金經理研究團隊，經驗資歷皆佳。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基金持股(依區域)：美國(76.03%)、中國(8.94%)、荷蘭(2.41%)、台灣(2.25%)、日本(2.04%)、南韓(1.97%)、
巴西(0.97%)、加拿大(0.75%)、法國(0.50%)、澳大利亞(0.44%) 

基金持股(依產業)：網路軟體與服務(20.78%)、應用軟體(16.71%)、半導體(10.62%)、網路與直銷零售(7.12%)、
系統軟體(5.95%)、家庭娛樂軟體(4.23%)、科技硬體、儲存與周邊(4.10%)、半導體設備

(3.88%)、資訊科技顧問與其他服務(3.57%)、特殊型不動產投資信託(3.56%)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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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30.62  76.30 77.56 12.71 年化標準差% 11.70 10.84 14.60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本基金風險因素和其他特別考慮因素可能為：投資證券之風險、業界風險、投資標的過度集 
中、小型股證券、開發中市場風險、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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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駿利資產管理國際有限公司 
Janus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 Bishopsgate, London, EC2M 3AE, United Kingdom.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駿利亨德森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 Taiwan Limited 
110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45 樓 A-1 室（台北 101 大樓） 
電話：(02)8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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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瀚亞投資-M&G 入息基金(美元避險)(F1543) 
M&G(Lux) Investment Funds 1 -M&G (Lux) Income Allocation Fund USD A-H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1/7 
股份類別 A-H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1295.6 百萬歐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成立於 1968 年，於 1999 年加入英國保誠集團，為保誠集團在英國及歐洲之基金管理機構，

提供 40 餘檔基金之資產管理服務，廣泛投資於英國及全球股票、固定收益證券等，為超過 830,000 基金單位持有人服務。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係透過投資於以全球為範圍之資產，以獲得中期的收益成長。本基金亦以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投資管理機構得結

合分散及避險之方式管理貨幣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亦得基於增加投資組合效率之目的而使用之。 
選定理由 
1. 均衡長期 2-4%年化成長及 4%年化收益 
2. 中短期配置參考 M&G 獨家「事件」行為金融學 
3. 股債整體波動長期控制在 4-10%以下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地區：全球 
投資標的：股票 45%，政府公債 39.7%，高收益公司債 2.6%，投資級公司債 1.9%，現金與其他 10.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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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73 21.48 -- -1.68 年化標準差% 3.95 5.05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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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M&G (Lux)投資基金(1)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基金管理機構 
M&G Securities Limited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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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瀚亞投資-M&G 入息基金(美元避險)(F1544)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M&G(Lux) Investment Funds 1 -M&G (Lux) Income Allocation Fund USD A-H Dis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3/11/7 
股份類別 A-H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1295.6 百萬歐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成立於 1968 年，於 1999 年加入英國保誠集團，為保誠集團在英國及歐洲之基金管理機構，

提供 40 餘檔基金之資產管理服務，廣泛投資於英國及全球股票、固定收益證券等，為超過 830,000 基金單位持有人服務。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之目標係透過投資於以全球為範圍之資產，以獲得中期的收益成長。本基金亦以長期資本增長為目標。投資管理機構得結

合分散及避險之方式管理貨幣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亦得基於增加投資組合效率之目的而使用之。 
選定理由 
4. 均衡長期 2-4%年化成長及 4%年化收益 
5. 中短期配置參考 M&G 獨家「事件」行為金融學 
6. 股債整體波動長期控制在 4-10%以下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地區：全球 
投資標的：股票 45%，政府公債 39.7%，高收益公司債 2.6%，投資級公司債 1.9%，現金與其他 10.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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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2.79 22.52 -- -1.62 年化標準差% 3.94 5.08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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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M&G (Lux)投資基金(1)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 
49 Avenue J.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基金管理機構 
M&G Securities Limited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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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瀚亞投資-M&G 收益優化基金(美元避險)(F1545) 
M&G Optimal Income Fund-M&G Optimal Income Fund USD A-H Ac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8 日 

股份類別 A-H(美元避險)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

 
無上限 基金規模 31,038.0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A 級別為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成立於 1968 年，於 1999 年加入英國保誠集團，為保誠集團在英國及歐洲之基金管理機構，

提供 40 餘檔基金之資產管理服務，廣泛投資於英國及全球股票、固定收益證券等，為超過 830,000 基金單位持有人服務。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至少 50％應投資於債務工具，但亦得投資於其他資產，包括集合投資計畫、貨幣市場工具、現金與類現金、存款、股權證

券及衍生性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得使用於投資之目的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本基金目標為佈局於投資市場中最佳化收益來源以

提供投資人總報酬（結合收益及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8 千億資產管理規模，全球投資人信賴，英台最大基金 
8 項資產投資標的最完整，調整幅度無極限 
信用風險大小自控 ，存續期間操作伸縮自如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地區: 
美國 37.6% 英國 20.2% 德國 12% 法國 11.4% 義大利 2.9% 西班牙 2.1% 瑞士 1.6% 墨西哥 1.5% 
其他 8.4% 現金及約當現金 2.3% 
投資標的 
投資級公司債 48.3% 政府公債 26.4% 高收益公司債 12.1% 證券化 6.3% 股票 4.6% 現金與其他 2.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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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2 12.1 13.34 -0.81 年化標準差% 2.42 2.73 3.6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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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M&G 收益優化基金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United Kingdom 
 
基金管理機構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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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瀚亞投資-M&G 收益優化基金(美元避險)(F1546)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M&G Optimal Income Fund-M&G Optimal Income Fund USD A-H M Inc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8 日 

股份類別 A-H(美元避險
月配)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31,038.01 百萬美元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A 級別為每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成立於 1968 年，於 1999 年加入英國保誠集團，為保誠集團在英國及歐洲之基金管理機構，

提供 40 餘檔基金之資產管理服務，廣泛投資於英國及全球股票、固定收益證券等，為超過 830,000 基金單位持有人服務。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至少 50％應投資於債務工具，但亦得投資於其他資產，包括集合投資計畫、貨幣市場工具、現金與類現金、存款、股權證

券及衍生性商品。衍生性金融商品得使用於投資之目的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本基金目標為佈局於投資市場中最佳化收益來源以

提供投資人總報酬（結合收益及資本增長）。 
選定理由 
8 千億資產管理規模，全球投資人信賴，英台最大基金 
8 項資產投資標的最完整，調整幅度無極限 
信用風險大小自控 ，存續期間操作伸縮自如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地區: 
美國 37.6% 英國 20.2% 德國 12% 法國 11.4% 義大利 2.9% 西班牙 2.1% 瑞士 1.6%  
墨西哥 1.5% 其他 8.4% 現金及約當現金 2.3% 
投資標的 
投資級公司債 48.3% 政府公債 26.4% 高收益公司債 12.1% 證券化 6.3% 股票 4.6%  
現金與其他 2.3%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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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55 12.16 13.53 -0.77 年化標準差% 2.41 2.73 3.65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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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M&G 收益優化基金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United Kingdom 

 
基金管理機構 
M&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Laurence Pountney Hill, London EC4R 0HH,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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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穩定月配) (F927)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ian Equity Income Fund Admc1-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股票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5 日 
股份類別 Admc1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649.2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4 基金經理費 1.5% 
基金經理人簡介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Luxembourg)S.A.) 

基金目標及策略 
提供累積及月配息(美元穩定月配、澳幣避險穩定月配、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紐幣避險穩定月配)5 種股別選擇。鎖定高股息個

股，收益成長兼備：以高股利率、股利成長潛力及股利支付穩定度作為選股首要考量聚焦亞洲，掌握長期增長潛力：掌握亞洲市

場的高增長潛力及企業良好體質。 
選定理由 
全方位掌握亞太高股息投資契機 
堅持價值投資，追求總回報 
亞洲專家操盤，掌握輪漲契機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中國 38% 台灣 15% 南韓 12.2% 澳洲 12.1% 香港 8.6% 新加坡 6.8% 
印尼 2.3% 印度 2.2% 法國 1.2% 現金及其它 1.6% 
投資標的 
金融 31% 資訊科技 24.4% 工業 11.9% 房地產 8.2% 通訊 6.1% 能源 5.4% 
原物料 3.5% 景氣循環性消費 3.4% 公用事業 2.3% 現金及其他 3.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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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1.45 21.65 5.78 -7.07 年化標準差% 14.20 

 

11.75 

 

15.5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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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資（Eastspring Investments） 
26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公國 

 
基金管理機構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26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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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瀚亞投資-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F827)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US High Yield Bond Fund A-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2 年 7 月 15 日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1501.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基金目標及策略 
子基金投資於在美國市場發行、以美元計價，評等在 BBB 級(含)以下之高收益債券和其他固定收益/債務證券(包括洋基債券及全

球債券)組成之多樣投資組合。子基金最多 20%之資產得投資於優質證券(亦即 BBB 級(含)以上)。＊洋基債券指外國發行機構在

美國國內市場發行以美元計價之債務。全球債券指同時在歐洲及美國市場發行之債務。 
選定理由 
8 成聚焦美國，100%美元計價債券 
信評分佈採槓鈴式策略，增持強勢表現的 CCC 及較高信評債券 
基金操盤手為保誠(美國)資產管理公司，美國在地債券專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標的 
工業 90.5% 金融 6.3% 公用事業 2.3% 現金及其它 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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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97 12.55 8.54 -1.26 年化標準差% 2.58 

 

3.67 

 

6.89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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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資（Eastspring Investments） 
26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公國 

 
基金管理機構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26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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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瀚亞投資-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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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spring Investments-US High Yield Bond Fund Adm-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公司型 成立日期 2002 年 7 月 15 日 
股份類別 Adm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無上限 基金規模 1501.3 百萬美元(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25% 
基金經理人簡介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基金目標及策略 
子基金投資於在美國市場發行、以美元計價，評等在 BBB 級(含)以下之高收益債券和其他固定收益/債務證券(包括洋基債券及全

球債券)組成之多樣投資組合。子基金最多 20%之資產得投資於優質證券(亦即 BBB 級(含)以上)。＊洋基債券指外國發行機構在

美國國內市場發行以美元計價之債務。全球債券指同時在歐洲及美國市場發行之債務。 
選定理由 
8 成聚焦美國，100%美元計價債券 
信評分佈採槓鈴式策略，增持強勢表現的 CCC 及較高信評債券 
基金操盤手為保誠(美國)資產管理公司，美國在地債券專家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標的 
工業 90.5% 金融 6.3% 公用事業 2.3% 現金及其它 0.9%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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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0.96 12.51 8.52 -1.28 年化標準差% 2.57 

 

3.67 

 

6.88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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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資（Eastspring Investments） 
26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公國 

 
基金管理機構 
瀚亞投資(盧森堡)股份有限公司(Eastspring Investments (Luxembourg) S.A.) 
26 boulevard Royal,L-2449 Luxembourg 盧森堡大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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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F153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alanced Fund A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35.21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有價證券。以債券為主、股票為輔，收取印度債高利優勢，加成股票成長動能。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9.22%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8% 
投資標的 
債券 63.41% 股票 25.8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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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5.70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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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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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F1535)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alanced Fund B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35.21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有價證券。以債券為主、股票為輔，收取印度債高利優勢，加成股票成長動能。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9.22%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8% 
投資標的 
債券 63.41% 股票 25.8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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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7.39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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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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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F153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alanced Fund B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平衡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35.21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7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有價證券。以債券為主、股票為輔，收取印度債高利優勢，加成股票成長動能。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9.22%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8% 
投資標的 
債券 63.41% 股票 25.8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0.78%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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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5.68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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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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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37)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56.50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債券，含公債、地方債，與公司債。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4.39%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投資標的 
政府公債 76.78% 金融 7.6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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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6.76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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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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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3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A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A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否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56.50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債券，含公債、地方債，與公司債。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4.39%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投資標的 
政府公債 76.78% 金融 7.6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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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4.97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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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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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39)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B US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美元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56.50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債券，含公債、地方債，與公司債。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4.39%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投資標的 
政府公債 76.78% 金融 7.6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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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6.82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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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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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40)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B TWD 
基金簡介 截至 2018/06/30 
基金種類 債券型 基金型態 開放式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12 日 
股份類別 B 計價幣別 新台幣 是否配息 是 
基金核准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貳佰億元 基金規模 新台幣 56.50 億(截至 2018/06/30) 
基金風險報酬等級 RR3 基金經理費 1.60% 
基金經理人簡介 
姓名：周佑侖 
學歷：丹佛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經歷：聯邦銀行研究員 

新光人壽國際債券投資專員 
台新投信投資處固定收益部基金經理 
兆豐國際投信債券投資部基金經理 

基金目標及策略 
本基金要投資於印度之債券，含公債、地方債，與公司債。 
選定理由 
集合印度高殖利率、投資組合黃金配置，與在地投資顧問三向優勢，以追求投資印度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 

投資地區及標的 
(投資海外) 

投資地區：印度 84.39%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投資標的 
政府公債 76.78% 金融 7.61% 現金及約當現金 15.61% 

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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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資績效% - - - -4.98 年化標準差% - 

 

- 

 

-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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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標的發行機構 
瀚亞投信 
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4 樓 
電話：(02)8758-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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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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產業 資訊科技 健康護理 金融 非必需消費品 
投資權重 26.93% 14.07% 13.83%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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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148,272,29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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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 34.86% 40.10% TAIWAN LIFE 
2018/06/30 年化標準差 8.64% 10.36% 17.70% 

資料來源：1.http://us.ishares.com/product_info/fund/overview/IVV.htm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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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產業 主權債券 機構 現金  
投資權重 82.94% 16.87%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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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12,403,79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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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1.53% 11.72% TAIWAN LIFE 
2018/06/30 年化標準差 4.57% 7.72% 10.03% 

資料來源：1.http://us.ishares.com/product_info/fund/overview/EMB.htm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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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產業 金融 資訊科技 健康護理 非必需消費品 
投資權重 18.22% 16.85% 12.44%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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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5,781,14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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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 33.15% 52.14% TAIWAN LIFE 
2018/06/30 年化標準差 8.73% 11.70% 17.18% 

資料來源：1.http://uk.ishares.com/en/pc/products/IWRD(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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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資訊科技 金融 非必需消費品 健康護理 工業 
投資權重 19.62% 17.40% 12.28%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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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8,567,11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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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 31.74% 27.87% TAIWAN LIFE 
2018/06/30 年化標準差 8.61% 9.84% 17.96% 

資料來源：1.http://us.ishares.com/product_info/fund/overview/ACWI.htm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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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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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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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 -13.89% -23.1% -5.18% 

年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2.97% -2.19% -2.5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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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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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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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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大全球靈活配置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 
2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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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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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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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台新亞美短期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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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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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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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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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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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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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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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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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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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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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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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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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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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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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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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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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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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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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保德信瑞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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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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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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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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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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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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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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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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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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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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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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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國泰豐益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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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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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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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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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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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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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A 類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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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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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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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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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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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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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復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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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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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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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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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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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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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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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匯豐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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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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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匯豐資源豐富國家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不配息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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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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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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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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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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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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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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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德信萬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0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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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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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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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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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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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摩根總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型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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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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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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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聯邦優勢策略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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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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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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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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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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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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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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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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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群益多重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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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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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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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6.21% N/A -0.69% 

年化標準差 N/A N/A N/A 
投資績效 
(撥回後) -1.91% -5.84% N/A -3.63% 

資料來源：野村投信。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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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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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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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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村全球氣候變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5 野村全球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6 野村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7 野村亞太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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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野村泰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0 野村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1 野村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2 野村新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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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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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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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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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野村精選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7 野村歐洲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8 野村積極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9 野村優質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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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野村環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2 野村鴻揚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3 野村鴻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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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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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野村鑫全球債券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7 富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投資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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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1 復華全球大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2 復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3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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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匯豐中國 A 股匯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6 群益馬拉松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7 群益華夏盛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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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0 安聯全球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1 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2 摩根全球 α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3 摩根亞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4 摩根絕對日本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5 摩根新興 3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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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摩根龍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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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收益債券)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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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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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投資子標的名稱 
70 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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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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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宏利中國離岸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4 滙豐拉丁美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5 野村歐洲中小成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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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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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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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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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保德信中國中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1 瀚亞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2 復華數位經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3 群益中國新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4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A)-不配息型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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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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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野村日本領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88 摩根泛亞太股票入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累積 新臺幣 
89 野村全球短期收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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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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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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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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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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鋒裕匯理投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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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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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第 375 頁，共 3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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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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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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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相關通路報酬變動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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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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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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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2-1809-2009-0512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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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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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www.bnpparibas-am.com.tw
	50. 法巴百利達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F733)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Parvest Bond World Emerging Local - Classic M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網站：www.bnpparibas-am.com.tw
	51. 施羅德傘型基金II-亞洲高息股債基金(F107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Asian Asset Income Fund A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5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大中華(F400)
	Schroder ISF Greater China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5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太地產股票基金(F291)
	Schroder ISF Asia Pacific Cities Real Estate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參考指標：GPR泛亞洲地產指數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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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Asian Bond Total Return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5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亞洲債券(F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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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Asian Bond Total Return A1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5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拉丁美洲(F1446)
	Schroder ISF Latin American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5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金磚四國(F399)
	Schroder ISF BRIC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5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元債券(F045)
	Schroder ISF US Dollar Bond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5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美國小型公司(F048)
	Schroder ISF US Smaller Companies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6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香港股票(F778)
	Schroder ISF Hong Kong Equity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6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F144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Emerging Markets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所謂超額報酬，係指基金報酬率減去大盤指數。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6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F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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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ulti-Asset Income A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6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股債收息(F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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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ulti-Asset Income AX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6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F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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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arkets Debt Absolute Return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絕對報酬策略係以追求任何時點進場後1 2個月獲得正報酬為目標，惟並不提供保本保障或保證獲利。
	「投資風險之揭露」
	6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市場債券(F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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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Emerging Markets Debt Absolute Return A1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絕對報酬策略係以追求任何時點進場後1 2個月獲得正報酬為目標，惟並不提供保本保障或保證獲利。
	「投資風險之揭露」
	6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新興亞洲(F049)
	Schroder ISF Emerging Asia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6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F1452)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Corporate Bond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6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企業債券基金(F297)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Corporate Bond A1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69.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收益股票基金(F562)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Equity Yield A1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本基金參考指標為MSCI World TR Net。
	「投資風險之揭露」
	70.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F1071)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Dividend Maximiser AX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1.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息基金(F1069)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chroder ISF Global Dividend Maximiser A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2.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股債收息基金(F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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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roder ISF Global Multi-Asset Income A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3.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計量精選價值基金(F564)
	Schroder ISF QEP Global Active Value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之分類係依彭博社(Bloomberg)之定義，以公司總部所在地，並非以掛牌交易所之所在地為準；一些與中國有關的證券如國企股、紅籌股等亦被計算在內；惟仍符合金管會直接投資於大陸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超過境外基金淨值10%之規定。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之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投資風險之揭露」
	74.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氣候變化策略(F1454)
	Schroder ISF Global Climate Change Equity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5.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能源(F567)
	Schroder ISF Global Energy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6.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高收益債券(F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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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Global High Yield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7.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環球高收益債券(F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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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oder ISF Global High Yield A1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8. 施羅德環球基金系列-韓國股票(F1455)
	Sc hroder ISF Korean Equity A1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79. MFS全盛全球資產配置基金(F740)
	MFS Meridian Funds– MFS Global Total Return Fun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1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80. MFS全盛基金系列-MFS全盛全球股票基金(F1459)
	MFS Meridian Funds– MFS Global Equity Fun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1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81.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F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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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Bridge Global Multi-Strategy High Yield Bond Fund B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B級別新台幣
	「投資風險之揭露」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82.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F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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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Bridge Global Multi-Strategy High Yield Bond Fund B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B級別美元
	「投資風險之揭露」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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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A級別新台幣
	「投資風險之揭露」
	投資標的管理機構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PineBridge Investments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
	資料來源∕總代理人
	柏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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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F523)
	141. 富達基金-全球入息基金(F525)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42. 富達基金-全球成長與收益基金(F574)
	143. 富達基金-印尼基金(F42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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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F121)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46.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F119)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47. 富達基金-美元高收益基金(穩定)(F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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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富達基金-美元現金基金(F845)
	149. 富達基金-美國成長基金(F428)
	150. 富達基金-美國基金(F035)
	151. 富達基金-國際基金(F577)
	152.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基金(F351)
	153.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1穩定月配息)(F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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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431)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55. 富達基金-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503)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156. 富達基金-德國基金(美元避險)(F1098)
	157.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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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Accu.-U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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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158.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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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lin Templeton SinoAm Global High Yield Bond Fund-Dist.-U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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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159.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天然資源基金(F126)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 -Franklin Natural Resources Fun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0.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生技領航基金(F135)
	Franklin Biotechnology Discovery Fun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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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Templeton Global Total Return Fun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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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3. 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列-穩定月收益基金(F12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 Funds-Franklin Income Fun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4. 景順大中華基金(F170)
	Invesco Greater China Equity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5. 景順中國基金(F358)
	Invesco PRC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6. 景順天下地產證券基金(F1356)
	Invesco Global Real Estate Securities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7. 景順太平洋基金(F1244)
	Invesco Pacific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8. 景順日本小型企業基金(F863)
	Invesco Nippon Small/Mid Cap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69.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F580)
	Invesco Japanese Equity Core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0. 景順日本動力基金(美元對沖)(F641)
	Invesco Japanese Equity Core Fund A(USD Hg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1. 景順全歐洲企業基金(F865)
	Invesco Pan European Small Cap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2.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F502)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Asia Balanced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22樓
	173. 景順亞洲平衡基金(F71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Asia Balanced Fund A-M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22樓
	景順投信獨立經營管理
	174. 景順亞洲富強基金(F582)
	Invesco Asia Consumer Demand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5. 景順亞洲機遇股票基金(F1476)
	Invesco Asia Opportunities Equity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6. 景順東協基金(F169)
	Invesco ASEAN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7. 景順美國價值股票基金(F1477)
	Invesco US Value Equity Fun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8. 景順消閒基金(F584)
	Invesco Global Leisure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79. 景順健康護理基金(F171)
	Invesco Global Health Care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0.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50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SD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2018/6/30, 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1. 景順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17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Markets Bond Fund A-MD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Morningstar，績效資料截止2018/06/30, 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2.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F38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Local Currencies Debt Fund A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3. 景順新興貨幣債券基金(F389)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Invesco Emerging Local Currencies Debt Fund A-FD Share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4. 景順歐洲大陸企業基金(F585)
	Invesco Continental European Small Cap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5. 景順環球股票收益基金(F1105)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6.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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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co Global High Income Fund A-S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7.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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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co Global High Income Fund A-M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8. 景順韓國基金(F1478)
	Invesco Korean Equity Fund A-AD USD
	基金簡介              截至2018/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189.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亞太收益增長股票(F1479)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Asia Pacific ex Japan Equity High Dividend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99號24樓
	190.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拉丁美洲股票(F1480)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Latam Equity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99號24樓
	191.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俄羅斯股票(F472)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Russia Equity AD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99號24樓
	192. 匯豐環球投資基金-新興四國市場股票(F1481)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SBC Global Investment Funds - BRIC Markets Equity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99號24樓
	193. 瑞銀(盧森堡)大中華股票基金(美元)(F335)
	UBS (Lux) Equity Fund – Greater China (USD) P-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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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95. 瑞銀(盧森堡)美元基金(F1483)
	UBS (Lux) Bond SICAV - USD High Yield (USD) P-mdist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96. 瑞銀(盧森堡)美國增長股票基金(F1118)
	UBS (Lux) Equity SICAV– USA Growth (USD) P-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97. 路博邁投資基金-NB美國房地產基金(F743)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euberger Berman  US Real Estate Securities Fd USD T Acc Class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2006年2月1日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６８號２０樓
	(02) 8726 8290
	198. 路博邁投資基金-NB高收益債券基金(F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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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berger Berman High Yield Bond Fd USD T (Monthly) Dis Class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2006年5月3日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６８號２０樓
	(02) 8726 8290
	199. 路博邁投資基金-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F148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euberger Berman Emerging Market Debt – Local Currency Fund USD T Accumulating Class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2013年6月28日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６８號２０樓
	(02) 8726 8290
	200. 路博邁投資基金-NB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券基金(F148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Neuberger Berman Emerging Market Debt – Local Currency Fund USD T Monthly Distributing Class
	資料來源： Morningstar，原幣計算，本基金類股成立於2013年6月28日
	「投資風險之揭露」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６８號２０樓
	(02) 8726 8290
	201. DWS投資中國股票(F1489)
	DWS –DWS Invest Chinese Equities USD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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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2. DWS投資可轉債基金(F500)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DWS –DWS Invest Convertibles USD 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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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3. DWS投資全球神農(F1267)
	DWS –DWS Invest Global Agribusiness USD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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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4. DWS投資全球高股息基金(美元避險)(F1263)
	DWS –DWS Invest Top Dividend USD LC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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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5. 摩根中國雙息平衡基金(F149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Taiwan) China Income Fund - Monthly Distribution Class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6. 摩根日本基金(美元對沖)(F877)
	JPMorgan Funds – Japan Equity Fund - JPM Japan Equity A (acc) - USD (hedge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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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8. 摩根多重收益基金(美元對沖)(F60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 Global Income Fund - JPM Global Income A (mth) - USD (hedge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09. 摩根投資基金-策略總報酬基金(美元對沖) (F149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JPMorgan Investment Funds –JPM Global Macro Opportunities A Acc USD Hedge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0.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F386)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Funds –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 JPM Asia Pacific Income A (dist)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1. 摩根亞太入息基金(F387)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Funds – Asia Pacific Income Fund - JPM Asia Pacific Income A (mth)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2. 摩根東協基金(F177)
	JPMorgan ASEAN Fun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3. 摩根泰國基金(F174)
	JPMorgan Thailand Fun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4. 摩根基金-大中華基金(F069)
	JPMorgan Funds – Greater China Fund - JPM Greater China A (dist)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5. 摩根基金-中國基金(F068)
	JPMorgan Funds – China Fund - JPM China A (dist)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6. 摩根基金-美國企業成長基金(F1495)
	JPMorgan Funds - JPM US Growth Fund-JPM US Growth A Dis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7. 摩根新興市場小型企業基金(F186)
	JPMorgan Funds – Emerging Markets Small Cap Fund - JPM Emerging Markets Small Cap A (perf) (acc)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8. 摩根環球地產入息基金(F1496)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PMorgan Global Property Income Fund (div) - USD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Lipper(原幣)；基金資料日期：2018/06/3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19. 鋒裕匯理基金(II)-新興歐洲及地中海股票(F1497)
	Amundi Funds II - Emerging Europe and Mediterranean Equity A Non-Distributing USD
	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0. 鋒裕匯理基金(II)-歐洲潛力(F1498)
	Amundi Funds II - European Potential A Non-Distributing USD
	資料來源： 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1. 聯博-中國時機基金(F1507)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China Opportunity Portfolio Class AD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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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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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2.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美元避險) (F615)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Japan Strategic Value Portfolio Class A USD Hedge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3. 聯博-日本策略價值基金(美元避險) (F135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Japan Strategic Value Portfolio Class AD USD Hedge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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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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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4.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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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Class A2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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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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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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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經理公...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5.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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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Global High Yield Fund-T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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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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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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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6.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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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Global High Yield Fund-TA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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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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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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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7. 聯博-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F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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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Class AT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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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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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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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高收益債券之投資占顯著比重者，適合『能承受較高風險之非保守型』之投資人。所列之境外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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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High Yield Portfolio Class A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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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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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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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
	「投資風險之揭露」
	229.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F14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Global Bond Portfolio Class A2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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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聯博-全球債券基金(F149)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Global Bond Portfolio Class AT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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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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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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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FCP I-Global Bond Portfolio Class A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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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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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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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2.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F616)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Global Value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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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聯博-全球複合型股票基金(F617)
	AB FCP I-Global Equity Blend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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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F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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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Multi-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 – AD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組合分類依據：Lipper 環球、聯博。本基金另進行賣出選擇權策略，該賣出選擇權策略係指同時賣出口數相同的選擇權買權與賣權。本基金6 月份選擇權部位為15.16%，該數字僅代表賣出選擇權的單邊名目本金價值。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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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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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5.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F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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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Multi-Asset Income Fund of Funds – AD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組合分類依據：Lipper 環球、聯博。本基金另進行賣出選擇權策略，該賣出選擇權策略係指同時賣出口數相同的選擇權買權與賣權。本基金6 月份選擇權部位為15.16%，該數字僅代表賣出選擇權的單邊名目本金價值。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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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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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6.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F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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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Fixed Income Fund of Funds – A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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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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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7. 聯博收益傘型基金之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F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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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TL Income Umbrella Fund – Fixed Income Fund of Funds – AA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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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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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8. 聯博-亞洲股票基金(F161)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 – Asia Ex-Japan Equity Portfolio Class AD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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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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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39. 聯博-房貸收益基金(穩定月配)( F151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Mortgage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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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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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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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0. 聯博-前瞻主題基金(F152)
	AB SICAV I-Thematic Research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1.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F61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American Growth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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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B FCP I-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2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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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T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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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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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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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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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4.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穩定月配) (F89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Americ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A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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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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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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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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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5.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F044)
	AB SICAV I-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6.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F063)
	AB SICAV I-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7.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F152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Emerging Markets Multi-Asset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8.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F151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Emerging Markets Multi-Asset Portfolio Class AD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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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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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249.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361)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AB FCP I-Emerging Markets Debt Portfolio Class A2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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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F36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Emerging Markets Debt Portfolio Class AT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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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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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博投信網站。
	「投資風險之揭露」
	251. 聯博-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穩定月配)(F89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Emerging Markets Debt Portfolio Class A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A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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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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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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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
	「投資風險之揭露」
	252. 聯博-新興市場價值基金(F1151)
	AB FCP II-Emerging Markets Value Portfolio Class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本基金之投資地區包含中國大陸。但依金管會之規定，目前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另投資人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外匯、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中國投資比例亦包含在中國境外證券交易市場交易之中國企業相關股票,直接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香港地區之紅籌股及H股則無限制。
	「投資風險之揭露」
	253. 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F1147)
	AB SICAV I-Select US Equity Portfolio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54. 聯博-歐洲收益基金(穩定月配)(美元避險) (F1523)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FCP I-European Income Portfolio Class AA USD H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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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月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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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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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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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於申購時應謹慎考量。配息可能涉及本金之個別基金最近12個月內配息組成相關資料已揭露於聯...
	255.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F1528)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 - Low Volatility Equity Portfolio Class A Shares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B SICAV I - Low Volatility Equity Portfolio Class AD Shares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AD之配息來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的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受益憑證級別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經理公司將定期監控基金的配息金額與配息率，評估調整之必要，以避免分配過度侵蝕本金。經理公司將建立分配比率之可容忍差額以為適當之控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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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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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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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駿利亨德森遠見日本機會基金(F271)
	Janus Henderson Horizon Fund - Japan Opportunities Fund A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58. 駿利亨德森遠見全球地產股票基金(F272)
	Janus Henderson Horizon Fund - Global Property Equities Fund A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59. 駿利亨德森遠見亞太地產股票基金(F274)
	Janus Henderson Horizon Fund - Asia-Pacific Property Equities Fund A2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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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High Yield Fund A USD In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1.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40基金(F1529)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US Forty Fund A USD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2.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美國創業基金(F1530)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US Venture Fund A USD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3.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策略Alpha基金(F1531)
	(本基金某些股份類別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Opportunistic Alpha Fund A USD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4.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生命科技基金(F1532)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Global Life Sciences Fund A USD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5. 駿利亨德森資產管理基金-駿利亨德森環球科技基金(F1533)
	Janus Henderson Capital Funds Plc - Janus Henderson Global Technology Fund A USD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理柏，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6. 瀚亞投資-M&G入息基金(美元避險)(F1543)
	M&G(Lux) Investment Funds 1 -M&G (Lux) Income Allocation Fund USD A-H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7. 瀚亞投資-M&G入息基金(美元避險)(F1544)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M&G(Lux) Investment Funds 1 -M&G (Lux) Income Allocation Fund USD A-H Dis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8. 瀚亞投資-M&G收益優化基金(美元避險)(F1545)
	M&G Optimal Income Fund-M&G Optimal Income Fund USD A-H Ac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69. 瀚亞投資-M&G收益優化基金(美元避險)(F1546)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M&G Optimal Income Fund-M&G Optimal Income Fund USD A-H M Inc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0. 瀚亞投資-亞洲股票收益基金(穩定月配) (F927)
	(本基金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Asian Equity Income Fund Admc1-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1. 瀚亞投資-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F827)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US High Yield Bond Fund A-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2. 瀚亞投資-美國高收益債券基金(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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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spring Investments-US High Yield Bond Fund Adm-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3.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F1534)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alanced Fund A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4.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F1535)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alanced Fund B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5.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平衡基金(F1536)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alanced Fund B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6.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37)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A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7.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38)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A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8.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39)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B US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279.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收益債券基金(F1540)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astspring Investments India Bond Fund B TWD
	過去績效並不保證未來報酬。資料來源：Lipper，原幣計算期間報酬（含息）∕年化標準差
	「投資風險之揭露」
	1. 安碩 S&P 500(二) (E070)
	投資風險之揭露：
	2. 安碩新興市場債(二) (E087)
	投資風險之揭露：
	3. 安碩 MSCI 環球 (E091)
	投資風險之揭露：
	4. 安碩 MSCI 全球指數 (E094)
	投資風險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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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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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松智路1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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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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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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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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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野村投信。
	※表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7號3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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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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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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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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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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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灣人壽歐元資金停泊帳戶(F202)
	TAIWAN LIFE EUR Dollar Parking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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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貨幣單位及匯率的計算
	三、宣告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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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